臺北市北投區 104 年 3 月份區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4 樓會議室
三、主席：李區長美麗

記錄：虞鶯鶯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4 月 13 日議會開議、4 月 14、15 日市長施政報告、4 月 16 日至 5 月底
各部門質詢，5 月 29 日質詢開始至 6 月中旬市政總質詢。議會期間相關
議員關切案件，請各單位本於職權妥為處理。
六、工作報告
◎北投區公所業務課報告
(一)民政課報告：
１．本區土石流防災疏散演習預定於4月15日上午10時假稻香里石仙路舉
行；4月13、14日上午9時30分進行預演。針對此一演習於3月30日上午9
時30分召開本年度防災整備會議，請區級應變中心各編組人員準時參
與。
２．萬安38號演習將於104年4月28日13時30分至14時舉行演練，本次演習將
施放警報，進行交通管制及人事疏散等避難作為，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主席：
一、每年防汛期前，本所會擇期辦理防災整備會議討論相關土石流疏散
避難演練事宜。今年演習預定 4 月 13、14 日預演，4 月 15 日正式
演習，有勞編組人員參加。特別拜託消防中隊協助程序的順利進行，
有關司儀本所將派員擔任，仍請消防中隊協助。
二、每年度區公所需辦理多項活動包括區民休閒運動會、登山健行等活
動都需要各單位協助，區級單位如需業務宣導，歡迎共襄盛舉。
三、萬安演習 4 月 28 日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4 時，屆時請本行政中心合
署單位配合指引。
(二)人文課報告：
１．3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聯合婚禮現場報名，如有意者，歡迎至本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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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2015 北投桶柑節」2 月 7 日主場活動，謝謝各單位的配合協助，特別
感謝清潔隊及北投分局。
３．本年度小提燈籠發送十分順利，很感謝大家的配合。
主席：
一、「2015 北投桶柑節」活動，主場活動於 2 月 7 日假北投公園辦理，
與會人員相當多，謝謝所有區級單位給本所的協助並感謝各單位共
同為本區桶柑產業盡一份心力。活動至 3 月 19 日結束，將辦理檢
討會，讓來年辦理活動更順遂及並對果農有更多的助益。
二、本次宮廟遶境活動前曾邀集相關權責單位召開協調會，惟遠道北上
之宮廟陣頭過於熱情，形成鞭炮終日燃放、陣頭鑼鼓喧囂，又未能
準時結束，製造區民朋友諸多不便。於活動結束後相關單位都接獲
民眾向 1999 反映諸多抱怨。爾後召開類此會議，除邀集權責單位
外，可請主辦宮廟邀請遶境沿途之宮廟一併與會討論作相關約束，
請人文課特別留意後續之宮廟遶境協調會加強溝通。謝謝所有單位
對宮廟遶境活動之協助。
(三)北投區公所社會課報告：如會議資料。
主席：
各單位如發現有民眾生活陷於困境，需協助者，請轉介本所。
(四)北投區公所經建課報告：
今年度本所道路及公園維護工程已決標，預計將於下周陸續開工，執行
本年度各項維護工程。
主席：
市府為事權統一規劃自105年起8公尺以下巷道及鄰里公園業務移回工
務局。工務局及民政局業已召開相關協調會，工務局承諾未來相關同仁
有工作輪調及升遷機會。基層對里轄的服務及效率並不因業務移撥有所
降低，請經建課全力協助公園處及新工處。請經建課同仁及工務局同仁
未來業務交接能相互協助，讓業務無縫接軌。
(五)北投區公所兵役課報告：
１．本年度後備軍人緩召將於本(104)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開放受理申請。
２．另 104 年第 2 次替代役申請將於 4 月 1 日至 4 月 16 日受理申請。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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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分為一般資格與專長資格替代役，相關公告屆時將請里幹事協助張
貼及宣導。
主席：
相關訊息請張貼本所網頁及里鄰網頁，周知市民朋友。
(六)公民會館報告：
１．3 月份是陶藝與書畫展。
２．臺北市公民會館臉書成立了，臺北市公民會館係虛擬組織，由臺北市 7
所公民會館組成，請協助宣導所屬上網按「讚」。按讚後，可接獲相關
館舍之最新消息。同時希望區級單位有區政宣導可提供 PO 文，相關申
請書表將併同會議記錄行文，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主席：
北投公民會館已經營多年，也常藉由區務會議邀請區級單位善用辦理活
動。目前本市有 7 所公民會館，設置經營臉書本區為首創，此作為得到
局長的肯定，並推廣他區辦理。鼓勵各單位多利用公民會館臉書宣導活
動及業務，以周知網路朋友。
◎區級單報告
(一)北投分局報告：如會議資料。
主席：
本所辦理大小活動，分局都擔任指引及安全維護工作，在此致上謝意。
(二)健康服務中心報告：
１．請宣導市民踴躍參加本中心辦理之社區癌症篩檢活動，今年度癌症篩檢
活動已如火如荼展開，本月份已排訂 10 場次，相關活動項目、時間及
地點請查詢本中心網站並協助加強宣導讓，更多民眾參加篩檢。
２．春節過後有些群聚性病毒事件發生如武陵農場及慈濟中學，預防病毒腸
胃炎的發生，有幾個原則請加強宣導。諾羅病毒感染途徑主要是食入被
諾羅病毒汙染的食物及飲水，或接觸諾羅病毒排泄物、嘔吐物後再接觸
自己的口、鼻或眼睛粘膜，故勤以肥皂洗手、如廁後進食前先以肥皂水
徹底洗手，食物煮熟。環境消毒方面應注意被汙染之衣物、床單應立即
更換；馬桶把手、玩具應以漂白水擦拭。有關嘔吐物、排泄物處理應先
用漂白水消毒後，再沖入下水道。處理時，應戴口罩及手套，並落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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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不上班、不上課，尤其是餐飲業者，以期降低病毒的傳播風險，防止
疫情發生。
主席：
一、有關社區癌症篩檢活動請協助宣導。民政課可利用里鄰網站宣導周
知里民。
二、有關諾羅病毒感染途徑勤洗手、少吃生冷食物，防止感染請加強宣
導。
(三)北投戶政事務所報告：如會議資料
１．請各單位踴躍參與本所推動有獎贈禮申辦作業活動並協助宣導。
２．有關婚姻紀錄、遷徙及姓名更改紀錄書自本(104)年 4 月 2 日起，民眾
可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申請人係本人或檢附委託書委託他人辦理，
規費計算每張 15 元。相關紀錄書目前僅有中文版本。
主席：
戶政多項便民措施請協助宣導。鼓勵申辦自然人憑證，各單位辦理民眾
參與活動可提供戶所參考，並鼓勵戶所於人力許可情況，多參與活動，
或能助益自然人憑證申請量。
(四)士林地政報告：
主席：
地政單位許多便民措施，請各單位能藉由相關宣導資訊協助宣導，讓民
眾知道就近申辦，減少路途往返。
(五)區清潔隊報告
主席：
感謝清潔隊過年期間垃圾清運及環境大掃除的辛苦，特別致上謝意。
(六)北投消防中隊報告：
5 樓以下住宅建築物如無獨立火警警報器，建議加裝住宅用警報器，可
提早偵測災害發生，及早避難。目前住宅警報器市府補助裝設數量不
足，民眾可自行採購裝設，請協助宣導。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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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層樓以下裝設住警器目前並不普及，近期市府可能規劃結合區里機制
協助推廣 5 樓以下住宅用戶申請安裝警報器，俟相關計畫定案，大家彼
此密切合作，以降低火災案發生。
七、區政督導員轉達工作事項：
(一)局長指示成立博愛櫃檯自 2 月 6 日成立，因應博愛櫃檯成立局長要求區
政督導員參加區級會議時，順道查核區、戶所辦理情形。本人利用本會
議召開前查看 貴所辦理狀況，依查核表列 25 項重點，貴所表現良好，
值得鼓勵。就博愛櫃檯成立之必要性，局長指示區政監督課作評估。預
定下個月完成評估報告。
(二)本局由許副座領導訂定「105 年工作計畫及策略分析」
，並於上周完成。
本局 105 年工作計畫及使命願景已訂定完成。後續各科室將於 3 月 31
日前完成策略地圖、策略步驟及績效指標值訂定，預計 6、7 月作人力
盤點，該項工作係本局今年重點工作。屆時完成後，將請區公所配合，
在此預告，請多作準備。
八、主席結論
(一)工務局所屬單位如建管處、公園處園藝隊、路燈隊等單位，平日給予本
所大力支持及協助，十分感謝。
(二)區政督導員轉達之工作事項涉及區公所與戶所將遵循配合，其餘宣導事
項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三)區、戶所成立之博愛櫃檯係特別服務 65 歲以上長輩、孕婦、身障者等，
申請書字體放大以方便長者閱讀。博愛櫃檯係對老弱婦孺提供的服務。
區戶所同仁都很努力協助推動，希望民眾能感受市府不一樣的服務。感
謝局長也貼心考量辦理成果狀況，如需本所、戶所提供相關執行情形，
請交辦。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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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民會館臉書(Facebook)實施計畫
104 年 3 月 5 日北市民治字第 10430784300 號函訂定

壹、目的：
藉由本市公民會館臉書粉絲團網路社交工程之建置，開發不同行銷暨即
時互動平臺，以主動、活潑、創意及幽默方式，向民眾傳達公民會館設
置理念，行銷各區特色，提供市民互動的管道，落實在地人文關懷。
貳、 臉書內容：
一、 臉書標題：臺北市公民會館。
二、 臉書型態；以臉書粉絲團呈現，以輕鬆活潑的語言記錄各館營運狀況，
主題分為五大項，會館活動、政令宣導、地方特色、在地故事、民生
相關議題，藉以行銷地方特色。
參、執行方式：
一、 版主群組織編制:
(一) 置總版主 1 人，由公民會館執行秘書兼任，負責下列事項：
1. 統籌辦理臉書粉絲團建置、推動及宣導等各項行政工作。
2. 上網瀏覽查詢網友留言並適當回應。
3. 維護使用本市公民會館臉書所須遵循之網路禮儀、規範、倫理，發現
所張貼之文章、圖片等涉及不當內容應予以即時刪除，本計畫所稱不
當內容如下：
(1) 妨害風化、不雅、毀謗、侮辱、威脅、人身攻擊（含同音影射特定
人物姓名）、明顯不實、違反公共秩序、違反善良風俗或其他不法
之文字及圖片。
(2) 顯與公民會館無關之商業廣告內容。
(3) 侵犯他人隱私之內容，如散布個人資料保護法中所定義之個人資料
等。
(4) 連續張貼相同話題及內容。
(5) 以空白、文字或符號等填塞內容影響臉書版面。
4. 發現凡有檢舉、陳情、涉及公務內容等言論下載後送交本局總收文掛
號，另請相關單位處理與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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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置版主 7 人，由各公民會館館長兼任，負責下列事項：
1. 協助辦理臉書粉絲團建置、推動及宣導等各項行政工作。
2. 內容審核、撰寫與張貼。
3. 上網瀏覽查詢網友留言並適當回應。
4. 蒐集市民意見做為公民會館施政參考。
二、 維護更新時間及撰寫分工方式：
(一) 版主:
1. 對於館內業務、區內活動、區里人、事、物等特色介紹製成電子檔上
傳臉書更新，檔案內應含標題及提供人。
2. 每日更新 1 篇文章以上，每月召開館長會議討論次月刊登主題，如有
臨時性議題需要刊登，得隨時新增。
(二) 投稿:
1. 各區可由投稿同仁提供圖文等內容（即編排完成之電子檔，檔案內應
含標題及提供人），送交該館版主審核，並由版主代為發表文章(如附
件)。
2. 版主需對發表文章做審核，主題及內容是否適宜，撰寫語言、格式、
表現方式不拘，切勿觸犯智慧財產權、著作權及個人資料隱私等相關
問題。
3. 內容未涉及公務內容，免予陳核；惟涉及公務內容者，須先行陳核課
室主管核准後，始能交由版主予以登錄。
肆、預期效益
一、 擴展公民會館行銷管道，以活潑創新手法，傳達會館活動訊息，讓市
民透過不同之網路社交工程平臺，解讀公民會館設置宗旨及在地風土
民情。
二、 吸引年輕族群參與活動之興趣，以提高其認同感，共同記錄本市公民
會館成長的歷程，並加以傳承。
伍、獎勵作法：
每年由總版主就相關出力人員簽請行政獎勵，並提考績委員會審議。
陸、本計畫簽奉 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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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民會館臉書(Facebook)上網資料申請表
申請單位 :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標題

內容

上稿日期
附件

年

月

磁片/光碟片

日
片或於

申請人：

月

日以電子郵件傳送館長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申請單位
連絡電話：

處理情形

□已於___年__月__日上稿至臉書粉絲團。

已確認：＿＿＿＿＿＿＿

□其它：＿＿＿＿＿＿＿＿＿＿＿＿。

已確認：＿＿＿＿＿＿＿

館長(核稿)

機關首長

處理機關

註: 文章包含會館活動、政令宣導、地方特色、在地故事、民生相關議題等五大主題，撰寫語言、格式、
表現方式不拘，切勿觸犯智慧財產權、著作權及個人資料隱私等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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