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北投區 105 年第 1 次擴大區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6 樓會議室
三、主席：陳區長銘國

記錄：張美娟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謝謝各與會單位參加每半年 1 次的擴大區務會議，藉此會議也感謝各
機關、學校每年鼎力協助及幫忙本所辦理各項業務。
六、專題報告：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新生兒出生登記後之相關福利」。
七、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書面資料。
提案：1020104〈馬偕專校〉
主席：
台電遷移校門前高壓電塔或地下化案，台電公司已來函說明目前該線
路設置均符合經濟部頒訂「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安全無虞，鑑於
電塔遷移或地下化，因新塔設置土地取得與涉及架空線路新路徑下方
土地地主同意等條件，確有實質之困難，本案先行解除列管，如學校
仍有問題請再另行提案。
提案：1040103〈復興高中〉
主席：
於學校藝術大樓東側新闢復興二路人行步道周邊樹木、花草定期修剪
案，公園處已與里長協調，栽植灌木種類加強綠美化後請里長認養維
護，本案待 105 年 6 月底完成後，惠請學校函知本所解除列管。
提案：1040202(北投國中)
校門左側公車站牌前至天漾大樓擬建請設置專用綠色標線型人行道，
以維學生及附近居民安全。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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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址巷道路側溝蓋含本市都市計畫道路範圍，交工處將配合設置標線
型人行道線，錄 105 年工程案辦理。另溫泉路 35 之 1 號對側溝蓋設置
標線型人行道線一事，因路面側溝不平整，新工處溝蓋更新工程預訂 6
月 30 日前完工，請新工處完工後函知交工處規劃標線型人行道，本案
繼續列管。
八、工作報告
◎北投區公所業務課報告
(一)民政課報告：
1、本區本(105)年度區民休閒運動會，已於5月28日假石牌國中活動中心舉
辦完畢，感謝石牌國中提供所場地，及各區級單位的參與。
2、 2017臺北世大運將於明年8月19日至8月30日在台北舉行，本區認領競賽
項目為滑輪溜冰，目前本區正積極招募加油團成員，歡迎具有熱忱的民
眾參加，世大運將於8月20日下午假市府廣場舉辦「一日世大運嘉年華」
活動，請各區級單位及各學校協助宣導。
主席：
即將辦理 2017 臺北世大運，目前本區正積極招募加油團成員，請各
區級單位及各學校協助大力宣導，讓熱忱的民眾共同參加。
(二)人文課報告：如書面資料。
(三)社會課報告：如書面資料。
(四)經建課報告：
1、本區訂於 6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9:00~12:00 於本所 6 樓第三教室
辦理辦理參與式預算初階課程，請各單位踴躍報名參加。
2、市府訂於 6 月 25 日(星期六) 下午 5:30 假石牌國中辦理北投區再生
計畫，請各單位踴躍參加並予以協助。
主席：
一、參與式預算初階課程，請各單位同仁踴躍報名參加外，並請協助
宣導，讓市民都有機會參加了解。
二、 6 月 25 日(星期六) 下午 5:30 假石牌國中辦理北投區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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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單位屆時踴躍參加。
(五)兵役課報告：
105 年 8 月 29 日至 105 年 9 月 9 日開放 83 年次(含)以後出生之役男
申請專長資格替代役。詳細內容請上內政部役政署網站上最新消息
公告參閱，或致電北投區公所兵役課諮詢。
◎區級單報告
(一)北投分局報告：如會議資料。
(二)健康服務中心報告：如會議資料。
茲卡病毒疫情防治相關資訊，請各單位能協助多加宣導。
主席：
全球茲卡病毒疫情嚴重，相關疫情防治資訊，請各機關學校能協助
加宣導。
(三)北投戶政事務所報告：如會議資料。
(四)士林地政報告：如會議資料。
(五)北投區清潔隊報告：如會議資料。
(六)北投消防中隊報告：
1、目前市府及本局持續推廣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請各與會代表協
助宣導，舉凡 5 層樓以下住宅，均可向鄰近消防分隊申請免費安裝，
提升住宅防火安全。
2、本局現正全力執行全民 CPR 教學工作，各機關、學校如有需要均可
連繫鄰近消防分隊洽詢 CPR 宣導事宜。
3、暑假將至，請各校協助宣導所屬在校生，夏日戲水切勿選擇野溪、
河域等危險水域遊憩，應至具有專業救生員駐點之游泳池戲水消
暑，以確保安全。
主席：
感謝消防中隊平日努力防火宣導，為區民安全把關。另對全民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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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工作、夏日戲水 防溺水等宣導，請各機關、學校協助大力宣導。
(七)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北投分處報告：
1、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 10 組 100 萬元及 8,000 組 2,000 元獎項獎
金，請民眾使用手機條碼、悠遊卡、icash 卡、會員卡等載具索取
無實體電子發票，且在開獎前未向營業人索取紙本電子發票者，若
對中統一發票各獎別號碼，又同時對中專屬獎項號碼，則可選擇獎
金較高之獎額兌領。
2、颱風季節將至，如民眾颱風時因汽車、房屋、土地等在災害中受創，
受災戶於災害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向房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減免。
主席：稅捐稽徵處相關宣導資訊，請各單位能協助宣導，讓民眾能
多加了解自身權益。
九、提案討論
提案：1050101(北投國中)
請於溫泉路、光明路口及溫泉路 37 巷、光明路口等二處增設「北投國
中」學校指引標誌。
決議：
本案請北投國中依「臺北市公共場所指示標誌設置基準及審核要點」
向本交工處申請。
提案：1050102(北投戶政事務所)
本區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工程新設道路尚未命名，本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為辦理「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含專案住
宅）專案住宅新建工程」建照申請事宜，函請本所就福國路延伸段辦
理命名。
決議：
有關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工程新設道路命名案，經與會單位代
表同意福國路之延伸段以福國路為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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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臨時動議
提案：湖田國小
每年繡球花及海芋季時，因遊客眾多，違規停車及亂丟垃圾造成周邊
環境髒亂及交通擁塞，並影響附近住家生活品質，建請權責單位協助
處理。
主席：
本案請區清潔隊及北投分局能共同商討並協助處理。
十一、區政督導員轉達工作事項：
1、因應近年來極端天候，突發豪大雨致生淹水災情，落實自主防災工
作，請各區加強宣導各里辦公處及里、鄰長，各鄰里落實環境清潔、
自主撿拾落葉、保持水溝暢通，遇水溝嚴重堵塞或其他無法自主處
理狀況，第 1 時間快速通報相關機關。
2、 災害應變期間，由區長全權指揮有關鄰里公園及 8 米以下道路搶救、
搶修及復舊事宜，請各區公所積極妥處、全力做好，如倒塌路樹移
除工作，區公所處理階段完成後，請務必主動聯繫清潔隊清運，儘
速恢復市容。
3、為行銷世大運賽事及招募志工，使全民認識 2017 臺北世大運 22 項
競賽項目，進而提升對賽會熱情，請各區公所就認領競賽項目積極
推廣，並請全力行銷。
4、「公民齊參與 不能沒有你：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臉書官方粉絲團已
成立(以下簡稱參與式預算臉書粉絲團，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b.taipei/ )，請宣傳同仁至參與式
預算臉書粉絲團按讚，並可邀請選區議員及轄區里、鄰長一同按讚。
5、暑假即將來臨，臺北市公民會館好評不斷的「公民小玩家」夏令營
即將起跑!請各區公所協助宣傳，詳情請至 Facebook 搜尋：臺北市
公民會館。
6、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全月舉辦「百年安泰-館藏文物特展」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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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舉辦「安泰手作坊-端午香包」
、6 月 11 日舉辦「歲時節令體驗消暑小涼點」
、6 月 18 日舉辦「大埕童玩趣-竹蟬及古早童玩」
、6 月
25 日舉辦「臺北抓週‧收涎」新生祝福活動，請協助宣導里民前往
體驗。
7、105 年度臺北市傑出市民遴選，從 4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受理推
薦！只要是臺北市市民，品德操守良好，發明或著作，對市政建設
確有重大貢獻；或對市政興革提出具體建議或改進措施，有重大具
體績效；或積極參與推展社會公益活動，具有重大貢獻；或對國民
外交具有重大績效足堪社會表率者，可經由個人或機關團體推薦參
與本市傑出市民遴選，相關資料請至民政局網站最新消息查詢。
8、請協助宣導貴區各里里民於祭拜時響應「香枝紙錢減量燒、空氣清
新好環保」活動，以維護空氣品質及居家安全。如果里民仍有焚燒
紙錢需求，請至本局網站檔案下載區下載「集中焚燒金銀紙錢通行
證」，就近將紙錢送往焚化廠集中焚燒。
9、
「暑期多元文化語言﹙越南及英語﹚夏令營」即日起始報名，名額有
限、額滿為止，相關報名資訊可洽民政局楊小姐﹙02-27256065﹚或
參閱「臺北市新移民專區網站」﹙網址：https://nit.taipei/﹚。
10、本局 105 年第 3、4 梯次單身聯誼活動，將於 6 月 13 日起至 7 月 1
日止開放線上報名，歡迎所屬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十二、主席結論
感謝各單位與會，有關區政業務除利用會議溝通外，平日也敞開大
門與各單位作最好的互動。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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