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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綠意美化人心，

　創造雅緻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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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2

本會為非營利性財團法人組織，自民國 81 年成立以來，為貫徹「愛農護農、

造福鄉里」的瑠公精神，秉持推動環境綠化的宗旨，23 年來「以公益為出發，以

服務為目的」，結合各機關團體及社區民眾，致力於各項公共空間綠美化，在宣

導教育活動、推廣示範展示、建置調查研究、綠化技術開發、環境景觀改善、綠

化養護管理等面向，已累積無數綠美化實績。104 年度的業務工作，在主管機關

及全體董事、監察人及顧問督導支持下，完成了多項指標性成果。

培養巿民身體力行綠美化，辦理「室內綠化巧手藝」、「生活園藝教室講座」，

改善辦公、居家生活環境。輔導社區認養社子島堤階植栽，辦理「綠化技術課

程」、「植栽更新補植」、「解說導覽培訓」、「休閒農業觀摩」、「社區營造

觀摩」、「十週年紀念活動」、「績優評比表揚」等活動，凝聚社區意識帶動社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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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景觀風貌營造。倡導休閒園藝，配合年度花展進行「圓山公園蜀葵花海」、「士

林官邸菊花展」、「花卉試驗中心茶花園」針對熱門觀光景點「木柵貓空茶推廣

中心」、「翡翠水庫」、「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加強景觀美質。

響應市府都市田園計畫，進行「松德院區屋頂菜圃」、「松山家商特教班」、

「八德路二段綠地」、「富台里社區田園樂」等工作。協助「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綠美化，讓病友接觸自然環境紓解身心壓力。配合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進行「富

生、松德、文德二號、港墘、理想、福志」等公園重點綠美化，改善社區鄰里環境。

為提昇樹木種植維管技術，進行「園林樹木更新設置」、「大安森林公園樹木生

長改善」、「都巿景觀樹木種植研究改進」、「花卉試驗中心茶蠶及鑽心蟲防治」、

「容器苗木培育及應用推廣」等工作，為台北都巿林的健康盡份心力。

協助銀髮族安養及弱勢社服機構，進行「陽明教養院」、「文山老人安養中

心」、「台北愛愛院」、「延吉平宅」等地綠美化，營造健康療癒庭園。為改善

都巿閒置空地景觀，完成「蘭州國宅開放空間」、「新龍里建南區民活動中心週

邊綠地」、「惠安里」、「長春里」等社區綠美化，提昇居住環境的生活品質。

為加強推廣環境教育紮根，進行「興雅國小」、「誠正、弘道、木柵國中」、「泰

北、東山高中」等各級學校的綠美化，提供莘莘學子優質的教育環境。

貫徹先賢郭錫瑠先生愛農護農的精神，在台北巿瑠公農田水利會的經費支持

與指導下，進行其事業轄區內「瑠公墓園周邊景觀」、「社子島頭三角綠地周邊

及善水亭更新」、「坪林灌溉示範區」、「信義灌溉轄區農地」等環境改善工作。

而綠美化養護工作除了延續更有擴充，包括社子地區、新店地區、瑠公復興大樓、

信義計畫區、延吉街綠地等，皆為水利會灌溉事業轄區、辦公大樓或屬地，維持

其常態性的綠美化成果。

面對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未來的挑戰依舊存在，我們將秉承原有的成立宗旨，

堅守崗位努力不懈，運用有限的人力及物力，排除基金孳息收入減少的困境，審

慎思考經費的合理分配與運用，為節能減碳愛護地球略盡棉薄心力。環境綠美化

事關城巿生態永續與全球競爭力，我們需要踏穩腳步繼續前進，扮演好台北的綠

美化尖兵。熱切期盼社會各界、綠化先進不吝指正，激勵本會同仁更加精進努力

不懈，期許全體同仁有更多元、踏實、優質的工作表現。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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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始於清乾隆年間郭錫瑠先生 ( 西元 1740 年 ) 犧牲奉

獻，自新店溪開渠引水、灌溉台北盆地，自此促使農業興盛、社經發展，遂有「築

渠圳、興水利」之事業。

因應臺北都市高度發展，農業漸趨生活化、環境化，瑠公農田水利會本諸回

饋社會、造福鄉梓的精神，在成立 250 年紀念大會上決議設置公益性綠化組織，

配合政府共同推行都市綠美化工作。

81 年 6 月成立籌備

會，經審定捐助暨組織

章程及推選董事、監察人

後，由周清標先生當選第

一屆董事長並遴聘康有德

先生擔任執行長，報請主

管機關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現產業發展局）核准設

立「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

環境綠化基金會」，並完

本會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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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定程序，同年 9 月開始綠化業務的推動。

85 年 6 月、89 年 6 月及 93 年 6 月分別完成第二、三及四屆董事、監察人

改選，仍由董事長周清標先生及執行長康有德先生續任。94 年 3 月 25 日林錦松

先生接任第四屆董事長，隔年 1 月 16 日曾任第二屆董事暨第三、四屆顧問之張

清先生獲聘為執行長，襄助董事長賡續推展會務。97 年 6 月 5 日完成第五屆董

事及監察人改選，101 年 6

月 29 日完成第六屆董事

及監察人、常務董事、

常務監察人選舉，林錦

松先生續任董事長並續

聘張清先生為執行長，

帶領全體同仁邁向業務

工作之新里程，為本會

目的事業之永續推展開

創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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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非營利性法人組織，辦理或協助政府機關於臺北市進行環境綠化之推

廣服務公益事務，環境綠化事業及景觀美化之研究發展，以美化環境、增進市民

生活品質為成立宗旨，並辦理下列目的事業：

1. 綠化之推廣。

2. 綠化事業之調查研究發展。

3. 綠化技術之顧問服務。

4. 綠化工程及景觀美化之規劃設計。

5. 綠化資材之研究改進及生產管理。

6. 政府委託之有關綠化工作。

董事會

董事長顧　問 監察人會

執行長

副執行長

管理部門

行政組 財務組 技術組 景觀組

業務部門

本會由董事十五人組成董事會，監察人五人組成監察人會，負責綜理各項會

務，並推選董事長一人代表本會執行各項目的事業；日常事務處理由董事會聘執

行長一人主持，並聘副執行長一人輔佐；管理部門設行政、財務組，業務部門有

景觀綠化工程組（簡稱景觀組）及環境綠化技術組（簡稱技術組），組織圖示如下：

宗旨與目的事業

組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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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監察人會中設常

務董事五人，由董事互推之；

董事長一人，由董事就常務董

事中推選；常務監察人一人，

由監察人互推之；任期均為四

年、無給職；董事會負責策劃、

審議及推行本會事業，財產之

保管運用，審議預算與決算，

並核定其他有關本會之一切事

項；監察人會之職權為監察董

事會決議、年度決算、財務、

財產及其他一切監察職權；本

會依實際需要聘請顧問，由董

事長提名經董事會通過聘任之，

其任期與當屆董事同；董事會

及監察人會，均每年開會兩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屆董事芳名錄

職  稱 姓  名

董事長 林錦松

常務董事 黃大洲

常務董事 陳烱松

常務董事 林濟民

常務董事 徐源泰

董　事 莊文思

董　事 鍾弘遠

董　事 阮明宗

董　事 陳龍輝

董　事 周褔來

董　事 李龍泰

董　事 林雲龍

董　事 陳焜樹

董　事 郭明貴

董　事 周世賢

第六屆監察人

及顧問芳名錄

職  稱 姓  名

常務監察人 陳邦賓

監察人 張玉鳳

監察人 楊天賜

監察人 陳龍男

監察人 許邦雄

顧　問 周清德

顧　問 林周義

顧　問 劉進財

顧　問 林義順

顧　問 陳建勳

董事、監察人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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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 本 會 第

6 屆 第 7 次 董 事 暨 監

察人會議，會議議事

錄及 103 年度事業計

畫 執 行 報 告 書 於 104

年 4 月 9 日 獲 產 業 發

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

10431429700 號 函 覆

同意備查。

本 會 103 年 度 事

業決算書，於 104 年 4

月 24 日獲產業發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 10431686300 號函覆同意備查。

10 月 21 日本會第 6 屆第 8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會議議事錄於 104 年 11

月 3 日獲產業發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 10433839700 號函覆同意備查。

本會 105 年度事業計畫及預算書，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獲產業發展局北市

產業農字第 10434020200 號函覆同意備查。

董事長為本會之法定代理人，對外代表本會，

並綜理會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機構。
董事長 林錦松

執行長承董事長之命推動會務，

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負責辦理下列事務：

1. 辦理本會目的事業。

2. 執行董事會決議事項。

3. 所屬員工之任免、考核、獎勵等事項。

4. 業務之考核及改進事項。

5. 各單位之聯繫事項。

執行長 張　清

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人員編組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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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務　分　工  成　員

管
理
部
門

行

政

組

1. 圖記、圖書檔案管理事項。

2. 文書及資料彙集事項。

3. 人事及事務管理事項。

4. 出納收支管理事項。

5. 財產之管理、登記事項。

6. 年度預算之擬定。

組　　長

副管理師

助理管理師

工　　友

林志鴻

吳意歆

胡修源

楊岳達

財

務

組

1. 基金及經費之管理與調度事項。

2. 會計工作及憑證管理事項。

3. 財務資料統計分析、報告編撰事項。

4. 年度事業預算彙編事項。

組　　長 陳秀芬

業
務
部
門

技

術

組

1. 綠化技術教育訓練及推廣。

2. 綠化資源供需調查及研究。

3. 生產技術改進研究及推廣。

4. 綠化技術之諮詢顧問服務。

5. 環境綠化資訊蒐集及宣導工作。

6. 年度事業計畫及預算擬定。

副 技 師

副 技 師

副 技 師

助理技師

林武玄

韋水來

陳坤燦

胡慧君

景

觀

組

1. 景觀綠化工程之規劃、設計及施工。

2. 辦理環境綠化工程重點示範及活動。

3. 景觀綠化工程相關資材引進、改進及推廣。

4. 綠化植栽養護技術之改進及推廣。

5. 年度事業計畫及預算擬定。

組　　長

副 技 師

副 技 師

助理技師

李中原

林明志

林雅倩

陳素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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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務：每月召開業務工作會報，全體

同仁參加，各組報告業務執行進度與成果，並

討論業務執行策略與方法；依據「計畫管制總

表」，管制各組業務進度，作為業務工作會報

提報資料，俾使各組間配合行事及相互支援的

介面更加順暢；不定期召開主管會議，討論業

務執行方針及會務管理細則；104 年度共計召

開 12 次業務工作會報（第 226 至 237 次）及

多次主管會議，對會務工作順利推展卓有績效。

人事聘僱：12 月底依人事管理規則辦理年

度考績及工作績效評等，並進行聘任人員之晉

級及敘獎。

員工保險及福利：依規定辦理員工健康保

險及勞工保險，為聘任人員投保意外險及辦理年度健康檢查，持續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之運作，落實勞工退休金提存專戶以保障勞工退休權益。

行政、人事、總務及出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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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工作：本會 135-2 號 1、2 樓房舍出租，合理運用空間；進行各項維護

修繕保養工作。104 年度完成資訊設備定期檢測及 2 套個人工作電腦及 1 組網路

交換器更新，影印及列印設備定期保養維護，電話語音信箱系統定期保養維護，

本會房舍定期清潔整理以及冷氣空調定期保養，落實公務車定期維護以便公務差

勤執行並節約維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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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項目 金額  (元) 百分比

其他事業 19,769,902 42.2%

綠化業務 14,317,310 30.56%

人事 11,658,042 24.89%

事務 3,053,893 6.52%

業務研究 2,452,260 5.23%

議事 721,864 1.54%

事業外 626,139 1.34%

支出總計 52,599,410 112.2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財務組主辦基金、資產、資金

之流動管理、財務狀況統計分析、

預算執行進度檢討及會計、帳務登

錄、憑證管理等工作；104 年度本

會總收入 46,845,052 元，以利息

佔51%，及其他事業佔41.8%為主；

總支出 52,599,410 元，其中以其

他事業佔 42.2%，及綠化業務佔

30.56% 為主。104 年度事業決算

執行率 112.28%。詳見下列圖表。

收入項目 金額  ( 元 ) 百分比

利　　息 23,891,850 51.00 

其他事業 19,580,000 41.80 

捐　　款 2,000,000 4.27 

租　　金 904,782 1.93 

整　　理 456,420 0.97 

雜　　項 12,000 0.03 

收入總計 46,845,052 100.00

23,892

19,580

2,000
905 456 12

利
息

捐
款

租
金

整
理

雜
項

其
他
事
業

利息

其他事業

捐款

租金

整理

雜項

單位：新臺幣（仟元）

104 年度收入

單位：新台幣 ( 元 )

財務收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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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項目 金額  (元) 百分比

其他事業 19,769,902 42.2%

綠化業務 14,317,310 30.56%

人事 11,658,042 24.89%

事務 3,053,893 6.52%

業務研究 2,452,260 5.23%

議事 721,864 1.54%

事業外 626,139 1.34%

支出總計 52,599,410 112.2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單位：新臺幣（仟元）

104 年度支出

單位：新台幣 ( 元 )

支出項目 金額  ( 元 ) 百分比

其他事業     19,769,902 42.20

綠化業務     14,317,310 30.56

人　　事     11,658,042 24.89

事　　務      3,053,893 6.52

業務研究      2,452,260 5.23

議　　事        721,864 1.54

事 業 外        626,139 1.34

支出總計 52,599,410 112.28 

資金運用審慎核銷

因應政府等委辦計畫之增

加，各項經費收支均嚴謹遵照合

法的程序及經費使用規定，審慎

查核、辦理憑證核銷作業。

其
他
事
業

綠
化
業
務

人
　
　
事

事
　
　
務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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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議
　
　
事

事

業

外

其他事業

綠化業務

人事

事務

業務研究

議事

事業外

19,770

14,317

11,658

3,054 2,452
722 626



業務部門

14

室內綠化巧手藝

為營造舒適的工作環境與提升辦公效率，配合台北巿瑠公農田水利會及各相

關基金會進行室內組合盆栽 DIY，以蘭花為主題，運用直立形藤編花器搭配蘭花

主景植栽與不同質感、顏色及高低層次變化的達摩鳳梨、長春藤、萊姆黃金葛與

長壽花等特色小品植栽，營造冬季禮盒印象，辦理 3 場共計參加同仁達 180 人次，

除學習植物組合應用技巧外，並運用巧思與創意進行室內綠化，藉此舒緩辦公空

間氛圍、淨化空氣、紓解工作壓力及視覺疲勞，提升工作效率，

達到放鬆心情、清新思維等目的。

宣導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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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園藝推廣研習講座

本會與公園處於士林官邸公園內共同辦理「生活園藝教室講座」，研發園藝

基礎栽培與生活應用等系列課程，深獲各界好評；委託「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

協會」執行，秉持綠化講座內容多元，聘請優秀講師，開發符合現代生活的課程

以推廣實用綠化技術，內容包括 DIY 示範操作、花卉應用設計及各類園藝植物栽

培技術等，共計 24 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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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堤階認養人植栽綠化養護技術課程

為推動社子島居民持續參與堤階植栽認養，並促使積極參與環境綠化營造，策

劃植栽綠化運用及生活環境美學養成等課程，搭配參與式學習方法，配合認養人作

息、週年慶及更換植栽等，以不定期的授課方式交錯進行植栽特性認識、維管養護、

修剪繁殖、肥料使用與病蟲害防治等課程，落實日常維管養護，並於春、秋兩季換

植前辦理與操作栽植換植、肥料施放等說明，讓居民實際參與綠美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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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環境生態營造解說導覽培訓與實習

由富洲社區發展協會及美學會規劃執行社子島在地導覽解說工作，邀請社區

營造、園藝綠化、動植物生態及解說教育等專業師資授課，以當地居民為主要培

訓對象，實際參與環境導覽解說與實習，向大眾分享社子島自然景觀與生態環境

資源，並不定期配合社區與學校活動提供解說相關服務，透過動植物生態環境認

識、溝通技巧訓練、觀摩教學、在地特色發掘與導覽解說實習等方式，認識社子

島歷史文化與自然環境，並於課程完成後辦理成果發表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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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堤階植栽更新補植

輔導社子堤階認養聯誼會，進行洲美快速橋

下、東山宮、島頭、六號抽水站等四區段的堤階

植槽綠美化。進行馬達檢修更新、管線巡查，

保持灌溉供水正常，春、秋兩季接受認養人申

請，採購苗栽、肥料及資材進行更新補植。由

於認養人平常細心澆水維護，此四區段的堤

階植槽綠美化，一直維持良好的景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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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休閒農業觀摩研習

為推動台北巿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內農業轉型附加休閒觀光等價值，於

11 月 13 日邀請水利會會務委員、小組長及班長參加「休閒農業轉型觀摩研修」，

並與本會「董事、監察人暨顧問國內參訪」共同辦理，前往宜蘭地區觀摩虎牌米

粉產業文化館以及宜蘭酒廠文物館等地點，透過傳統產業附加觀光遊憩、行銷管

理及轉型經營等觀摩，增進情誼、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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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營造觀摩研修

社子島居民參與堤階植槽綠帶認養已十年，為進一步凝聚認養人參與共識，

並帶動地區環境景觀營造，由台北市富洲社區發展協會主辦，社子島堤階植栽認

養人聯誼會籌劃執行，邀集認養人、社區與地方社團代表約 160 人，於 12 月 12

日前往南投集集、竹山與苗栗勝興等地區進行環境營造參訪研修交流，透過環境

導覽解說服務及行動觀察等方式，認識與學習如何運用在地特色產業進行環境綠

化營造，提供社子地區認養人對於環境營造及產業發展的參考與期待，藉以凝聚

共識帶動地區環境景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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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階綠化認養十週年活動

以及績優評比表揚

民國 96 年起結合認養人聯誼會，向水利處爭取認養社子島堤階

植槽綠化，包括洲美快速道路橋下、東山宮、島頭及六號抽水站等四區段，共計

72 單元，至今已邁入第十年，為鼓勵認養人持續投入認養工作，於 9 月 13 日當

天配合水利會辦理社子島堤階認養十週年活動，另為維持堤階綠化之常態性優質

景觀，於 10 月 7 日進行績優認養單元評比，邀請水利會及社區代表、認養人代

表等擔任評審，遴選出模範獎、優等養護獎、勞動精神獎以及社區服務獎等單元，

於 12 月 20 日辦理「104 年度社子島圳道綠美

化成果展示暨堤階認養績優表揚活動」當天頒

發獎品與獎狀，以感謝認養人的辛勞並鼓勵持

續投入養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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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公園花海景觀

配合臺北市政府元宵燈節活動，由公園

處選定地點並建議植栽種類後進行區塊配置

設計，綠美化地點鄰近園區上方木棧平台與

步道一側，搭配長型圓弧設計的形狀與位置，

以直立型植栽－蜀葵進行帶狀花海種

植，蜀葵植株高度約 1.5~2 公尺、花

大單瓣或重瓣、花色有紅、紫、白、

黃及黑紫等色彩，盛開後色彩多變視

覺景觀豐富，並於各區塊間留設 1.2

公尺的寬度設置木棧步道，提供民眾

可以親近花海與拍照駐留空間，在活

動期間提供市民優質休憩空間與營造

圓山公園花海景觀風貌。

推廣示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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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官邸菊花展

士林官邸為市民及國內、外遊客經常參觀之開放性場域，遊客如織徜徉於綠

樹芳草間，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9 日舉辦之菊花展更是歲暮年終賞花最佳去處；

為豐富展示內容，配合「嬉遊秋菊」之猴年主題，在新蘭亭展出

「花現西遊」的菊花應用及品種展，以

西遊記之西天取經、水簾洞、盤絲洞

等主題設計趣味綠雕，使用各種菊花切

花與染色菊、彩紅菊等新穎品種進行佈

置場景，提供民眾遊賞並能作為美化居

家環境時之花卉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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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官邸簡介摺頁編印

士林官邸公園因歷史地位、園區景觀以及玫瑰、菊花等主題展，每年吸引上

百萬人次參觀。本會協助編印中、英、日三種語言摺頁，提供入園索取，以增進

宣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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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試驗中心茶花園區

中心每年春季茶花盛

開季節辦理「台北茶花

季」，吸引各地遊客參

觀遊賞，本年度協助於

茶花展區設置鐵木欄

杆約 145 公尺，有效

規範參觀遊客的行

走動線，避免踩踏

泥土使茶花根系受

損，並提升整體

環境景觀美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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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貓空茶推廣中心停車場週邊綠美化

木柵鐵觀音包種茶推廣中心是台北推廣茶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更是到貓空

的必訪景點；為加強茶推中心四週軟硬體設施與營造更友善的環境，今年度配合

產發局進行停車場及道路沿線的綠美化改善。在停車場入口右側往壺穴步道的邊

坡種植長紅木、茶花、山馬茶、蜘蛛百合等，而左側坡地上規劃為展示茶園，種

上鐵觀音茶、烏龍茶等茶樹品種，並於坡腳及邊坡種植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九芎、

金針等，另在轉角處種植不同品種的茶花、茶梅，並設置枕木坐椅供遊客歇息賞

景，另將放置於中心路旁的花箱重新整理排列，使亮葉朱蕉與金露花、茶葉、杜

鵑等紅綠色彩交錯，改善後的茶推中心停車場景觀煥然一新，且更具茶

園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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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水庫

風災造成翡翠水庫部份路段綠地

表土裸露，經選定重要路段進行綠美化

以改善表土裸露之情形，種植錫蘭葉下

珠、越橘葉蔓榕、朱蕉、彩虹竹芋等植

栽護土，以增進環境美觀。另在行政大

樓前花台種植長紅木、紅葉鐵莧、紫花

馬纓丹等植栽，讓花台煥然一新。水資

館前方兩側水池進行水生植物補植，以

維持園區自然生態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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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

年初適宜植物移植時期，採購 16 株優型龍柏提供

管理處種植，以改善園區內大孝門兩側，最

多遊客出入處，其花圃龍柏缺株多年的問題。

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為台北市重要觀光景點，眾多中外遊客皆前往參觀，經多次會勘

討論，協助進行北側健康步道區綠美化改善，種植數百株優型健壯的桂花，除增

加美觀之外，由於位於上風處，開花期間更能增進該

地區之清香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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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田園建置計畫

為推廣屋頂菜圃，本會特別採購菜苗、花苗及相關園藝資材一批，供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使用，讓院方醫護人員及病友種植於屋頂花圃中，除可達屋

頂綠化之成效外，更提供園藝治療效果。

建置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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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區富台里社區田園樂

位於公園旁由欄杆圈圍的國有財產局大片空地，在富台里完成認養手續及進

行先期的垃圾雜物、雜草清理及土壤翻鬆後，由信義區公所與本會合作協助綠美

化改善，透過社區民眾參與討論改善設計，以都市田園樂與社區花圃的構想進行

改善，空地入口處種植多樣色彩花木並規劃為香花香料花圃區，並配置大片草皮

作為民眾活動休閒之用，

另以空心磚圍邊而成的

田園菜圃區則由居民認

養種植各樣蔬果，改善

後原本的空地成為充滿

綠意的社區花圃，提供

居民休閒活動，也是體

驗 種 植

耕種與

採 收 的

都 市 田

園。

另分批提供菜苗等給松山家商，讓學校特教班

得以學習田園技能。此外，配合中山區

公 所 進 行 八

德 路 二 段 綠

地 田 園 示 範

區 綠 美 化，

廣 受 當 地 居

民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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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在 院 區 第 一 院

區至第三院區間之擋

土牆進行綠美化改

善，內容包括：砌百

歲磚花台、客砂質壤

土及混合有機肥以改

善土壤、種植蟛蜞

菊、越橘葉蔓榕、薜

荔、爬牆虎、彩虹竹芋等植栽，以增加擋土牆綠

覆率及色彩變化。

信義區富生公園

由公園處與本會會勘此新建公園後，考量近年強颱嚴重折損植栽且時有強降

雨，種植喬木時以耐濕且本土樹種為主，如信義區區樹青剛櫟、茄苳、穗花棋盤

腳，提供公園綠蔭及景觀變化，並以桂花、黃梔、含笑等香花植物為綠帶，輔以

四季盛花飄香並區隔鄰界，地被則新植以蔓花生、蔓榕、醉嬌花、葱蘭及韮蘭等，

並預設六段卵石草溝以涵養水土、宣洩降雨，且新植密鋪台

北草皮；完成後提供友善生態的綠地及休閒

遊憩的優質社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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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區松德公園

為加強市容景觀及防災場域，公園處與本會會勘後擇定辦理綠美化，因園區

達面積 5,384 平方公尺，先改善西側與毗鄰學校的周圍社區使用頻繁的區域；依

公園原設計具鄉土主題區塊加強植栽種植，桂花巷補植大量桂花、黃梔花，杜鵑

庭補植平戶及小葉杜鵑，野牡丹庭及月桃庭補植野牡丹及斑葉月桃，並協助九芎

庭內九芎及杜英喬木之修剪；全區客土改善後，地被輔以大面積密鋪地毯草，完

成以維持公園防災避難的整潔環境及良好的公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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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文德二號及港墘公園

依區公所選定之公園地點辦理綠美化改善，進行紫薇、水黃皮、黃脈刺桐、

楓香等喬木的修剪作業以增加地被採光，並輔以複層植栽，新植小葉赤楠、長紅

木、矮仙丹、樹蘭等，地被則補植大量小蚌蘭、韮蘭及葱蘭、紫嬌花等球根花卉，

期提供色彩觀賞及季節感，完成後成為社區休閒遊憩與上班

族通勤安全的友善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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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理想公園

配合區公所選定地點辦理綠美化，完成樟樹、茄苳、水黃皮等喬木修剪以改

善地被採光，並大量新植黃邊百合竹、五彩千年木等低維管且易養護的色彩地被

植物，樹基周圍保留原有觀葉植物並設草皮分隔板，不利植被的局部區塊輔以碎

石，完成後為社區進行休閒遊憩提供友善安全的綠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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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福志公園

配合公園處完成公園內部份區域的改善，主要係因喬木過密，造成地面光照

不足而地表裸露，遇雨沖刷淤積的兩道綠帶，經園藝管理所修樹後，先

客土施肥改善土壤後，再修剪、整理及移植集中

金露花叢，綠帶輔以百合竹、杜鵑、長

紅木、小葉赤楠、樹蘭等易維管且病蟲

害少的種類間隔種植，灌木周圍大面積

補植草坪並埋設分隔板，豐富了公園的植

物多樣性及增加色彩變化，完成養護後移

回公部門，持續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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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樹木更新設置

台北市受到近 16 年來最強的「蘇

迪勒」與「杜鵑」

颱風接續侵襲，都

市樹木倒伏、折損

嚴重。本會協助進

行三民、明美公園風

災 復 舊， 種 植 22 株

櫻花及 10 株粉鐘鈴等

開花喬木，以恢復市容

景觀。

綠化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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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景觀樹木種植研究改進

為增進市容綠美化，選擇榮星公園、文德三號公園、

樂活公園，種植梅花 10 株與櫻花 22 株，試驗觀察生長

適應狀況，了解物候與修剪、施肥等維護管理模式，以

便推廣至全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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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森林公園樹木生長改善

為改善園區內部份樹木因人為頻繁踩踏

致生長基盤硬化，樹木生長不良，對於園區

104 株豔紫荊，使用掘穴機於每株樹下挖掘

三穴，施以有機肥改善土質、提供根系養分，

期促進根系生長茁壯、開花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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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試驗中心茶蠶及鑽心蟲防治   

園區茶花及茶梅共有 2,913 株，近幾年飽受茶蠶及鑽心蟲危害，影響植株健

康及園區景觀。經花卉試驗中心建議，進行埋藥施肥防治，每株茶花旁挖 1 ～ 3

個洞，每洞埋入加保扶藥劑 5g，有機粒肥 10 ～ 15g，於 3 月施作一次，半年後

9 月再施作一次，有效抑制病蟲害，促進植栽健康與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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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苗木培育及應用推廣

容器苗木具有完整根系，移植存活率高，定植後樹冠品質佳，後續生長勢恢

復快等優點，為提昇景觀綠化品質，應用於水利會事業轄區及文山老人安養中心、

延吉平宅、松德公園、泰北高中、翡翠水庫、圓山公園等綠美化工程，合計出苗

9 車次，包括 8 吋、7 吋、6 吋、5 吋、3.5 吋盆之各式喬木、灌木、地被、草花，

共計 13,751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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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養、社服機構

1. 陽明教養院

為改善院區十餘處花台景觀，先進行

鬆土並混合有機肥以改良土壤，再依各花

台情況分別種植彩虹竹芋、冷水草、紅花繼木、紫錦草、越橘葉蔓榕、長紅木、

紫花馬纓丹、彩霞變葉木、黃金露花、紅葉鐵莧、撒金變葉木、彩葉山漆莖、松

葉牡丹、珊瑚藤、炮仗花、風鈴木、紫薇等 17 種植物，以改善各花台景觀，並

增加植物的豐富度及色彩變化。

環境景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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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山老人安養中心 

持續協助改善院區環境，包含於松柏樓入口現有花架的立柱與橫樑上搭設植

物攀爬網（架）、擺放盆器種植攀爬植物，營造綠意；另在不影響避難或停車、

急救空間需求下，擺放移動式大型盆器，其內種植直立型小喬木，或搭配松木面

板裝飾，以美化松柏樓立面景觀；以石板、卵石、松木或竹編等自然

材料搭配耐陰性植栽，美化松柏樓入口過渡空間；

修復並改善院區入口右側花台、植栽；改善完成後

提昇景觀意象、提供長者優質休憩場所。

3. 台北愛愛院

持續配合院方「打

造長照機構第一座健康

療癒庭園暨園藝治療」

的目標，進行健康庭園

之綠化環境改善，於益

壽樓及長青樓四樓露台

設置花槽與滴灌，建立

給排水系統，種植金銀

花與季節性草花，完成

露台景觀綠美化；另更新汰換中庭生長不良之

地被、灌木、草花，及現有喬木疏枝與修剪；

並於中庭水池週邊設置魚菜共生系統，以及園

藝療癒課程相關花材、資材與工具補充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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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吉平宅社區綠地

進行延吉街 242 與 246 巷間的綠地

改善，區塊鄰近大安親子館，表土裸露、

植被生長不佳，在移除雜木、拆除喬木週

邊水泥柱收邊後進行土質改良，挖除表土

並客土及施放有機肥，新植耐陰、耐踩踏

地被，修繕現有收邊，作簡易綠化提供休

憩空間；另於延吉街 236 巷與 242 巷現有

菜圃設置鑄鐵拱門，種植攀爬植物營造綠意，並拆除另一側抿石子石板穿越道與

空心磚收邊，增設 PC 路面及收邊，調整順修步道兩端高

差，提供優質行走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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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綠美化

1. 蘭州國宅開放空間

延續上年度工作，對有綠美化意願之居民提供花盆容器統一更換為仿山水水

泥長花槽，客砂質壤土並混合有機肥後，花槽新植杜鵑花、越橘葉蔓榕、含笑花、

羽裂福祿桐、彩虹竹芋等植栽；其餘則將原有植栽移到新花槽種植，統一容器規

格材質後改善整體景觀增加綠意，並獲居民讚許，同時也增加其他住戶改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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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南區民活動中心週邊綠地

位在市圖總館後新龍里內多屬大安國宅區塊，週邊有許多公共綠地空間，環

境區位優良，但因植物栽種多年缺少適當的維管，喬木過於濃密，樹下區塊光照

不足，土壤硬化裸露，植栽配置凌亂且有老化、稀疏及缺株等情形；經與里辦公

室及綠地認養人溝通協調討論後，先進行樹木修剪、土壤改善等基礎環境整理，

另考量中庭綠地先天的環境條件，選擇適合的多年生地被種植，如：蔓榕、矮仙

丹、七里香、桂花、紅竹、朱槿、彩虹竹芋等，並與現地原有的植栽進行配置調整，

改善過程中為加強居民的參與，部分區塊的植栽也由社區居民參與種植；在居民、

志工共同參與下，再創優質的社區景觀與充滿綠意的開放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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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惠安里空地

自 95 年完成神大排水溝帶狀區塊綠美

化後，在里長、里民們持續投入維管下，該

地成為安全且充滿綠意的社區，也吸引各地

的觀摩參訪；約 10 年的時間，吳興街 518

巷空地與溝邊沿線綠帶部分區塊的植栽有老

化、缺株或生長過盛等情形，景觀顯得凌亂；

為改善與進行綠美化改造及更新，由里辦公

室先完成土壤翻鬆、客土及雜草雜物清理後，

本會協助栽植桂花、含笑等香花植物，及仙

丹、紅竹、銀脈沿階草、馬纓丹等色彩灌木

與草皮鋪設，及給水設施的修繕，讓空地綠

地再現風華，也是居民通行的安全綠廊，完

成後的養護工作也由社區民眾共同進行。

4. 長春里空地

位於松信路及虎林街 120 巷口，緊貼民宅紅磚牆生長的三棵老榕樹因蘇迪勒

颱風而枝幹斷裂，考量安全鋸除後當地綠意全失，僅剩樹頭與整片的水泥舖面；

為增加社區綠意，配合里長完成基地內的基礎環境整理工作後，於長條型基地中

留下弧形的通行路徑，路緣以紅磚疊砌收邊後在兩側客土整地，並於曲折處配置

低矮的開花與色彩，地被如矮仙丹、馬纓丹、翠蘆莉等，而兩側入口以情人菊、

灑金變葉木等作為端

景點綴，另鋪設台北

草皮及沿牆邊帶狀種

植玉堂春、長紅木與

山櫻花等；改善後原

本單調的水泥地成為

充 滿 綠 意 的 社 區 亮

點，提供居民安全的

行走路徑，也是休閒

活動的綠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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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綠美化

 1. 信義區興雅國小校門前庭

104 年逢百年校慶，本會經會勘後

協助辦理綠美化，並配合於校慶前完成

改善；在校門東、西兩側綠地進行綠

化，西側以創校年份 1915 數字及東側以

XING-YA 英文字種植字型灌木綠帶，周

圍鋪植台北草並設草皮分隔板，設計花崗岩環形步道，新植色彩灌木如斑葉鵝掌

藤、朱蕉及竹蕉、灑金變葉木、茶梅等，養護後移交學校自主管理，獲師生、家

長與志工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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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誠正國中校園

協助進行操場旁三角形花

圃的綠美化改善，改善內容包

括客砂質壤土、混合有機肥改

良土壤、舖水泥方塊磚及碎石

級配、新建洗石子長座椅、磁

磚修補、種植杜鵑花、彩虹竹

芋、小蚌蘭、黃金金露花、金

門赤楠、紅葉鐵莧、紫錦草、

長紅木、假儉草等植栽。並在

花圃內設置八處菜圃以供該校

特教班進行田園教學。

3. 弘道國中中庭

配合學校大樓立面改善工程，進行原為水泥舖面的

思來處中庭綠美化改善，保留基地中央地面上的彩繪校徽圖案作為學生表演活動

的舞台區，另於週邊新增磚砌帶狀圓弧花台並種植紫葳、緬梔等小喬木及多年生

色彩灌木及草花，有灑金變葉木、黃花蔥蘭、黃花馬纓丹、長紅木及錫蘭葉下珠等，

另以羅漢松長型花箱作為舞台區背景的綠牆，

並設置長條休閒座椅供課餘駐足休憩，改善後

的思來處一改昔日生硬的空間感覺，成為充滿

綠意與趣味色彩的校園空間，與師生交流學習

的活動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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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柵國中

木柵國中建校已有 90 多

年，如何讓有限的綠地兼具景

觀與教學功能是此次改善的重

點，先進行校門入口兩側長條

型幸福綠廊的植栽整理，將原

本生長雜亂的植栽進行修剪疏

枝後重新調整，以植株的色彩

及高低進行區塊性的配置，讓

綠廊成為進入校門的視覺焦點，

另將朝陽樓前兩塊綠地上原有散生雜亂的杜

鵑、山芙蓉、山櫻花等進行移植調整，為讓學

生及維管人員進入綠地，新設石板步道並鋪設

草皮，種植灑金變葉木、情人菊、雪茄花、蔥蘭

及具有香味的七里香、桂花等，以植物的色彩及

香味營造校內一處充滿綠意的活動休憩空間。

5. 和平高中

和平高中綠地廣大但缺少維

管，因此與學生作息緊密相連的

中庭水池，與週邊綠帶在多年使

用後土壤硬實裸露、植栽老化、

生長不良且有缺株及雜草叢生等

情形，使原本是課餘活動的場域

鮮少有人使用，甚為可惜；在與

校方溝通討論後，協助進行鬆土、

施肥、雜草清除、植栽修剪移植等基礎改善，再依

環境適地性及考量後續維管能力進行植栽的選擇及

配置，種植杜鵑、長紅木、玉堂春、矮仙丹、茶花

等，而水池中央綠地區塊，經修剪生長過密與不

良的植栽後，在綠地及池邊與裸露區塊種植杜鵑、

蔓榕等；改善後綠意盎然的中庭成為課餘休憩的絕佳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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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泰北高中

協助學校文忠樓旁花台綠美化，進行翻

土整地、拌有機肥、環境整理、花台砌磚及

粉光、花台抿石子、廢棄物清運、植栽移植

和種植等，為讓綠美化成果得以延續，由學

校持續進行維護管理工作。

7. 東山高中

進行隱公樓周邊花台綠美化，修剪整

理既有植栽，調整南方松木圍籬，鬆土整

地、回填花土及有機肥，新植楓樹、茶花、桂花、春不老、豔錦竹芋、黛粉葉、

梔子花、杜鵑等灌叢，增設景石組、鋪設草花及台北草，營造清新富層次的景觀，

提供教職員生優質生活及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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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景觀改善

  1. 瑠公墓園周邊景觀

延續上年度改善成果，進行硬體及植栽養護工

作，並加強重點區域景觀改善，包括入口廣場右側列植錐形黃金露花，斜坡道列

植優型長紅木，新設花崗石圓椅 10 座，墓塚正前方斜坡水土保持改善等工作。

另擴及東南溪溝區，增設了兩岸連通便橋，溪溝以景石疊置、砂石袋填充、舖設

草毯加強護岸，岸邊種植野薑花、水竹芋、各式鳶尾等水生植物，營造自然溪溝

生態景觀。東側農田區則新設楓葉植草磚廣場，外圍有南方松木作圍垣隔屏設施、

水泥柱菱格鐵網圍界，全區大小池塘乾淨清徹的水面及開闊的綠地，連通便橋及

花崗岩踏石步道環繞池邊，周邊種植了水柳、無患子、台灣欒樹、山櫻花、落羽

松等各式喬木，未來將隨四季展現不同景色與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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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坪林茶園灌溉示範區

近年坪林地區極力發展休閒茶園觀光事業與生態遊

憩，施作地點位處灌溉示範區道路旁，完成蓄水池加壓

站旁三角綠地，種植檀香柏、紅花檵木、樹蘭等強健樹

種，以提昇農民生活環境品質，綠美化水利灌溉設施。

3. 信義農地灌溉轄區綠美化 

位於信義區祥和四段，由於山坡地形

零亂，水土保持及排水功能不佳，踏石步

道不完整，不利農事人行及搬運。依現

有地形地貌進行改善，入口平台以空心

磚收邊後，間隔鋪設花崗

岩踏石及草皮；低窪地兩

側種植波士頓腎蕨，中間

密鋪地毯草，末端貯留池

種植睡蓮及水竹芋；梯田

邊坡種植茶花、杜鵑、野

牡丹等灌叢及越橘葉蔓榕

為地被，強化水土保持。

另鋪設花崗岩及玄武岩踏

石步道，串連梯田各區塊，

營造農地梯田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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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子島頭三角綠地周邊及善水亭更新

配合社子堤階認養十週年活動，島頭三角閒置空地，以紅磚圍雙心型花圃，

種植小葉赤楠及紅莧草，水塔邊以南

方松木做隔屏，鋪花崗岩踏石，並種

植羅漢松及草坪等植栽，亦加強周

邊翠蘆莉修剪整理，改善三角空地

整體景觀；另社子四區幹道善水亭，

原為南方松花架，因蘇迪勒颱風吹

襲毀損，經重新設計鍍鋅鋼管拱形

花架，並種植金銀花爬藤植物，周

邊種植芳香萬壽菊，改善入口景觀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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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地區

1. 社子排水圳道及社區

施作內容有二區幹線彎道綠帶及

榕樹下周邊、三區幹線綠圳道、四區

幹線綠帶、四區一支線邊坡綠地、圳

道沿線花台、二區抽水站、二區抽水

站圳道及綠地、二區幹線圳溝，溪州三角農地、

萬和園、淤泥放置場、坤天亭入口花台之社區綠

美化養護。為確保養護管理的品質，進行喬木修

剪落葉清除、綠籬灌木叢修剪拔草、園藝技術養

護植栽補換植、草坪養護割草、綠地花台清潔垃

圾清運、圳溝周邊割草、自動噴灌系統維護管理、觀景石碑字清潔油漆、松風亭

清潔油漆、善水亭園藝花架維護保養、圳道沿線花台清潔油漆、南方松木圍籬地

板維護保養、圳道花台植栽換植、環境衛生安全巡查管理、工作實錄製作等。

綠化養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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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子排水幹線及綠地

包括一區二支線圳溝、二區幹線花台、三

區幹線、延平北路八段 2 巷口堤道邊綠地及坤

天亭停車場入口區造景，進行喬木、綠籬灌木叢修

剪、植栽更新補植、灌木叢下拔草、肥培澆水、病蟲防治等，草地養護割草，凹

陷處填補砂質壤土，綠地環境清潔垃圾清運，喬木支架更新、噴灌水車系統、設

施修繕保養維護。

3. 社子二區彎道及二區幹線

二區彎道為圳溝旁綠帶，香

蕉樹下紅葉鐵莧及垂枝女貞為主

的帶狀灌叢，橋面週邊以黃椰子、

羅比親王海棗、羅漢松為主，輔

以桂花、春不老、梔子花、黃金

露花、馬纓丹等灌叢，形塑複層

植栽景觀效果。二區幹線則以花

台為主，種植矮仙丹、梔子花及錫

蘭葉下珠等植栽。進行例行性鬆土肥培

管理、澆水及病蟲害防治、植栽修剪維

護、缺株更新補植、花台塗油漆、花架

塗護木油、環境衛生巡查等，維持圳道

沿線綠美化景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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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子工作站旁綠地

高聳的構樹群下種植蜘珠百合、山

蘇花，錐型羅漢松成排以柔化壁面，花

崗岩踏石步道貫穿綠地，兩側種植石斑

木、梔子花、桂花、樹蘭等香花植物，

龍眼樹下青紫木、紅樓花、麥門冬等耐

陰植栽，類地毯草佈滿全區，營造出複

層植栽樣貌。進行例行性喬、灌木修剪，

肥培、雜草管理、澆水及病蟲害防治、

缺株更新補植，環境衛生巡查等工作，

維持社子工作站旁綠地，並達到敦親睦

鄰造福社區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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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復興大樓

進行喬木修剪落葉清除、綠籬灌木叢修剪、養護植栽補換植、草坪養護割草、

大門口整型盆栽輪換、大廳落地景觀組景佈置、室內落地盆栽養護、辦公室櫃檯

上盆栽養護、六樓大禮堂電梯口落地盆栽佈置、戶外庭園景觀燈具線

路更換、水電耗材維修保養、節慶辦公室盆栽

佈置、設施修繕保養、大廳聖誕節景觀組景佈

置、歲末忘年會會場佈置、新春團拜會場佈置、

園區環境清潔垃圾清運、環境衛生安全巡查管

理、工作實錄製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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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及瑠公墓園

進行喬木修剪落葉清除、綠籬灌木叢修剪除草、植栽養護、補換植、辦公室

入口處落地盆栽、一樓後陽台造景養護、辦公室櫃檯上盆栽養護、三樓落地景觀

組景更換養護、三樓陽台盆栽綠化養護、節慶辦公室盆栽佈置、花台植栽換植、

中庭花園景觀燈線路重新配置、萬善同歸塚維護整潔、草地養護割草、園區環境

清潔垃圾清運、設施修繕保養、瑠公墓園碑字去苔油漆、環境衛生安全巡查管理、

工作實錄製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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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計畫區

及北新路瑠公圳溝

信義計畫區綠地暨新店區北新路 2 段 97 巷底瑠公圳溝綠地，進行喬木修剪

落葉清除、綠籬灌木叢修剪、拔草、養護植栽、補換植、草坪養護割草、綠地花

台清潔、垃圾清運、環境衛生安全巡查管理、工作實錄製作等養護工作。

延吉街綠地

狹長帶狀綠地，以綠色菱形網圍界，列植塔型羅漢松，間植羅比親王海棗及

黃椰子，輔以桂花、月橘、春不老、金露花等灌叢並舖上草坪，間舖玄武岩踏石，

形塑複層植栽綠帶。進行肥培管理、澆水及病蟲害防治、植栽修剪維護、缺株更

新補植、菱型網上漆保養，環境衛生巡查等工作。改善社區後巷環境景觀，維持

水利會屬地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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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中華路綠地」維管期滿驗收

14 「蘭州國宅、大坑、金龍公園」維管期滿驗收

23 歲末聯歡晚會

23 「富台里綠地」維管期滿驗收

27 第 226 次業務工作會報

2 月

4 「中正紀念堂優型龍柏」苗木驗收

10 「中強公園」維管期滿驗收

16 「大安森林公園樹木生長改善」完工驗收

25 第 227 次業務工作會報

25 「圓山公園花海景觀綠美化」完工驗收

3 月

2 「社子二區彎道、二區幹線、延吉街、中吉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2
「瑠公復興大樓及中吉華廈；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信義計畫區綠美化養

護」驗收

2 「社子排水圳道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5 「新興國中」維管期滿驗收

6 「浩然敬老院」維管期滿驗收

8 「木柵貓空茶推廣中心」維管期滿驗收

20 參加「瑠公墓園春祭」

24 103 年年報編印完成

24 第 228 次業務工作會報

26 第 6 屆第 7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31 「瑠公墓園周邊景觀改善工程」提案審查會議

4 月

9 「文德二號公園」維管期滿驗收

9 「興雅國小前庭綠美化」完工驗收

17 「士林區福志公園綠美化」完工驗收

25 「社子堤階植栽」春季更新補植

28 第 229 次業務工作會報

29 「都市田園計畫之松山家商園藝資材採購」驗收

30 「瑠公墓園周邊景觀改善工程」細部設計審查

104 年度行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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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和平高中校園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26 第 230 次業務工作會報

6 月

2 「東山高中校園綠美化」完工驗收

2
「瑠公復興大樓及中吉華廈；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信義計畫區綠美化養

護」上半年查驗

3 「社子排水圳道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護」上半年查驗

4 「社子二區彎道、二區幹線、延吉街、中吉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9 參加「水利節活動」

23 第 231 次業務工作會報

25 「大安區新龍里建南區民活動中心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7 月

3 「都市田園計畫之松德院區園藝資材採購」驗收

6 「花卉試驗中心茶花園區景觀改善」完工驗收

7 「南港區理想公園景觀改善」完工驗收

7 「內湖區港墘及文德二號公園景觀改善」完工驗收

28 第 232 次業務工作會報

8 月

07 「信義區惠安里空地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19 「容器苗木培育及景觀應用」苗木驗收

25 第 233 次業務工作會報

26 「泰北高中文忠樓旁花台綠美化」完工驗收

27 「松德院區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9 月

1
「瑠公復興大樓及中吉華廈；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信義計畫區綠美化養

護」驗收

3 「社子排水圳道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3 「社子二區彎道、二區幹線、延吉街、中吉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4 「信義區惠安里空地綠美化」完工驗收

10 「容器苗木培育及景觀應用」苗木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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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子島堤階認養十週年慶祝活動

16 「容器苗木培育及景觀應用」苗木驗收

18 「容器苗木培育及景觀應用」苗木驗收

22 第 234 次業務工作會報

22 「文山老人自費安養中心環境綠美化」完工驗收

23 「容器苗木培育及景觀應用」苗木驗收

30 「花卉試驗中心茶蠶及鑽心蟲防治」第二期驗收

10 月

6 「延吉平宅環境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6 「信義區松德公園綠美化」完工驗收

7 「社子島堤階認養績優單元」評比審查

16 「蘭州國宅周邊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20 「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景觀改善計畫」期中審查

21 第 6 屆第 8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22 「信義灌溉轄區農地景觀改善」完工驗收

23 參加「瑠公墓園秋祭」

27 第 235 次業務工作會報

11 月

04 「陽明教養院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05 「瑠公墓園周邊景觀改善工程」完工驗收

10 「八德路二段田園工程」完工驗收

11 「社子排水圳道及社區綠美化」完工驗收

13 「休閒農業轉型觀摩研習暨董事、監察人暨顧問國內參訪」

14 「社子堤階植栽」秋季更新補植

14 「士林官邸菊花展」開幕

14 「容器苗木培育及景觀應用」苗木驗收

17 「信義區富生公園綠美化」完工驗收

20 「坪林灌溉示範區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26 「弘道國中思來處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24 第 236 次業務工作會報

25 「誠正國中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27 參加「瑠公圳圳頭祭」

30 「社子排水圳道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護」下半年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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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瑠公復興大樓及中吉華廈；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信義計畫區綠美化養

護」下半年查驗

5 「木柵貓空茶推廣中心停車場週邊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10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 1

11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 2

12 社子島堤階植栽認養人聯誼會「社區環境營造觀摩研習」

14 「翡翠水庫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14 「瑠公農田水利會相關屬地及建築物內外環境綠美化養護管理工作」業務檢討會

15 「信義區長春里空地綠美化」完工驗收

16
「瑠公復興大樓及中吉華廈；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暨信義計畫區；

社子排水圳道區域及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16 「社子二區彎道、二區幹線、延吉街、中吉社區綠美化養護」驗收

20 「社子島圳道綠美化成果展示暨堤階認養績優表揚活動」

18 「綠化巧手藝活動」DIY 課程 3

21 「都市景觀樹木種植研究改進計畫」完工驗收

21 「都市園林植物更新設置」完工驗收

22 第 237 業務工作會報

28 「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景觀改善計畫」期末審查

29 「國父紀念館綠美化改善」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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