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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第 8 屆第 5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8 日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本會B1會議室 

主席：楊董事長平世 

主管機關指導長官：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李股長世正、郭技士玫秀 

出席：詳簽到簿（應出席董事 15位、監察人 3位，出席董事 11位、監察人 3位）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各位常務董事、董事、監察人以及主管機關代表，大家好。去年始因定

存利息驟降，除了母會計畫的支持，同仁亦努力提案爭取環保局、教育部等

政府部門計畫，未來懇求主管機關繼續支持，感謝各位常務董事、董事、監

察人撥冗參加，非常感謝。 

本次會議有上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決議事項及資產合理運用小組座談會

指示執行情形之報告和 2 個報告案及討論事項的 4 個提案，報告 109 年度事

業計畫及內部稽核事項，提案審議 109 年度的事業決算及基金因應利息驟降

之調整措施，各案審議時敬請指教，謝謝！  

參、主官機關代表致詞：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李股長世正 

董事長、各位常務董事、董事及監察人，大家早。自去年 10 月 1日農水

署成立後，包括市政府與原瑠公水利會的合作關係亦中斷，主要是因農水署制

度未確立，補助地方或相關基金會有其困難度，故需以其他模式由市府編列相

關預算並逐年增加合作機制，未來希能以固定預算模式協助基金會。 

近來審計單位對財團法人相當關心，有關制度的建立市府已委託海棠基

金會將實地訪查就預決算、內控制度及內部檢核報告的建立予以協助，未來可

減低對議會及審計單位的衝擊，預祝今天會議圓滿順利，謝謝。 

肆、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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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8 屆第 4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109 年 11 月 19日）決議執行情形 

（一） 第 1號案 

 案    由： 為增訂本會「資產合理運用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決    議： 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 業已報奉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109年12月8日北市產業農

字第 1096036253號函原則同意。 

（二） 第 2號案 

 案    由： 為修訂本會「內部控制制度處理要點」及「內部控制制度」，

提請審議。 

 決    議： 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 業已報奉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109年12月8日北市產業農

字第 1096036253號函備查。 

二、常務董事、常務監察人暨資產合理運用小組座談會（110年 03月 03日） 

二、指示執行情形 

（一） 第 1號案 

 案    由： 有關本會基金美元定期存款部分於 2-3 月到期，原存於聯邦銀

行約 306 萬元（折合新台幣約 1億 878萬），為因應利率驟降

之調整措施，提請審議。 

 指    示： 1.以購買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為優先選擇。 

  2.請會方就各銀行提供之後續服務內容進行分析選擇最優銀

2.行辦理。 

 執行情形： 列入第 8 屆第 5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議程討論事項。 

（二） 第 2號案 

 案    由： 有關本會基金澳幣定期存款部分於 2 月到期，原存於聯邦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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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約 100 萬元（折合新台幣約 3,141 萬），為因應利率驟降

之調整措施，提請審議。 

 指    示： 1.以購買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為優先選擇。 

  2.請會方就各銀行提供之後續服務內容進行分析選擇最優銀

2.行辦理。 

 執行情形： 列入第 8 屆第 5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議程討論事項。 

（三） 第 3號案 

 案    由： 有關本會基金新台幣定期存款部分於 2-3 月到期，原存郵局

6,650 萬元，台北富邦銀行 2,100萬元，為增加利息收入之調

整措施，提請審議。 

 指    示： 建議再詢其他銀行機構提供投資方案後交董事會研議。 

 執行情形： 列入第 8 屆第 5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議程討論事項。 

     決    議：洽悉。 

伍、執行長工作報告：略，詳本次會議議事資料。  

陸、報告事項： 

一、第 1 號案 

 提案人：董事長楊平世 

 案由： 為編訂本會 109 年度事業計畫執行報告書，報請鑒核。 

 說明：  

 1. 依財團法人法第 55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

府會計年度一致。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決算提經董事

會審定，並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後，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 

 2. 本會 109 年度事業計畫執行報告書如附表。 

 決議：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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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事業計畫執行報告書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情形 

壹、景觀改善及示範 樟文社區綠色角落 期間：109.01~109.08 

協力里辦爭取社區園圃計畫，辦

理閒置空地建置田園基地，提供

市民朋友種菜及活動休憩。 

民安社區圳道環境綠

美化 

期間：109.01~109.05 

協力社區改善圳溝兩側綠化，提

供盆器、沃土、肥料與植栽，由

居民與建成國中辦理種植活動。 

明興社區友善長廊 期間：109.02~109.06 

協力都更處 OPG 計畫，完成房

舍階梯卵石壁面裝置與植槽種

植炮仗花營造社區整體意象。 

大學霧裡薛圳週邊綠

美化 

期間：109.02~109.04 

協力大學里田園基地帶狀及霧

裡薛圳邊種植色彩灌木營造整

體綠帶空間。 

象山農場育苗小圃 期間：109.02~109.05 

協力大願文教基金會完成象山

農場 2組育苗花架，提供身心障

礙者進行園藝治療工作。 

好孩子自然農場 期間：109.03~109.05 

協力都更處OPG計畫，完成入口

步道兩側及活動空間的花台、地

坪改善，種植多樣植栽營造綠意。 

大直高中校園綠美化 期間：109.03~109.09 

因應光線不足與低維管需求，新 

植耐蔭地被與多年生灌木，完成 

校園綠美化。 

點亮太平町-台灣原

生林下園 

期間：109.04~109.07 

購買原生植物供學生及學校志

工共同種植，提供自然體驗與學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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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情形 

壹、景觀改善及示範(續) 點亮太平町-台灣原

生林下園(續) 

習的優質環境。 

仰德魚路古道香草馨

園 

期間：109.04~109.05 

協力都更處 OPG 計畫，以複層

植栽綠化、植槽及碎石鋪面改善

入口空間，成為綠意的停留點。 

萬華堤內健康休閒空

間 

期間：109.04~109.05 

協力都更處 OPG 計畫，改善環

快下方空間，成為綠帶處端景綠

美化營造園區景觀焦點。 

貓空茶鄉景觀綠美化 期間：109.04~109.12 

爭取產發局農業振興方案計畫

共同執行，完成貓空 4 處農戶綠

美化改善，並辦理貓空走讀課程

9 場及茶香約會導覽活動 8場。 

大湖山莊街 243 巷旁

綠地 

期間：109.04~109.09 

協力大湖里採購多年生具觀花

觀葉之灌木地被植物，供里志工

種於認養之山坡綠地改善景觀。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庭

院綠美化 

期間：109.05~109.08 

設計蔬菜種植等園藝課程，以園

藝療癒課程協助身心障礙學童

活動肢體，體驗泥土、植物，刺

激手腦協調。 

榮總園藝治療園地 期間：109.07~110.01 

完成 6座菜圃建置、花圃修剪整

理及新植色彩植物、花架區種植

蔓藤植物大鄧伯花。 

雙園社區樸心園綠屋

頂田園綠美化 

期間：109.08~109.09 

協力雙園里辦公處種植金銀花、 

彩虹忍冬及馬齒牡丹，營造屋頂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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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情形 

壹、景觀改善及示範(續)  雙園社區樸心園綠屋

頂田園綠美化(續) 

菜圃立體綠化效果。 

和平新城社區綠美化 期間：109.09~109.11 

協力社區進行兩座花台景觀改

善，1 座種植多年生且易管理之

色彩灌木及地被植物；另座種植

香藥草供社區使用。 

信義國小生態池週邊

綠美化改善 

期間：109.10~109.10 

協助生態池週邊綠美化改善，種

植水芋、睡蓮等水生植物，並改

善塑木棧道以維護學童安全。 

黎安里社區綠美化 期間：108.11~108.12 

協助黎安里大我新舍空地綠美

化，配合「臻佶祥共享園區」開

幕，種植香草植物、百香果，營

造食物銀行週邊可食地景。 

貳、宣導教育及推廣活動 圓山綠化教室 期間：109.01~109.12 

完成綠美化推廣講習課程 41 場

場，約 2,500人次民眾參加。 

公園花卉展示活動 期間：108.12~109.06 

完成蜀葵認識課程並發送 1,200

株 5寸花苗，計 15 個領養團隊， 

不定期踩點檢視養成情形。 

手作小幸福 期間：109.01~109.12 

邀請園藝及花藝講師開辦手作

課程供市民朋友報名參加計畫

辦理 88 場，共 800 餘位參加。 

生活園藝園藝生活課

程 

期間：109.01~109.12 

完成 4 期 20 堂生活園藝教學，

內容及講師由同仁規劃執行。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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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情形 

貳、宣導教育及推廣活動

(續) 

光武里東區戶外教室 期間：109.08.12 

完成一場巷道綠地蔬菜栽培課

程，與里民共同完成小白菜播

種、萵苣植苗、甘藷扦插等種植。 

象山農場園藝治療課

程 

期間：109.09~109.11 

辦理「綠友友～春之園藝工作

坊」10 堂課程，運用象山農場內

無障礙空間進行授課與體驗種

植，提供身心障礙者與視障者園

藝治療相關課程。 

奇岩生態社區維護計

畫 

期間：109.07~109.11 

協力社區完成原生植物解說牌

辨識設置，由社區線上邀集志工

認識原生植物與設置解說牌。 

協助市政府花展活動 期間：109.11~109.12 

配合菊展「藝菊童遊」展覽主

題，於新蘭亭展區製作「童畫」

菊花應用藝術設計展示。 

參、綠化改進及調查 信義社大綠屋頂改善

工作 

期間：109.02~109.05 

協力社大「香草好時光」社團屋

頂再生計畫課程，進行不織布更

新、栽培箱移種等工作。 

立體綠化技術推廣 

(花博公園花之隧道) 

期間：109.06~109.09 

協力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在花

博公園美術園區內花之隧道種

植 74株蔓藤植物-跳舞女郎，以

恢復花之隧道昔日打卡熱點。 

大湖公園生態浮島設

置計畫 

期間：109.08~108.10 

配合花卉試驗中心，於大湖公園

設置人工生態浮島 1座，以豐富

大湖園區生態。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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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情形 

參、綠化改進及調查 植物病蟲害防治 期間：109.08~109.12 

配合公園處於大湖公園進行福

木螟蛾防治，採用過密枝葉修剪

與天然有機殺蟲劑防治。 

綠美化工作回顧改進 期間：109.09~109.12 

完成信義農地入口區周邊環境

綠美化改善，植栽整理與移植。 

都市樹木種植研究改

進 

期間：109.09 

協力公園處於青年公園種植黃

金蒲桃、黃金風鈴木、水石榕等

新興樹木，以廣為宣導。 

肆、其他業務 愛愛院東明長照機構

綠美化 

期間：109.02~109.04 

協力公辦民營的東明長照機

構，以耐蔭盆栽擺設室內空間，

營造宜人綠美空間。 

泰北中學校園綠美化 期間：109.02~109.04 

修剪整理校內現有大王椰子，及

運動場週邊花台及大門入口花

圃現有植栽修整。 

伍、其他事業計畫 瑠公管理處事業轄區

環境景觀改善計畫 

期間：109.01~109.12 

完成社子地區圳溝、農地、社區

綠美化回顧 11 處、三區幹線更

新、社區閒置空地及巷道空地綠

美化 3處；坪林灌溉示範區進行

回顧養護並新增花架 1 處；新店

廣興圳蓄水設施週邊、瑠公圳頭

展示館環境整理、木柵東山高中

入口、貓空地區茶農週邊綠美化

及大安區學府里可食地景共六

處。辦理「社子堤階植栽更新維

管」、「堤階認養人植栽綠化養

護技術課程」、「社子島環境導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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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情形 

伍、其他事業計畫(續) 瑠公管理處事業轄區

環境景觀改善計畫

(續) 

覽解說培訓及實習」、「休閒農

業轉型觀摩」、「社區環境營造

研修」以及「堤階綠化認養績優

評比與表揚」等活動。 

瑠公管理處相關屬地

及建築物內外環境綠

美化養護管理工作 

期間：109.01~109.12 

執行「瑠公新店紀念大樓地區及

北新路瑠公圳溝綠地」、「瑠公

復興大樓中吉華廈及延吉街綠

地」、「社子四區幹線綠帶及圳

道沿線花台」、「社子二區幹線

圳溝及淤泥放置場周邊」、「社 

子三區幹線綠帶及坤天亭社區

花台」、「社子二區彎道及二區

五支線」、「水利會市區部份非

事業用閒置空地」、「萬盛街受

保護樹木修剪」、「瑠公復興大

樓及新店社子工作站辦公室」等

綠美化養護管理。 

景觀植物推廣文宣計

畫 

期間：109.01~109.12 

編印台灣花壇植物介紹 2冊，羅

列100種花壇植物栽培應用技術

廣為推廣。 

產業發展局辦公室綠

美化 

期間：109.01~109.12 

於產發局辦公室 1、2 樓穿廊，

利用盆栽組合進行佈置，營造宜

人綠美空間。 

病理中心綠美化維護 期間：109.01~109.12 

於中心梯廳、7 樓辦公室內利用

盆栽組合進行綠美化佈置，配合

節慶即更換相關佈置。 

108年年報編印 期間：109.01~109.04 

彙集編印 108年度業務工作成果，  

作為業務宣導參考依據。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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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情形 

伍、其他事業計畫(續) 田園城市建置輔導推

廣技術服務 

期間：109.02～109.12 

辦理生活圈推廣建置、政策宣傳

與成果影片拍攝、學校與社區交

流、建置成果競賽及發表會。 

室內綠化巧手藝研習

活動 

期間：109.2~109.3 

為增進國產花卉蔬果銷售，設計 

花卉與水果結合的年節禮籃，讓

學員親手設計組合，兼具觀賞與

實用價值。 

社區園圃計畫 

(大湖快樂農園) 

期間：109.04~109.10 

協力大湖里辦公室爭取產發局

社園圃計畫補助經費，進行第 1

期建置工作。 

臺北市植物疫病蟲害

監測中心 

期間：109.06~109.12 

進行秋行軍蟲、荔枝椿象、東方

果實蠅、草莓炭疽病等植物病蟲

害監測數據提供市府防治參考。 

金門(金沙)農業灌溉

示範區綠能生態教育

園區維護管理 

期間：109.07~109.12 

與金門縣農會合作進行園區環

境維管與巡查工作，並協力推動

園區參觀與農業經營觀摩活動。 

臺北典藏植物園環境

教育課程及推廣委託

專業服務案 

期間：109.09～110.03 

承攬公園處標案，推行園區解說

設施設置、環境教育活動執行與

志工導覽服務，環境教育方案設

計及認證以及官網、粉絲、廣播

等媒體宣傳。 

瑠公墓園周邊環境

綠美化養護管理 

期間：109.11~109.12 

進行例行性養護管理工作外，並

完成部份腐朽木柵欄更新為塑

木柵欄及溪溝下游南側土坡塌

陷搶修工作；持續增加種植植栽

以增加物種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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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號案 

 提案人：董事長楊平世 

 案由： 為本會 109年度內部稽核報告，報請鑒核。 

 說明：  

 1. 依據本會內部控制制度處理要點，落實自我監督，以合理確保內部

控制持續且有效運作執行內部稽核查核作業。 

 2. 由本會行政部門行政組、財務組與業務部門技術組、景觀組交互進

行稽核作業。 

 3. 本次稽核項目依「內部控制制度處理要點」所列包括人事循環、會

計循環、出納循環等共計 17 項，稽核結果如下： 

       組 別 

稽核結果 

行政組 財務組 技術組 景觀組 

不適用 9 11 15 14 

符合 5 4 0 0 

不符合 3 2 2 3 

不符合 

百分比 
17.6% 11.7% 11.7% 17.6% 

 不符合項目由各組組長監督執行改善措施並持續追蹤修正結果。 

決議： 洽悉。 

柒、討論事項： 

  一、第 1 號案 

 提案人：董事長楊平世 

 案由： 為編訂本會 109 年度事業決算書，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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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依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 17 條辦理。 

 2. 本會 109 年收入 5,429 萬 5,329 元，支出 7,389萬 267元，本期短

絀 1,959 萬 4,938 元(扣除外幣評價-1,915萬 2,170 元，短絀數為 44

萬 2,768 元)，由累積餘絀數 2,691萬 1,631 元中撥補。 

 3. 檢附本會 109年度事業決算書 1份。 

 決議： 照案通過。 

二、第 2 號案 

 提案人：董事長楊平世 

 案由： 有關本會基金美元定期存款部分於 2-3 月到期，原存於聯邦銀行約

306萬元（折合新台幣約 1億 878萬），為因應利率驟降之調整措

施，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 110年 3 月 3日常務董事暨常務監察人座談會指示執行。 

 2. 年收益為US$141,066 元，較定存增加US$131,886 元。 

 3. 經洽銀行比較優惠項目如下： 

            銀 行 

項 目 
玉山 聯邦 

基金名稱 柏瑞ESG 柏瑞ESG 

信託管理費 全額減免 全額減免 

換匯匯率 優惠匯率 優惠匯率 

匯款手續費 全額減免 全額減免 

轉換手續費 柏瑞系列免收 柏瑞系列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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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購買玉山銀行柏瑞ESG 量化債券基金。 

三、第 3 號案 

 提案人：董事長楊平世 

 案由： 有關本會基金澳幣定期存款部分於 2 月到期，原存於聯邦銀行約

100萬元（折合新台幣約 3,141萬），為因應利率驟降之調整措施，

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 110年 3 月 3日常務董事暨常務監察人座談會指示執行。 

 2. 年收益為AU$38,800元，較定存增加AU$37,300元。 

 3. 經洽銀行比較優惠項目如下： 

            銀 行 

項 目 
玉山 聯邦 

基金名稱 柏瑞ESG 柏瑞ESG 

信託管理費 全額減免 全額減免 

換匯匯率 優惠匯率 優惠匯率 

匯款手續費 全額減免 全額減免 

轉換手續費 柏瑞系列免收 柏瑞系列免收 
 

 決議： 購買聯邦銀行柏瑞ESG 量化債券基金。 

四、第 4 號案 

 提案人：董事長楊平世 

 案由： 有關本會基金新台幣定期存款部分於 2-3月到期，原存郵局 6,650

萬元，台北富邦銀行 2,100萬元，為增加利息收入之調整措施，提

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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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依 110年 3 月 3日常務董事暨常務監察人座談會指示執行。 

 2. 經洽銀行建議方案如下： 

（方案一）國泰主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國泰世華銀行提供） 

1.基金檔案：自 107年 5月成立，基金規模約 53 億 

2.配息年利率：4.71%-5.27%（按月配息） 

3.手續費：未滿 1年收取 3%，逐年遞減，逾 3年免收 

4.年息收益：以 4.71%計為NT$4,121,250元，較定存增加

NT$3,421,250元 

5.六個月績效：1.19% 

6.信託管理保管費：每年 0.2%  

（方案二）柏瑞全球策略量化債券基金：（國泰世華銀行提供） 

1.基金檔案：自 110年 3月開始募集 

2.配息年利率：5%（按月配息） 

3.手續費：未滿 1年收取 3%，逐年遞減，逾 3年免收 

4.信託管理保管費：保管基金銀行免收 

5.年息收益：為NT$4,375,000元，較定存增加NT$3,675,000元 

 決議： 購買國泰世華銀行柏瑞全球策略量化債券基金。 

※董監事發言 

  1.廖常務監察人美純：本人就決算書中本期短絀 1,959 萬 4,938 元，其中扣除外 

   幣評價-1,915 萬 2,170 元，短絀數為 44萬 2,768 元，比原預算數虧損減少許多， 

    主要因同仁積極爭取了各項計畫及樽節開支的結果，但從收支餘絀表中業務 

    支出佔利息比重約 36%而言，整體支出仰賴利息比重仍偏高，以目前利率偏 

    低情況下如何開拓財源應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2.楊董事長平世：謝謝監察人的提醒建議，目前基金會積極爭取各項標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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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大安森林公園生態綠美化、田園城市推廣服務、典藏植物園技術服務、 

   士林官邸展場規劃、園山綠化教室課程推廣等計畫，將持續努力爭取各項計 

   畫，感謝各位董監事的支持。 

  3.呂常務董事丘鴻：建議請基金會注議討論事項第 2-4 號案財產運用，秉持安 

    全可靠原則為主，避免承擔投資風險，內部建立良好稽核制度及滾動式修正 

    ，維持基金會永續經營及推動公益之宗旨。 

  4.劉董事柏宏：基金會多年來在綠化改善及維管上成效卓著，目前政府在綠化 

    工程完工後較缺乏後續的養護管理制度，建議基金會可將此經驗及專業技術 

    轉化為專業者訓練課程，開設專班提升綠化養護專業能力，另宣傳上可同時 

    從 FB、IG、LINE等各社群媒體增加曝光度吸引更多族群關注。 

 5.楊董事長平世：謝謝各位董監事的建議，本會除持續積極爭取各項計畫外， 

   對專業者訓練專班及媒體宣傳都會加以研討，謝謝各位董監事的支持。 

捌、臨時動議： 

  一、第 1 號案 

 提案人：董事長楊平世 

  案由： 有關本會基金美元定期存款部分陸續於 4 月以後到期，因應利率

驟降之調整，建議購買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增加收益，提請討

論。 

 決議： 同意購買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 

玖、散會：110年 4月 8日上午 12時 00分。 

主席：楊平世 

記錄：吳意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