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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

措施 

 

重要

成果 

一、 民政課： 

(一) 6 月 3、4 日至臺中市石岡、和平區公所及彰化縣鹿港鎮公所進行城

市交流，並參加彰化縣鹿港鎮公所舉辦之「2011 鹿港慶端陽」活動 

(二) 6 月 11 日辦理本區 100 年度健康活力運動臺北路跑活動，假本市華

中河濱公園辦理。 

(三) 100 年度親山淨水登山健行活動 6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8時辦理，

健行地點為文山區「仙跡巖」。 

(四) 6 月 8 日於本區大理國民小學與西區扶輪社共同舉辦『打造艋舺-連

結世界「艋舺吉祥物徵圖比賽」』頒獎典禮。 

(五) 6 月 15 日補助本區雙園國民中學舉辦『艋舺青少年獨輪車』、『泱

泱好小子育樂營』結業式。 

(六) 6 月 22 日與萬華分局少輔組、本區雙園國民中學辦理本年度親職百

分百-萬華一家親職座談會，邀請雙園國中林校長演講『校園霸凌事

件』。 

(七) 本月份申請借用區民活動中心 60 件，共收場地使用費 543,770 元。 

(八) 配合本府民政局辦理『幸福+專案』致贈福袋，本月共致贈 287 件。 

(九) 本月份清潔日活動，清除里內髒亂點及杜絕登革熱孳生源，每里提

報髒亂點執行，共執行 15 處。 

(十) 本月本區共 6個里辦公處、5個單位申請推動易服社會勞動役。 

(十一) 本月市容查報總計查報 1,253 件，其中已改善完竣 1,040 件、計

畫辦理 206 件、無法辦理 3件、查驗未通過 1件及移文 3件，照片

上傳 1,191 件，上傳 95.05%。 



(十二) 受理本市原住民急難特別慰問金-急難救助申請案 1件，原民會核

撥 4,000 元。 

(十三) 受理原住民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獎勵金申請案 1件，原民會審核

中。 

(十四) 受理本市原住民婦女扶助-緊急生活補助及房租補助申請案 1

件，原民會核撥每個月房租 3,600 元。 

(十五) 受理本年度上半年(1-6 月)原住民兒童托育補助申請案 4件，原

民會審核中。 

(十六) 輔導追蹤健保納保未加保及中斷加保計 68人。 

(十七) 輔導原住民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計 217人。 

二、 社會課： 

(一) 100 年度 65歲以上獨居長者總清查作業，自 6 月 13 日起至 100 年 9

月 13 日止，清查對象以本區戶籍內有 65歲以上之長者且排除已列

冊獨居長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具有低收資格、領有中低老人生

活津貼、已使用外籍看護工及本市長照中心在案之長者，本轄區 65

歲以上獨居長者總清查初篩訪視表計 7,944 件，截至 6月底已訪視

1,871 件。 

(二) 100 年度社區評鑑社會局邀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社會局業務

相關人員組成複評小組，分別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及 100 年 6 月 24

日至保德及和平 2社區發展協會實地訪視。 

(三) 受理低收入戶申請 110 件。 

(四) 受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案 18 件。 

(五) 受理敬老愛心悠遊卡申請 363 件。 

(六) 受理身心障礙鑑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199 件。 

(七) 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申請 42 件。 

(八) 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計核定 64件，核撥新臺幣 805,558

元。 

(九) 本區以工代賑人員 275人，核撥工資新臺幣 3,637,000 元。 

(十) 受理育兒津貼申請案 288 件。 

(十一) 受理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申請

案 37 件。 

(十二) 受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資格申請」申請

共 26 件。 



(十三) 受理急難救助 11 件，核發救濟金 22,100 元。 

(十四) 受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4件，核發補助費 92,000 元。 

(十五) 受理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共 11 件，核撥金額 120,000 元。 

(十六) 健保相關業務： 

1. 受理『投保(轉入)全民健康保險第一類(里鄰長保險)、第五類(低收

入戶福保)、第六類(地區人口)保險』申請共 659 件。 

2. 受理『退保、轉出全民健康保險第一類(里鄰長保險)、第五類(低收

入戶福保)、第六類(地區人口)保險』申請共 388 件。 

3. 受理『停保全民健康保險第一類(里鄰長保險)、第六類(地區人口)

保險』申請共 151 件。 

4. 受理『恢復全民健康保險第一類(里鄰長保險)、第六類(地區人口)

保險』申請共 85 件。 

5. 受理『變更全民健康保險第一類(里鄰長保險)、第五類(福保)、第

六類(地區人口)保險對象基本資料』申請共 519 件。 

6. 受理申請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認定共 2件。 

三、 經建課： 

(一) 本年度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於 6月 14 日決標，6月

23 日召開施工前協調會，預計 7月 6日開工。 

(二) 本府民政局補助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於 6月 28 日決

標，預計 7月 6日召開施工前協調會。 

(三) 本年度鄰里公園花木植栽及修剪工程，第 1次施作於 5月 31 日完成，

6月 8日驗收完畢。 

(四) 本年度鄰里公園維護工程第 1次施作工程預定展延至 7月 15 日。 

(五) 本月商品抽查共 31 件，符合規定 23 件，待改善 8件，不合格率 25.48

％。 

四、 兵役課： 

(一) 辦理國民兵異動共 33 件、核補發國民兵證書 4 件。 

(二) 辦理常備兵徵集，計陸軍大專及一般 2114、2115梯次、空軍 836梯

次、海鑑 664梯次、海陸 742梯次及補充兵 242梯次等 6梯次，共

計徵集 66人；辦理替代役徵集第 95梯次，共徵集 6人。 

(三) 受理役男申請延期入營計 6件；受理役男免役證明書補發申請 4件。 

(四) 受理役男申請體位變更 6人。 

(五) 辦理年度役男初檢 23人。 



(六) 核發役男入、出境申請書 79 件；受理僑民、僑生異動 2人。 

(七) 辦理役男異動 92人；辦理常備役、替代役等抽籤共 138人。 

(八) 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30 件。 

(九) 受理在營軍人特別補助 1戶，申請金額 45,00 元。 

(十) 受理服兵役役男健保就醫補助 2件，核撥金額 3,705 元。 

(十一) 受理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81人、停役報到 6人、零退報到 4人、免

役 4人及禁役 2人，共計列管人數 21,415人。受理替代備役報到 16

人，共計列管人數 1,186人。 

(十二) 申請服家庭因素補充兵，共 1人。 

五、 人文課： 

(一) 100 年度新移民同學會-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參訪學習活動，於 6

月 25 日辦理完畢。 

(二) 100 年度萬華區史資料蒐集、影片拍攝製作案，第 3支影片『加蚋文

化節』於 6月 16 日驗收完畢，並置放於本所網站播放。 

(三) 100 年度區史展示中心展覽、教育、推廣、宣導活動規劃執行案，『萬

華百年人物特展』佈展於 6月 9日驗收完成，網頁及摺頁於 6月 17

日完成驗收。 

六、 調解會： 

(一) 本月受理調解聲請共 70 件，其中民事事件 55 件（調解成立案件 23

件、不成立 3 件、未到場 7件、尚調解中 22 件）及刑事事件 15 件

（調解成立案件 5件、未到場 1件、尚調解中 9件）。 

(二) 本月計有律師 17人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共計服務 131 件，依其

性質分為：民事事件 82 件、刑事事件 23 件及其他性質事件 26 件。 

突破

難題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 本年度鄰里維護工程第 1次施工通知施作案預定 7 月 16 日前完成。 

二、 100 年度萬華區史展示中心「萬華百年人物特展」教育推廣與宣導活動，

預計舉辦 3場次活動： 

(一) 第 1、場次主題及時間：找尋萬華百年風華及百年人物，預計 7月 23

日（分上、下午各 1 場次）舉辦。 



(二) 第 3 場次主題及時間：從愛愛院到仁濟院，預計 8月 24 日上午舉辦。 

三、 100 年 9 月 6 日起每週二、三、四下午 1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預計於本

所第一會議室開辦「新移民成長營（外籍學員班）」。 

四、 預定 9 月 16 至 17 日假電影公園舉辦『2011 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

暨人口政策宣導活動『月圓人團圓』音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