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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

措施 

 

重要

成果 

一、 民政課： 

(一) 有關「本市里鄰監視系統及纜線全面拆除案」，經調查本區計有 21

里里長同意拆除，餘 6里仍溝通中。 

(二) 100 年度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於 7月 15 日至 20 日辦理完畢，由梁

主任秘書率里長等至南北越參訪古蹟文化維護、觀光休閒規劃等相

關市政建設。 

(三) 本月份計有 3里（孝德、富民及頂碩）辦公處召開里鄰工作會報。 

(四) 「本府 100 年度病媒蚊管制計畫第 1次實地考評」於 7月 11 日考評，

抽查保德、和平及菜園等空屋空地環境清潔。 

(五) 本月份申請借用區民活動中心 24 件，共收場地使用費 166,711 元。 

(六) 配合本府民政局辦理『幸福+專案』致贈福袋，本月共致贈 599 件。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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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處。 

(八) 本月本區共 7個里辦公處、5個單位申請推動易服社會勞動役。 

(九) 本月市容查報總計查報 1,447 件，其中已改善完竣 1,192 件、計畫

辦理 239 件、無法辦理 5件、查驗未通過 6件及移文 5件，照片上

傳 1,402 件，上傳 96.89%。 

(十) 受理本市原住民急難特別慰問金-急難救助申請案 1件，原民會審核 

中。 

(十一) 受理本市原住民急難特別慰問金-喪葬補助申請案 1件，原民會核

撥 10,000 元。 

(十二) 受理本市「原住民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獎勵金」申請案 3件，原



民會審核中。 

(十三) 受理本市原住民婦女扶助-緊急生活補助、房租補助申請案 1 件，

原民會核撥每月房租 3,600 元。 

(十四) 受理本年度 E 起築夢-原住民弱勢家庭資訊服務申請案 1件，原民

會核撥 10,000 萬。 

(十五) 受理本市原住民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案 1件，原民會核撥

14,3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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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已訪視

5,766 件，完成 72.58％。 

(二) 受理低收入戶申請 246 件。 

(三) 受理中低收入戶（改列、增列、減列）與申復申請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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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件。 

(六) 受理身心障礙鑑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223 件。 

(七) 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申請 49 件。 

(八) 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計核定 79件，核撥新臺幣 821,850

元。 

(九) 本區以工代賑人員 275 人，核撥工資新臺幣 3,724,250 元。 

(十) 受理育兒津貼申請案 138 件。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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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件。 

(十二) 受理急難救助 16 件，核發救濟金 21,200 元。 

(十三) 受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8件，核發補助費 184,000 元。 

(十四) 受理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共 16 件，核撥金額 205,000 元。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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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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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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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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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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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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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件。 

三、 經建課： 

(一) 本年度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雙園、柳鄉及萬大第二等 3座)於 7

月 6 日開工，預定 9 月 30 日前完工。 

(二) 本府民政局補助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新富及昆明 2座）於 7月

13 日開工，預計 9月 20 日前完工。 

(三) 本年度鄰里公園維護工程第 1次施作工程於 7月 21 日完成驗收。 

(四) 本月商品抽查共35件，符合規定 23件，待改善12件，不合格率34.29

％。 

四、 兵役課： 

(一) 辦理國民兵異動共 29 件、核補發國民兵證書 1件。 

(二) 辦理常備兵徵集，計陸軍大專及一般 2116梯次、空軍 837梯次、海

鑑 665梯次、海陸 743梯次及補充兵 243梯次等 5梯次，共計徵集

66 人；辦理替代役徵集第 96、97梯次共徵集 19 人。 

(三) 受理役男申請延期入營計 1件；受理役男免役證明書補發申請 6件。 

(四) 受理役男申請體位變更 5 人。 

(五) 辦理年度役男初檢 14 人。 

(六) 核發役男入、出境申請書 122 件；受理僑民、僑生異動 2人。 

(七) 辦理役男異動 89 人；辦理常備役、替代役等抽籤共 265 人。 

(八) 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29 件。 

(九) 受理在營軍人特別補助 2戶，申請金額 63,00 元。 

(十) 受理服兵役役男健保就醫補助 2件，核撥金額 43,300 元。 

(十一) 受理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164 人、停役報到 2 人、零退報到 11 人、

免役 2人、禁役 3人及回役 1人，共計列管人數 21,609 人。受理替

代備役報到 23 人，共計列管人數 1,219 人。 

(十二) 申請服家庭因素補充兵，共 1人；申請服家庭因素替代役，共 5



人。 

五、 人文課： 

(一) 7 月 23 日於本區行政中心禮堂辦理「2011 本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社

區巡迴講座」，吸引約 45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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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場次於 7月 23 日分上、下午各 1 場次，進行「找尋萬

華百年風華及百年人物」主題導覽。 

(三) 100 年度區史資料蒐集、影片拍攝製作案第 2支影片「區史展示中心

佈展」於 7月 29 日完成驗收。 

六、 調解會： 

(一) 本月受理調解聲請共 78 件，其中民事事件 61 件（調解成立案件 23

件、不成立 2 件、未到場 4件、撤回 2 件、尚調解中 30 件）及刑

事事件 17 件（調解成立案件 4件、調解不成立 3 件、尚調解中 10

件）。 

(二) 本月計有律師 20 人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共計服務 148 件，依其

性質分為：民事事件 85 件、刑事事件 36 件及其他性質事件 27 件。 

突破

難題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 預定 8 月 5、6 日辦理「一府二鹿三艋舺集集在一起」城市結盟，至臺南市安

平區參加「臺南安平做 16歲-感恩之旅」。 

二、 100年度區民休閒運動會預定 8月 13日上午 8時 30分假華江高中禮堂辦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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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場次，預計計 8月 24 日上午舉辦，進行「從愛愛院到仁濟院」主題活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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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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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