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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

措施 

 

重要

成果 

一、 民政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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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區民休閒運動會於 8月 13 日上午 8時假華江高中舉辦完畢，

約 400 多位區民熱情參與，加油聲不斷，在歡笑聲圓滿成功幕。 

(三) 8月 25日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主

任管理員列儲講習。 

(四) 建國百年清淨家園百大績優鄉鎮市區與村里選拔，本區及保德里、

錦德里經本府環保局初選通過，受提報參加績優區、里評選，並於 8

月 30 日接受本府環保局局長頒獎。 

(五) 本月份計有 11 里辦公處召開里鄰工作會報。 

(六) 本月份申請借用區民活動中心 31 件，共收場地使用費 141,127 元、

清潔費 7,400 元及保證金 8,000 元。 

(七) 配合本府民政局辦理『幸福+專案』致贈福袋，本月共致贈 418 件。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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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處。 

(九) 本月本區共 8個里辦公處、1機構及 7個單位申請推動易服社會勞動

役。 

(十) 本月市容查報總計查報 1,649 件，其中已改善完竣 1,452 件、計畫

辦理 190 件、無法辦理 4件、查驗未通過 1件及移文 2件，照片上

傳 1,615 件，上傳 97.93%。 

(十一) 受理本市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家庭租屋補貼申請案 36 件，原民會審



核中。 

(十二) 受理本市原住民 100 年下半年 7至 12 月兒童托育補助申請案 6

件，原民會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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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件，完成 97.16％。 

(二) 受理低收入戶申請 335 件。 

(三) 受理中低收入戶（改列、增列、減列）與申復申請案 3件。 

(四) 受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案 16 件。 

(五) 受理敬老愛心悠遊卡申請 401 件。 

(六) 受理身心障礙鑑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237 件。 

(七) 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申請 45 件。 

(八) 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計核定 88件，核撥新臺幣 945,750

元。 

(九) 本區以工代賑人員 273人，核撥工資新臺幣 3,735,500 元。 

(十) 受理育兒津貼申請案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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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件。 

(十二) 受理急難救助 26 件，核發救濟金 39,600 元。 

(十三) 受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13 件，核發補助費 299,000 元。 

(十四) 受理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共 7件，核撥金額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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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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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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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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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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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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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件。 

三、 經建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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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月商品抽查共 30 件，符合規定 26 件，待改善 4件，不合格率 13.33

％。 

(三) 100 年度「西門徒步區部分街道家具經營管理合作計畫」於 8月 16

日召開期中報告書面審查會議，俟西門促進會修正後提送都市發展

局審查。 

(四) 100 年度第 2期作休耕辦理，於 100 年 8 月 1 日起至 8月 31 日受理

申請，共受理 103 件。 

四、 兵役課： 

(一) 辦理國民兵異動共 32 件、核補發國民兵證書 2 件。 

(二) 辦理常備兵徵集，計陸軍大專及一般 2117、2118梯次、空軍 838梯

次、海鑑 666梯次、海陸 744梯次及補充兵 244梯次等 6梯次，共

計徵集 100人；辦理義務役預備士官入營第 61期第 1梯次共徵集 21

人；辦理替代役徵集第 98、99梯次，共徵集 29人。 

(三) 受理役男申請延期入營計 18 件；受理役男免役證明書補發申請 3件。 

(四) 受理役男申請體位變更 3人。 

(五) 辦理年度役男初檢 20人。 

(六) 受理役男申請短期出國 64 件；受理僑民、僑生異動 3人。 

(七) 辦理役男異動 90人。 

(八) 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19 件。 

(九) 受理服兵役役男生活扶助 9 件，核撥一次安家費 232,500 元。 

(十) 辦理服兵役役男中秋節慰問金 27 戶，核撥 611,750 元。 

(十一) 受理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86人、停役報到 5人、零退報到 9人、免

役 4人及禁役 1人，共計列管人數 21,758人。受理替代備役報到 26

人，共計列管人數 1,243人。 

(十二) 申請服家庭因素補充兵，共 3人；申請服家庭因素替代役，共 35

人。 

五、 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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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調解會： 

(一) 本月受理調解聲請共 96 件，其中民事事件 84 件（調解成立案件 31

件、不成立 9件、未到場 10 件、撤回 2 件、尚調解中 32 件）及刑

事事件 12 件（調解成立案件 1件、調解不成立 4 件、未到場 2 件、

尚調解中 5件）。 

(二) 本月計有律師 20人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共計服務 141 件，依其

性質分為：民事事件 94 件、刑事事件 30 件及其他性質事件 17 件。 

突破

難題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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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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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