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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

措施 

 

重要

成果 

一、 民政課： 

(一) 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於 100年 12月 27日至 29

日於本所第 1會議室進行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 

(二) 100 年 12 月 15 日參加『建國百年全國環保志（義）工趣味運動會』，

本區計 4位環保義工參加環保釣魚比賽。 

(三) 100 年 12 月 15 日參加『2011 本市環保義工大隊績優環保志工義工

頒獎活動』，計區計有 6位（新忠里 5位及日善里 1位）環保義工獲

獎。 

(四) 100 年 12 月 16 日假艋舺公園舉行 101 年清潔月暨國家清週誓師大

會，會後由環保志工清掃艋舺公園及進行本區 36 里擴大清潔日活

動，約計 900 人次共襄盛舉及打掃約 40 處髒亂點。 

(五) 101 年度本市清潔月自 100 年 12 月 15 日至 101 年 1 月 14 日止，共

設置 105 處大型廢棄物集中地點，執行清運工作，為居家生活品質

展開新氣象。 

(六) 本月份申請借用區民活動中心 97 件，共收場地使用費 367,220 元、

清潔費 9,400 元及保證金 24,000 元。 

(七) 配合本府民政局辦理『幸福+專案』致贈福袋，本月共致贈 503 件。 

(八) 配合推動『易服社會勞動，敦親睦鄰營造優質社區』政策，本月本

區共 6個里辦公處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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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 件，其中已改善完竣 1,163 件、計畫

辦理 283 件、無法辦理 6件、查驗未通過 5件及移文 11 件，照片上

傳 1,463 件，上傳 99.65%。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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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件，

原民會審核中。 

(十一) 受理本市100年度E起築夢-原民會弱勢家庭資訊服務購置電腦設

備補助案 2件，原民會審核中。 

(十二) 受理本區原住民中低收入戶租屋補助第 2度受理申請案 3件，原

民審理中。 

(十三) 受理原民會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補助案 1件，原民會審核中。 

(十四) 100 年 7 至 12 月提昇原住民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應輔導人數 224

人，經訪查，遷出、籍在人不在及旅居國外者 46 人，各項經濟困難

者 23 人，繼續輔導者 153 人。 

二、 社會課： 

(一) 受理低收入戶申請 181 件。 

(二) 受理中低收入戶（改列、增列、減列）與申復申請案 9件。 

(三) 受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案 23 件。 

(四) 受理敬老愛心悠遊卡申請 450 件。 

(五) 受理身心障礙鑑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226 件。 

(六) 受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申請 39 件。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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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150

元。 

(八) 本區以工代賑人員 274 人，核撥工資新臺幣 3,694,750 元。 

(九) 受理育兒津貼申請案 210 件。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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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件。 

(十一) 受理急難救助 23 件，核發救濟金 43,400 元。 

(十二) 受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5件，核發補助費 115,000 元。 

(十三) 受理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共 15 件，核撥金額 280,000 元。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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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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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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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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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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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件。 

6. 受理申請全民健康保險對象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之資格共 1

件。 

三、 經建課： 

(一) 「100 年度鄰里維護工程」後續施工部分已於 11 月 8 日開工，計畫

性案件於 12 月 30 日完工，擇期辦理初驗事宜。 

(二) 100 年度鄰里公園維護工程於 12 月 6 日驗收完成。 

(三) 本月商品抽查共 36 件，符合規定 34 件，待改善 2件，不合格率 5.56

％。 

四、 兵役課： 

(一) 辦理國民兵異動共 29 件；受理補發國民兵證書 1 件。 

(二) 辦理常備兵徵集，計陸軍大專及一般 2128梯次、空軍 842梯次、海

鑑 670梯次、海陸 748梯次及補充兵 248梯次等 5梯次，共計徵集

32 人；辦理替代役徵集第 103梯次，共徵集 12 人。 

(三) 受理役男申請延期入營計 1件；受理免役證書補發申請 3件。 

(四) 受理役男申請體位變更 1 人。 

(五) 辦理年度役男初檢 163 人。 

(六) 受理役男申請短期出國 20 件；受理僑民、僑生異動 2人。 

(七) 辦理役男異動 90 人。 

(八) 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6件。 

(九) 受理在營軍人特別補助申請 1戶，申請金額 1,800 元 

(十) 受理服兵役役男生活扶助 6件，核撥一次安家費 122,350 元。 

(十一) 辦理服兵役役男春節慰問金 51戶，核撥金額 1,216,550 元。 

(十二) 受理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27 人，停役報到 2 人、零退報到 5 人、免

役 2人、禁役 4人及回役 4人，共計列管人數 22,249 人。受理替代

備役報到 5 人，共計列管人數 1,314 人。 

五、 調解會： 

(一) 本月受理調解聲請共 78 件，其中民事事件 53 件（調解成立案件 20

件、不成立 6件、未到場 10 件、撤回 1 件、尚調解中 16 件）及刑

事事件 25 件（調解成立案件 9件、未到場 2 件、尚調解中 14 件）。 



(二) 本月計有律師 20 人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共計服務 138 件，依其

性質分為：民事事件 91 件、刑事事件 31 件及其他性質事件 16 件。 

突破

難題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 101 年度民國 82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作業預計 101年 1月 2起至 3日

31 日止，1月 2-6 日、9-10 日及 16-18 日延長服務時間至晚上 7點 30分。 

二、 配合本府 2012小提燈 HAPPY 龍發放工作，預定 101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

下午 1時起假萬華火車站藝文走廊發放。 

三、 101 年度鄰里維護工程委外監造預定 101 年 1 月 5 日評選甄審。 

四、 101 年度巷弄綠美化維護工程預定 101 年 1 月 12 日開標。 

五、 101 年度鄰里維護工程預定 101 年 1 月 20 日開標。 

六、 預定 101 年 2 月 1 日起至 2月 24 日止，每週三、四、五下午 1時 30分至 4

時 30分開辦『新移民閩南語研習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