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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一、民政業務： 

（一）9月 15 日召開「2009 萬華文化嘉年華-西門文化節」跨局處及教育

博覽會協調會。 

（二）9月 27 及 28 日舉辦 98 年度里長自強活動宜蘭太平山 2日遊。 

（三）配合本府民政局辦理『幸福+專案』致贈福袋，本月共致贈 331 份。

（四）本月份辦理里鄰工作會報共有 8 場次。 

（五）截至本月底，本區 96 年一里一提案共計 21 件，A 級已執行完成 8

件、B辦理中及 C級計畫辦理 3 件、D 級無法執行 10 件；97 年一里

一提案共 14 件，A級已執行完成 3件、B 級辦理中及 C級計畫辦理 5

件、D級無法執行 6 件。 

（六）97 年區里座談會提案共計 11 案（區級提案 1件及里長共同提案 10

件），截至本月底止，A級已執行完成 8 件、B 辦理中及 C 級計畫辦

理 3 件，均依規定列管辦理中。 

（七）本月份申請借用區民活動中心 28 件，共收場地使用費 37,863 元、

清潔費 4,400 元及保證金 8,000 元。 

（八）本月市容查報總計查報 1,299 件，其中已改善完竣 1,201 件、計畫

辦理 90 件、無法辦理 5件、改提市容查報 1件、移文 2 件，照片上

傳 1,284 件，上傳率 98.85%。 

（九）自 9 月 1 日起與臺灣臺北地檢署合作執行「推動易服社會勞動，敦

親睦鄰營造優質社區」，由受刑人提供無償勞動或服務，替代入監服

刑，本區共 5 個里辦公處及 1 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至里內進行環

境清理。 

（十）受理 98 年下半年（7 月至 12 月）原住民兒童托育補助申請案 6 件。

（十一）受理臺北市原住民婦女扶助-房租補助申請案 1 件，原民會審核中。

（十二）98 年度補助中低收入原住民家庭購置電腦設備費用申請案 2 件，

原民會核撥 25,000 元。 

（十三）受理臺北市原住民參加職業訓練學費及材料費補助第 1階段申請

案 1 件，資格符合。 

（十四）受理行政院原住民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獎勵金-單一級技術保母人



員申請案 1 件，原民會審核中。 

（十五）受理臺北市原住民貸款利息補貼第 2階段申請案 2 件，原民會審

核中。 

（十六）辦理原住民家庭訪視 6 戶。 

二、社會業務： 

（一）受理低收入戶申請 181 件。 

（二）受理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申請案 42 件。 

（三）受理敬老愛心悠遊卡申請 385 件。 

（四）受理身心障礙鑑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175 件。 

（五）受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申請 51 件。 

（六）受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計核定 78 件。 

（七）受理以工代賑輔導（臨時工）申請案共 1 件。 

（八）本區以工代賑人員 274 人，核撥工資新臺幣 3,705,750 元。 

（九）受理育兒補助申請案 23 件。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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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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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件。 
（十二）自 9 月 14 日起受理 98 年度第 1 學期低收入戶子女就學交通補助

費申請，截至 9 月 30 日共受理 615 件，受理至 10 月 31 日止。 

（十三）受理急難救助 12 件，核發救濟金 12,200 元。 

（十四）受理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6件，核發補助費 138,000 元。 

（十五）受理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共 37 件，核撥金額 185,000 元。 

（十六）受理臺北好溫馨關懷食物券申請案 26 件，核撥 300,000 元。 

三、經建業務： 

（一）本月辦理商品標示抽查一般商品抽查共 40 件；特殊商品第 3 季「寢

具、毛巾、鞋類、祭祀用品、織襪、內衣、毛衣及泳衣」共 69 件。

（二）98 年度萬華區城鄉會館、萬華及菜園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於 98

年 9 月 10 日決標，由達力裝潢設計有限公司得標，並於 9 月 22 日

完成簽約。 

（三）98 年度鄰里公園花木植栽及修剪工程第 2 次通知施工於 8月 27 日開

工，9月 7 日完工，並於 9月 15 日驗收完成。 

四、兵役業務： 

（一）辦理國民兵異動共 32 件；辦理核補發國民兵證書共 2件。 

（二）辦理常備兵徵集，計陸軍大專及一般 2075、2076 梯次、空軍 814 梯

次、海鑑 643 梯次、海陸 721 梯次、補充兵 221 梯次等 6 梯次，共

計徵集 84 人。 



（三）辦理役男延期入營計 13 件；辦理役男免役證書補發 1 件。 

（四）辦理役男申請體位變更 5 人。 

（五）辦理年度役男初檢 20 人。 

（六）核發役男入、出境申請書 45 件，僑民、僑生異動 6 人。 

（七）辦理役男異動 91 人；辦理常備役、替代役抽籤共 33 人。 

（八）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18 件。 

（九）辦理在營軍人特別補助申請 1戶，申請金額 5,700 元。 

（十）辦理服兵役役男生活扶助戶 3戶，一次安家費金額 60,450 元。 

（十一）辦理服兵役役男中秋節慰問金發放共 23 戶，發放金額 496,850 元。

（十一）辦理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120 人、停役報到 4人、零退報到 2 人、

免役 3人、回役 1人，共計列管人數 22,105 人。辦理替代備役報到

10 人，零退 38 人，共計列管人數 885 人。 

（十二）辦理替代役徵集第 75 梯次共 21 人。 

（十三）受理申請服家庭因素替代役共 1 件。 

五、健保業務： 

（一）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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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 件。 

（二）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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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件。 

（三）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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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件。 

（四）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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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件。 

（五）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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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 件。 

（六）辦理『申請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認定』申請共 7

件。 

六、調解業務： 

（一）本月受理調解聲請共 57 件，其中民事事件 42 件（調解成立案件 16

件、調解不成立案件 5 件、未到場者 1 件、撤回 1 件、尚調解中 19

件）及刑事事件 15 件（調解成立案件 2 件、未到場 2件、尚在調解

中 11 件）。 

（二）本月計有律師 21 人次提供法律諮詢服務，共計服務 173 件，依其性

質分為：民事事件 98 件、刑事事件 24 件及其他性質事件 51 件。 

突破

難題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一、配合本府辦理 98 年度重陽節致送敬老禮金，已於 9月 14 日由里幹事致贈，

至 10 月 30 日止，11 月 2 日至 11 月 13 日由本所社會課補發。 

二、預定 98 年 10 月 16 日至 18 日於西門紅樓北廣場舉辦『2009 萬華文化嘉年華

-西門文化節』活動。 

三、預定 11 月辦理『里長出國考察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