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萬華區公所施政報告 

資料截止日期：  92 年 5 月 31 日                    資料更新日期：92 年 06 月 10 日 

專責人員：陳雅         職稱：主任                電話：2306-4468 轉 350  

      E-mail：wh007@waha.gov.tw                        地址：臺北市西園路二段 9號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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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務部矯正司開放本區以傳真方式申請受刑人之服刑資料，九十二年五月份受理 7 件。 

重

要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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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政業務： 

（1） 九十二年五月份市容查報業務：己改善完竣 568 件，計劃辦理 47 件，無法處理 5件，共計 622 件。 

（2） 為有效防治 SARS 疫情，五月十二日由國軍支援進行全區三十六里大消毒。 

（3） 四月二十六日起由本所指定十二位里幹事為 SARS 居家隔離者送餐服務，計服務 3231 人次，深獲好評。 

（4） 為落實 SARS 居家隔離防疫政策，防止 SARS 疫情擴散，本所於五月六日起編組成立聯合稽查小組，每日機動抽檢訪

查，共查訪 802 人，開立告發單 12 人。 

（5） 五月十二日起由各里里長、里幹事、鄰長及志工編成本區 36 個里抗疫作戰小組，針對里內居家隔離人員每日進行三

次查訪，以落實居家隔離政策，保障市民健康，逾六月六日止計查訪全區 3742 人。 

（6） 針對和平醫院員工及眷屬進行電訪關懷服務 62 人次。 

（7） 籌備「陽光萬華-艋舺再造」等系列活動包括仁濟醫院復業活動、華西街觀光夜市系列活動、社區藝術巡禮歌仔戲、

第四屆甘蔗祭活動、加蚋文化節活動，預定於六月份熱烈展開。 

（8） 九十二年度成年禮活動原訂於本（92）年五月十七日假本區艋舺龍山寺中庭舉行，因 SARS 疫情影響延至七月二十六

日（星期六）舉行。 

二、健保業務： 

（1）行政院衛生署訂定「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無力繳納相關費用者認定辦法」，九十二年五月本所健保課已核發 5件證

明書，以維護渠等就醫權益。 

一、 社會業務： 

（1） 社會福利： 

 辦理低收入戶申請 147 件。 

 辦理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案 85 件，經核准者 82 件。 

 辦理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申請案件 28 件。 

 核發敬老證 81 件。 

 核發敬老愛殘免費乘車票 13,328 張。 

 辦理殘障鑑定核發殘障手冊 122 件。 

 辦理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補助申請 1件。 

 辦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費用計核定 70 件。 

 核發以工代賑人員 292 人，工資新台幣 4,036,750 元。 

 辦理育兒補助申請案 19 件。 

 臺北市悠遊卡、敬老卡、愛心卡及愛心陪伴卡申請原訂於九十二年五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假本區各里辦公處申請， 

因 SARS 疫情影響，延至六月二日至九日受理申請。 

（2）社會救助： 

 辦理急難救助 11 件，核發救濟金 32,000 元。 

 辦理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8件，核發補助費 184,000 元。 

 五月三十日、六月一日配合社會局於綠堤里活動中心辦理華昌國宅 SARS 隔離住戶之慰問金發放。 

 本區大理街 160 巷 23 弄 21 號 2 樓，於五月八日發現一榮民於自宅疑似感染 SARS 死亡，經市級應變中心指示針對

大理街 160 巷 23 弄單號及 21 弄住戶約 200 戶予以封鎖隔離，於五月十三日中午十二時解除管制，強制集中隔離

84 人於南港區基河國宅，於五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返回自宅；本區 SARS 華昌國宅前進指揮所於五月二十日

中午十二時解除任務，並依市府指示成立防疫小組於本所二樓執勤。 

四、經建業務： 

（1）九十二年度第一批鄰里維護工程，施作合計約 190 項工程項目，業於 92.05.30 全部竣工，近期辦理驗收。 

（2） 九十二年度第二批鄰里維護工程業於 92.05.27 開工，合約期限至 92.08.30 止。 

（3） 九十二年度東園街 154 巷及 154 巷 9 弄等巷道工程，工期 60 日曆天，預定 92 年 7 月竣工。 

（4） 九十二年度桂林公園改造工程，己於 92.03.18 開工，92.06.01 完工，近期辦理驗收。 

（5） 九十二年鄰里公園花木植栽及修剪工程第二批草花栽植，已於 92.05.29 開工，92.05.30 完工，近期辦理驗收事宜。 



（6） 九十二年度鄰里公園維護工程，已於 92.05.19 開工，預定 92 年 7 月底完工。 

（7） 九十二年度 5 月份辦理商品標示抽查業務計抽查 30 件、複查 13 件，合計 43 件。 

五、兵役業務： 

（1） 九十二年度第一次替代役申請，專長資格申請人數 62 人。 

（2） 九十二年度後備軍人申請轉免役複檢 1 人。 

（3） 九十二年度國民兵列管人數清查，乙種國民兵共 2860 人，免予訓練（含代訓）國民兵共 133 人。 

（4） 辦理國民兵異動共 28 件，核補發國民兵證書共 2 人。 

（5） 辦理常備兵徵集，計陸軍大專及一般 1921 梯次、空軍 737 梯次、海艦 567 梯次、海陸 645 梯次等四梯次，共計徵集

34 人。 

（6） 辦理役男延期入營計 22 件，家庭因素申請補充兵 2件，禁役申請 2 件；辦理預官預士異動共 4 件，志願役軍人異動

共 4 件。 

（7） 辦理免役證書核發 4 人。 

（8） 辦理役男申請體位變更 2人。 

（9） 核發役男入、出境申請書 10 件；僑民、僑生異動 2人。 

（10） 辦理役男異動 53 人。 

（11） 辦理役男、大專役畢男、替代役補抽籤共 71 人。 

（12） 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5 件。 

（13） 辦理在營軍人特別補助申請 6 戶，申請金額 38,600 元。 

（14） 辦理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65 人，停役報到 10 人，零退報到 7人，免役 5人，回役 2 人，禁役 2 人，共計列管人數 

29,6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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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來 施 政 重 點 

一、隨時掌握 SARS 疫情並協助區民作好防治工作。 
二、配合 SARS 疫後重建計畫之推動，期待重振萬華商機，風華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