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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政業務： 

（一）11 月 4 至 8日辦理本年度行政人員暨基層建設人員考察活動，至日

本札晃市役所及白百清掃工場參訪。 

（二）11 月 3 日於本區行政中心 13 樓禮堂進行本年度市長與民有約登記作

業，共 9位民眾登記，並於 11 月 13 日召開會前會，會中解決 6位

民眾陳情問題，另 3 位將另擇時間由市長親自約見。 

（三）本月份辦理里鄰工作會報共有 8 場次。 

（四）配合本府民政局辦理『幸福+專案』致贈福袋，本月共致贈 327 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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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件、B 辦理中及 C級計畫辦

理 2 件，均依規定列管辦理中。 

（六）11 月 11 日召開本年度第 2次強迫入學委員會。 

（七）本月中輟生有 10 位、復學 3人、7人持續追蹤中。 

（八）本月份申請借用區民活動中心 64 件，共收場地使用費 61,679 元、

清潔費 4,400 元及保證金 24,000 元。 

（九）本月市容查報總計查報 1,373 件，其中已改善完竣 1,256 件、計畫

辦理 101 件、無法辦理 8 件、移文 3 件、改列非市容查報案件 4 件，

照片上傳 1,346 件，上傳 98.03%。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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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本區共 7個里辦公處及 5個國民小學申請。 

（十一）本月清潔日活動共執行 6處及傳染病高危點執行地 5地點。 

（十二）11 月 2 至 8 日配合全國滅鼠週活動，各里辦公處開設鼠餌供應站，

懸掛宣導紅布條及海報，以達滅鼠成效。 

（十三）受理 98 年下半年（7 月至 12 月）原住民兒童托育補助申請案 13

件。 



（十四）受理臺北市原住民婦女扶助申請案 2件，原民會審核中。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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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資格符合。 

（十六）受理行政院原住民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獎勵金-丙級汽車修護申請

案 1 件，原民會審核中。 

（十七）受理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原住民子女就學交通補助費申請案 67 件、

外縣市高中職以上教育代金申請案 17 件、學生獎助金申請案 2件及

生活津貼申請案 44 件。 

二、社會業務： 

（一）受理低收入戶申請 156 件。 

（二）受理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申請案 28 件。 

（三）受理敬老愛心悠遊卡申請 329 件。 

（四）受理身心障礙鑑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45 件。 

（五）受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申請 60 件。 

（六）受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計核定 67 件。 

（七）本區以工代賑人員 275 人，核撥工資新臺幣 3,74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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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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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件。 
（十二）受理 98 年度第 1 學期低收入戶子女就學交通補助費申請，本月共

172 人提出申請。 

（十三）受理急難救助 28 件，核發救濟金 62,000 元。 

（十四）受理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5件，核發補助費 115,000 元。 

（十五）受理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共 51 件，核撥金額 705,000 元。 

（十六）受理臺北好溫馨關懷食物券申請案 59 件，核撥 295,000 元。 

（十七）發放 98 年度重陽敬老禮金作業，已於 11 月 13 日發放完成，共發

放 19703 人（99 歲以上共 25 人、70 至 98 歲共 19,655 人及原住民

60 歲以上者 23 人）。 

（十八）10 月 31 日晚間本區新安里雙和市場發生火災，於新忠里民活動場

所成立災民收容中心，共收容 33 名受災戶，11 月 1 日依里辦公處提

供之名單發放民間捐款急難金每戶 5000 元，共核發 48 戶，另 11 月

2 日於新安里辦公處受理受災民眾申請馬上關懷溫馨關懷共 46 件，



並於 11 月 6 日發放完畢，另於現場發放食物券共 40 件。 

（十九）健保相關業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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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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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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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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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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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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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件。

三、經建業務： 

（一）本月辦理商品標示抽查一般商品抽查共 50 件；特殊商品第 4 季「寢

具、毛巾、鞋類、祭祀用品、織襪、內衣、毛衣及泳衣」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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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

達力裝潢設計有限公司於 98 年 9 月 29 日開工，由林松生建築師事

務所負責監造，於 11 月 10 日竣工，11 月 24 日驗收，驗收缺失已通

知廠商於 12 月 4 日前改善完畢。 

（三）本年度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 10 月 30 日竣工，11 月 12 日驗收，驗

收缺失於 11 月 19 日改善完成，11 月 25 日複驗完成。 

（四）98 年度鄰里維護工程於 10 月 14 日開標，由俊輝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得標，10 月 29 日開工，合約工期為 12 月 18 日竣工。 

四、兵役業務： 

（一）辦理國民兵異動共 29 件；辦理核補發國民兵證書共 1件。 

（二）辦理常備兵徵集，計陸軍大專及一般 2079、2080 梯次、空軍 816 梯

次、海鑑 645 梯次、海陸 723 梯次、補充兵 223 梯次等 6 梯次，共

計徵集 84 人。 

（三）辦理役男延期入營計 10 件；辦理役男免役證書補發 1 件。 

（四）辦理役男申請體位變更 2 人。 

（五）辦理年度役男初檢 20 人。 

（六）核發役男入、出境申請書 35 件，僑民、僑生異動 6 人。 

（七）辦理役男異動 87 人；辦理常備役、替代役抽籤共 47 人。 



（八）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12 件；辦理役男禁役 2 人。 

（九）辦理在營軍人特別補助申請 3戶，申請金額 13,500 元。 

（十）辦理服兵役役男生活扶助戶 2戶，一次安家費金額 51,150 元。 

（十一）辦理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104 人、停役報到 2人、零退報到 3 人、

免役 2人、回役 1人，共計列管人數 22,314 人。辦理替代備役報到

18 人，零退 37 人，共計列管人數 919 人。 

（十一）辦理替代役徵集第 77 梯次共 12 人。 

（十二）受理申請服家庭因素替代役共 2 件。 

五、調解業務： 

（一）本月受理調解聲請共 50 件，其中民事事件 36 件（調解成立案件 15

件、調解不成立案件 3 件、未到場者 5 件、尚調解中 13 件）及刑事

事件 14 件（調解成立案件 5 件、調解不成立 3 件、未到場 1件、尚

在調解中 5 件）。 

（二）本月計有律師 20 人次提供法律諮詢服務，共計服務 170 件，依其性

質分為：民事事件 99 件、刑事事件 33 件及其他性質事件 3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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