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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創新措施 
一、本所 6、9樓開放空間設置藝文陳列區，開放供民眾參觀，提昇市民生

活品質。 

二、本所 6樓開放空間設置獨立調解室 3處，期能提昇為民服務品質。 

三、開放本行政中心 2樓一隅供中華視障安養福利協會駐點設置盲友按犘小站，促進視

障朋友就業機會，並提供洽公市民多元服務。 

四、本所 8、9、10 樓女廁施作紅外線感應顯示器，節省民眾等候時間。 

重要成果 
壹、民政業務 

     一、市容查報自 94 年 8 月 1日至 8 月 31 日止，上網查報案 

         件計 356 件。 

  二、94 年度原住民兒童托育補助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止，申 

      請案件共計 10 件。 

  三、94 年度原住民申請婦女扶助 94 年 8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止， 

      申請案件共 3件。 

      四、本區計有 9處區民活動中心，94 年 8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共 

          使用 459 次。 

     五、94 年 8月份檢查病媒孳生源地區有百福里、萬福 

         里、南港里、舊莊里、東新里、三重里、九如 

         里、玉成里。其中百福里、南港里、舊莊里、三 

         重里為 1 級，東新里原為 2 級經改善複查後為 1 級， 

         九如里原為 2級經改善複查後為 0級，其他里別為 0 

         級。 

     六、本區已於 8 月 30 日下午辦理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教育 

         宣導講習。 

     七、本區已辦理登記寺廟截至目前為止計 15 家，已設 

         立許可財團法人教會 4家，未登記宗教場所及教會 

         聚會所共計 143 家。 

     八、94 年 8月份辦理睦鄰互助聯誼活動計 2 里（舊莊 

         里、九如里）辦理完成，共計有 636 位里民參 

         加。 



     九、94 年 8 月份辦理鄰長自強活動計 3里(中南里、東新里、萬 

          福里)辦理完成，共計有 64 位鄰長參加。 

      十、南港活力 logo 設計活動於 8/10（三）經由評選委員會徵 

         選出入圍作品 10 件，8/15-9/15 上掛網站開放民眾票選出 

         優勝者。 

貳、社政業務 

  一、災害救濟金（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止）： 

      災害救濟金 0件。 

      二、申請身心障礙手冊（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止）： 

      合計發放：114 件。 

     三、敬老愛心悠遊卡申辦作業（自 8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止）：合計受理 90 件。 

      四、獨居長者照顧（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止）： 

          長者人數合計約 244 人。 

      五、申請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 

          止）：新申請案件 23 件。 

      六、低收入戶（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止）： 

      新申請案件計 21 件。 

      七、申請身心障礙津貼計 36 人、身心障礙生活扶助計 1人。 

      八、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計 30 件。 

      九、申請育兒補助計 16 件。 

      十、市民臨時工登記及派工計 153 人。 

       十一、敬老福利生活津貼申請案件計 49 件。 

        十二、墳墓遷葬公告計 5件。 

       十三、本月無社區發展協會召開會員大會。 

       十四、輔導舊莊（8/24）、聯成（8/2）、西新 

          （8/18）、富南(8/18)、(8/27)、合成(8/31)、百 

           福(8/2)社區發展協會召開理監事會議。 

        十五、輔導舊莊（8/24）、富南(827)社區發展協會召開會 

            員大會。 

       十六、防災之各項救濟物資控管。 

參、健保業務 

      一、全民健保第一類（里鄰長）、第五類（低收入戶）、 

          第六類（地區人口）受理各項案件件數統計：  

 （一）轉入及加保：612 件 



 （二）轉出及退保：371 件 

 （三）停保及復保：66 件 

 （四）變更事項：28 件 

  二、列印補開健保費繳款單 116 件。 

  三、健保 IC 卡讀卡檢示 179 件。 

  四、便民服務工作（傳真、郵寄）辦理案件計 43 件。 

  五、受理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認定計 0件。 

  六、第五類健保（福保）清查人數計 0人。 

肆、工務業務 

      一、94 年度鄰里公園維護工程第 3次施工通知現正辦理規劃 

          設計作業中。 

      二、94 年度登山步道維護工程正辦理簽約中。 

      三、94 年度鄰里公園綠美化及高枝修剪工程第 1~5 次施工已 

          於 8 月 31 日完成第 1次付款。 

      四、94 年度鄰里維護工程第 1批已完工，並於 94 年 7 月 21 日驗 

          收完成。。 

      五、94 年度產業道路維護工程第 1批已完工，第 2批正辦理簽 

          約中。 

      六、山區水土保持維護工程第 1次通知現正施工中。 

      七、94 年度鄰里維護工程第 2批暨天然災害防（搶）救工 

          程，現正執行中，第 1次施工通知已通知廠商。 

伍、役政業務 

      一、國民兵異動管理：遷入 31 人、遷出 9人，共計 40 人。 

      二、8月份止國民兵列管 1,409 人。 

      三、核發役男免役證書 4人。 

      四、役男驗退及申請複檢 7人；複檢通知書 11 人；核發體位 

          判定結果通知書 42 人；完成徵兵檢查 23 人。 

      五、辦理各年次役男異動管理 35 人。 

      六、役男徵集入營：陸軍 2梯次 35 人、海艦 1梯次 5人、海陸 1 

          梯次 2人、空軍 1梯次 3人、補充兵 1梯次 6人，合計 6梯次 

          51 人。 

      七、役男申請出境共計 66 人。 

      八、發放在營軍人家屬特別補助費計有 4件 25,200 元。 

      九、核發在營服役證明 2件。 

      十、協助辦理役男入營前座談會 2場次，26 人參加。 

        十一、後備軍人異動管理：遷入 168 人，遷出 149 人，住變 

            132 人，合計 449 人，至本月份止列管人數 17,375 人。 

        十二、平安退伍歸鄉報到 46 人（正常退伍 38 人、零退報到 5 

            人、停役報到 3人）。 

        十三、家庭因素替代役申請 3人。 

        十四、替代役異動管理：遷入 3人、退役 3人。。 

        十五、8月份止替代役備役列管人數 179 人。 

        十六、核發替代役體位判定通知書共計 2人。 



        十七、異地申請案件 3件。 

  

陸、一般行政 

一、本行政中心禮堂 8 月份計使用 6次。 

二、94 年 8月份本行政中心地下 1 樓停車場便民停車 

    位，共服務洽公民眾停車 267 次。 

三、受理人民陳情案 6 件（含行政救濟案件 1件）。 

四、為民服務研考業務： 

   (一)行政救濟案件受理 1件。 

  (二)「市長信箱」受理 4件。 

   (三)「聯合服務中心」受理 0件。 

   (四)本月上網人次共計 5103 人次。 

       (五)增強本所雙語指標系統。 

未來施政重點 

未來重大施政(含大型活動) 項目名稱(94.1.1 至 94.12.31.) 

壹、民政業務 

   本年度 2005 年桂花節活動擬預訂於 94 年 9 月 24 日（星期六）假南港茶葉製造示範場舉行。 

貳、社政業務 

       一、防災之各項救濟物資控管。 

       二、辦理重陽節敬老禮金發放。 

       三、辦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業務總清查（94 年 10 月 11 日~95 年 2 月 28 

           日）。 

       四、辦理低收入戶總清查（94 年 09 月 16 日~95 年 03 月 31 日）。 

       五、辦理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業務總清查（94 年 10 月 11 日~95 年 2 月 

           28 日）。 

       六、辦理育兒補助業務總清查（94 年 9 月 1 日~12 月 31 日）。 

      七、辦理以工代賑臨時工總登記作業（94 年 11 月~12 月底）。 

參、一般行政 

       一、辦理行政中心大樓及週邊環境改造。 

       二、辦理行政中心大樓消防安全檢查。 

       三、辦理行政中心大樓建物安全檢查。 

       四、辦理行政中心大樓洽公便民停車位雙語環境設置中。 

       五、預定設置資訊科技電子看板，迅速傳達本所各項施政作為，讓民 



           眾掌握即時訊息。 

       六、預定規劃兒童閱讀遊樂區，提供洽公民眾更貼心的服務。 

七、        因應「多用網路、少用馬路」政策，加強本所網站功能，預定建置留言版、榮譽榜、

網路民調、全民健保被保險人應付金額試算與役男體位（BMI 值）查詢系統等等。

八、    規劃民眾意見反映系統，有效處理人民各式（傳真、電話、郵件）陳情案件，迅速回應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