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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重要成果 壹、民政 

一、「全國滅鼠週」，以杜絕病媒孳生 

二、永康公園辦理區長帶領里長暨單位主管共同宣導公廁整潔維

護活動。 

三、本區於辦理完成藝文活動諮詢審議推動委員會首 

次座談會。 

四、一月份里幹事工作會報已於一月廿二日召開完畢，並於一月

三十日函送紀錄於出列席人員。 
貳、社政 

一、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九十年一月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共計 368 件，合於鑑定者共計 248

件，不合者 5 件，辦理異動遷出 42 件、遷入 31 件，補發共計 36

件，死亡註銷手冊者計 35 件。 

二、核發敬老證及敬老車票： 

一月份核發敬老證(含遺失補發)196 張，敬老車票核發 13,233

張，身心障礙車票 923 張，身心障礙者陪伴者優待票 27 張。 

三、育兒補助： 

育兒補助一月份總收件量 11 件，遷區案件 8件，合格案件 14 件，

不合格案件 6 件，另負責收集整理寄養家庭兒童名冊乙案，已於

4 月 27 日完成。 

四、輔導社區發展： 

（一）輔導錦安社區、永福生活圈社區、法治社區及龍陣社區發

展協會召開會員大會。 

（二）輔導忠愛社區召開理監事聯席會。 

（三）輔導成功社區、忠愛社區、永福生活圈社區及錦華社區等

四發展協會參與本市九十年度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四）建立社區發展協會文康活動資訊網登載於本所網站上。 

五、低收入戶： 



（一）一月份低收入戶申請案件共計三十一件。 

（二）低收入戶總清查：編號 1 至 27 里部份已全部完成發文，編

號 28 至 54 里部份則尚有少部份未完成，可望於 5 月 5 日前完成。

（三）低收入戶總清查作業已於 4 月 26 日完成全部鍵檔工作。 

七、申請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一）一月份案件數計 143 件,送社會局核定計 366 件。 

（二）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總清查：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總

清查作業於 2 月 2日社會局召開會議後立即展開，並於 3 月 1 日

召開里幹事講習會，目前持續進行總清查作業，預計於 5 月底完

成，總件數 2,385 件。 

九、身心障礙者津貼： 

（一）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案 119 件，核准 109 件，駁回 10 件，

他區遷入 21 件，異動 230 件。 

（二）非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於 90 年 4 月完成總清查，完

成審查（合格）一件。 

十、急難救助： 

四月份急難救助共計核發 10 件，核發新台幣七萬元正。 

參、健保業務 

一、截至本（四）月份各類在保人數： 

1.第一類（里鄰長）：540 人。 

2.第五類（低收入戶）：1,193 人。 

3.第六類（榮民、地區人口）：46,868 人。 

二、一月換發健保卡計 2827 張。 

三、一月列印補開繳款單 95 份。 

四、一月便民服務工作（傳真、電話、郵遞辦理）案件 69 件。

肆、工務 

一、己完成之重要工作 

（一）九十年度第一批鄰里維護工程已於一月三十日全部完工，

後續辦理驗收作業。 

（二）九十年度鄰里計畫工程—安東街本線及泰順街 54 巷路溝工

程已完成。 

（三）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案--仁慈

公園於四月六日驗收完畢，並於四月十四日辦理完工慶祝活動。

（四）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案--通化

公園於一月二十六日驗收。 

（五）本區金華公園業經光武技術學院認養完成。 



（六）本區全安、東豐公園已入選民政局九十年度社區環境改造

計畫甄選案。 

（七）建設局辦理之「社區綠化教室」輔導社區甄選案，本區大

學里、龍坡里辦公處及大安國宅社區乙區管理委員會入選。 

（八）本區參加都發局辦理九十年度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甄選案入

選複選者有： 

１．早安敦煌。 

２．仁愛醫院關懷環境計畫。 

３．文昌家具街風華再現。 

４．美化台北城人行光武里-塯公圳公園與社區人行空間再造。 

（九）完成財政局主辦之「台北市振興景氣方案」細部計劃本所

執行項目季報表。    

（十）農委會九十年第一期作「水旱田利用調整後續計畫」種稻

及轉作、休耕直給付補貼申請受理至一月二十日止。  
（十一）本區里長與社區規劃師座談會於一月十七日再本所十樓

集會堂召開完畢。 
（十二）完成民政局指示本區區政發展計畫先期彙整資料。 

二、已完成業務之統計數量 

（一）鄰里維護工程：本期維護工程一月份，共施築路面 14542.2

平方公尺、暗溝 310 公尺，更換溝蓋 451.44 公尺，鐵板 2 塊，集

水井 8座。 

（二）商業：商品標示抽查 40 件，特殊商品「電器生活用品」專

案抽查 10 件，標示改正複查合格 4 件。 

（三）畜牧類：本區酪農飼養家畜禽情形資料調查：乳牛 75 頭、

猪 86 頭、羊 57、蛋雞 80 隻。 

（四）四月份本區受理九十年第一期作種稻及轉作休耕補貼給付

農戶計有 16 戶。 
（五）公園維護工程：一月份共完成四十件，施作彈性地

墊共計 68 平方公尺，遊樂器具維護 12 座，新增休憩座椅

14 座，公園油漆美化 341 平方公尺，四季花草種植共計

4325 盆，灌木類 2558 株。 

（六）鄰里公園借用：共 6件。 

伍、役政 

一、國民兵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83 人，列國民兵人數：4915

人。 

二、停役兵申請轉服國民兵 0人。 

三、待訓國民兵檢定申請共 8人。 

四、國民兵證書遺失補發申請共 2 件。 



五、國民兵臨時證明書申請共 1 件。 

六、九十年一月十七日常備兵徵入營（憲兵第 606 梯次）共計 11

人。 

七、九十年一月三日常備兵徵集入營（陸軍第 1871 梯次）共計

37 人。 

八、九十年一月十八日常備徵集入營（海軍艦艇兵第 542 梯次）

共計 3人。 

九、九十年一月十八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陸戰隊第 620 梯次）

共 3 人。 

十、九十年一月二日常備兵徵集入營（空軍第 711 梯次）共計 3

人。 

十一、替代役申請共計 106 人。 

十二、役男延期入營申請共計 45 人。 

十三、各年次役男複檢申請、戊等複檢、補檢共計 57 人。 

十四、補充兵及提前前退伍申請共計 1 人。 

十五、各年次役男補抽籤共計 12 人。 

十六、役男免役申請共計 12 人。 

十七、役男短期出境申請共計 39 人。 

十八、役男徵額歸屬證明申請共計 13 人。 

十九、列管僑民生辦理徵處共 3 人。列管僑民生人數：2174 人。

二十、役男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54 人。 

廿一、在營軍人家屬特別救濟共計 1戶發放 8100 元。 

廿二、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申請共 0件。 

廿三、在營軍人家屬特別救濟費共計 1 戶發放 8400 元。 

廿四、在營軍人家屬慶弔儀金 3 戶發放 5400 元。 

廿五、在軍人急難慰助金共 8 戶發放 8000 元。 

廿六、在營軍人家屬一次安家費共 0戶發放 0元。 

廿七、役男入營前座談會共 110 人。 

廿八、後備軍人歸鄉報到共 152 人。 

廿九、後備軍人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642 人，列管後備軍

人人數：49286 人。 

三十、後備軍人退伍令遺失補發共 2人。 

卅一、年度後備軍人緩召申請共計 120 人。 

陸、一般行政 

一、本行政中心集會堂一月份計出借 0 件。 

二、90 年一月本行政中心地下停車場便民車位共服務洽公民 

眾 1669 車次（另殘障車位共服務 24 車次） 



三、文書研考業務 

九十年一月份受理人民申請案 157 件、人民陳情案 2件、市長室

交辦民眾陳情案 3件。 

四、為民服務研考業務 

(一)設置區長專線電話、免付費申訴電話、語音信箱、區長信箱

答覆市民難問題。區長信箱二件、免付費申訴電話七件。 

(二)新聞發佈及連繫：共一件。 

(三)「市長信箱」受理七件均於限期內答覆並追蹤列管。 

辦理為民服務工作電話測試：每日上、下午各測試一位同仁，測

成績皆達標準。 

柒、調解業務 

本調解會總計受理調解案件計二十六件，其中調解成立者，計六

件，不成立者計七件，撤回者計一件，未結案者計十二件。 
突破難題 無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壹、民政 

一、預訂五月十三日辦理成年禮、跳蚤市場活動。 

一、 預訂五月辦理休閑運動大會活動。 

二、 區政說明會預定於八月一日舉辦。進行共分三階段(一)市長施政說明 

(二)區長區政說明(三)里長提案討論，每一次分區可提一至二提案 

貳、社政 

本區訂定於七月十二日舉辦地震防救綜合演習。 

參、工務 

一、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案--德安、龍陣一號等二

座整建公園預定五月十二日辦理完工慶祝活動，並邀請市長主持開園典禮。 

二、辦理九十年度鄰里計畫公園及本區地區環境改造工程（寧馨公園整建部

分）發包作業。 

三、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案（鄰里公園重點整建部

分）—敦安公園預定於五月四日開標。 

四、辦理新龍、和平公園整建工程委外設計監工相關事宜(經費由錫塯環境綠

化基金會撥款)。 

五、辦理錫塯環境綠化基金會九十年度鄰里公園綠化美化成果評選，各里推薦

至五月十五日止。 

六、辦理九十年度第二批鄰里維護工程發包作業。 

七、辦理八十九年台閩地區農林魚牧業普查，普查期間自五月一日至六月二十

五日止。 

八、辦理九十年台閩地區工商業普查。 

九、辦理區政發展計畫委託規劃案。 

肆、役政 

一、九十年五月十五日止受理後備軍人初次及延長效期緩召申請。 

二、九十年五月十五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憲兵第 607 梯次）共計 4 人。 

三、九十年五月二日常備兵徵集入營（陸軍第 1873 梯次）共計 43 人。 

四、 九十年五月十七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艦艇兵第 543 梯次）共計 5 人。

五、 九十年五月十七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陸戰隊第 621 梯次）共計 4 人。

六、 九十年五月十六日常備兵徵集入營（空軍第 712 梯次）共計 5人。 

七、九十年五月九日補充兵徵集入營（第 106 梯次）共計 42 人。 

※ 各欄請依重要程度排列優先順序，能量化之成果應以「有數據、有統計」

之方式清楚呈現，與上一月、去年同期或八十七年底作比較，並輔以表

格、附圖及註解。 

※ 表格請自行延伸，各欄文字字數不限，以能「清楚有效地呈現工作表現

與施政績效」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