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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重要成果 民政課 

一、 五月十三日辦理成年禮、路蚤市場及休閒運動大會假金華

    國中舉行。 

二、 五月廿八日召開市容會報。 

三、 五月份里幹事工作會報已於五月廿九日召開 

五月廿九日召開市容查報 PDA 操作檢討會。 

社會課 

一、 申請身心障礙手冊（5 月 1日至 5 月 31 日止）： 

九十年五月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共計 404 件，合於鑑定者共

計 275 件，不合者 8 件，辦理異動遷出 43 件、遷入 54 件，

補發共計 28 件，死亡註銷手冊者計 41 件。 

二、核發敬老證及敬老車票（5 月 1日至 5 月 31 日止）： 

五月核發敬老證(含遺失補發)214 張，敬老車票核發 13,512

張，身心障礙車票核發 1,141 張，身心障礙者陪伴者優待

車票核發 30 張。 

三、育兒補助（5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 

五月份育兒收件量計 6 件，合格案 5件，不合格案 6件，

遷區案 3件。 

四、輔導社區發展（5 月 1日至 5 月 31 日止）： 

（一） 輔導錦華社區發展協會召開會員大會。 

（二） 協助成功社區、忠愛社區、永福生活圈社區及錦華社區



等四發展協會接受本市九十年度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三） 辦理本區「台北市社區弱勢婦女服務專題訓練」。 

五、低收入戶（5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 

（一）低收入戶申請案 37 件，核准 30 件，異動 167 件。 

（二）低收入戶發卡作業仍持續進行中。 

六、申請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5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 

（一）五月份案件數計 29 件，送社會局核定計 1,620 件。 

（二）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總清查：審核作業已於 5月 31

日完成。 

七、身心障礙者津貼（5月 1 日至 5月 31 日止）： 

（一）身心障礙者津貼申請案 134 件，核准 134 件，駁回 0 件，

他區遷入 22 件，異動 186 件。 

（二）非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案 1件。 

八、急難救助（5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 

   五月份急難救助共計核發十三件，新台幣捌萬零伍佰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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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全部完

工，五月二十三日驗收完竣，後續辦理結算事宜。  

（二）九十年度鄰里計畫工程已於五月二十二日全部完工。 

（三）通化公園已完成驗收結算事宜。 

（四）九十年度第二批鄰里維護工程五月八日開標，五月二十

二日開工。       

 （五）德安、龍陣公園五月十二日完工慶祝活動已辦理完成。

 （六）本區敦安公園五月四日開標，五月二十四日開工。 

 （七）農委會九十年第一期作「水旱田利用調整後續計劃」種

稻及轉作、休耕直接給付補貼申請已受理完成，並函轉出耕地公

所代勘。 



 二、已完成業務之統計數量 

（一）鄰里維護工程：本期維護工程五月份，共施築路面

3185.1 平方公尺、暗溝 100 公尺，更換溝蓋 52.9 公尺，

鐵板 1塊，集水井 5 座。                  

（二）商業：商品標示抽查 40 件，標示改正複查合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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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月份本區函轉九十年第一期作種稻及轉作休耕補貼給

付農戶計 16 戶。 

（五）公園維護工程：五月份共完成二十九件，施作

彈性地墊共計 191 平方公尺，遊樂器具維護 3座，四

季花草種植共計 3435 盆，灌木類 1005 株，補植草皮

34 平方公尺，施作公園告示牌 3 座。 

  （六）鄰里公園借用：共 2 件。 

兵役課 

(一)、國民兵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65 人，列管國民兵人

數：4920 人。 

(二)、九十年度國民兵兵籍資料清查，共核對更正資料 17 件。

(三)、國民兵證書遺失補發申請共 8 件。 

(四)、九十年五月九日補充兵徵集入營（第 106 梯次）共 39 人。

(五)、九十年五月二日常備兵徵入營（陸軍第 1873 梯次）共計

44 人。 

(六)、九十年五月十五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憲兵第 607 梯次）共

計 2 人。 

(七)、九十年五月十六日常備徵集入營（空軍第 712 梯次）共計

5 人。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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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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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 

(十)、替代役役男補抽籤共 7 人。 

(十一)、各年次役男補抽籤共 14 人。 

(十二)、役男延期入營申請共 10 人。 

(十三)、役男體位變更申請共 14 人。 

(十四)、役男免役申請共計 13 人 

(十五)、各年次役男複檢申請、戊等複檢、補檢共計 19 人。 

(十六)、役男禁役申請證明書共 1人。 

(十七)、役男短期出境申請共計 78 人。 

(十八)、役男徵額歸屬證明申請共計 15 人。 

(十九)、列管僑民生辦理徵處共 2人。列管僑民生人數：2186

人。 

(二十)、役男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58 人。 

(二十一)、在營軍人家屬特別救濟共計 1 戶發放 8400 元 

(二十二)、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申請共 8 件。 

(二十三)、在營軍人家屬特別補助費共計 1 戶發放 8100 元。 

(二十四)、在營軍人家屬慶弔儀金 2戶發放 3600 元。 

(二十五)、在軍人急難慰助金共 7 戶發放 5000 元。 

(二十六)、在營軍人家屬三節（端節）生活扶助今共 5戶發放

106800 元。 

(二十七)、役男入營前座談會共 105 人。 

(二十八)、後備軍人歸鄉報到共 187 人。 

(二十九)、後備軍人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610 人，列管後

備軍人共 47563 人。 

(三十)、年度後備軍人緩召申請共 146 人。 



(三十一)、後備軍人轉免役體檢申請 5人。 

(三十二)、後備軍人退伍令、年齡、姓名、身分證統號更正申請

共 8 人。 

(三十三)、九十年五月三十日下午團管部蒞所後備軍人資料清

查。 

(三十四)、九十年六月四日常備兵徵集入營（空軍第 713 梯次）

共 3 人。 

(三十五)、九十年六月五日常備兵徵集入營（陸軍第 1875 梯次）

共 4 人。 

(三十六)、九十年六月十八日常備兵入營（空軍第 714 梯次）共

3 人。 

(三十七)、九十年六月十九日常備兵徵集入營（陸軍第 1876 梯

次）共 4人。 

(三十八)、九十年六月十九日補充兵徵集入營（第 107 梯次）共

7 人。 

(三十九)、九十年六月二十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陸戰隊第

622 梯次）共 3人。 

(四十)、九十年六月二十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艦艇兵第 544

梯次）計 1 人。 

(四十一)、體檢新制將於九十年六月一日實施，複檢、補檢尚待

排定。 

(四十二)、九十年大專畢（結）業生役男抽籤約 980 人，訂於六

月二十七日抽籤。 

(四十三)、端節前兵役處慰問本區替代役貧困徵屬張仁富先生。

(四十四)、端節前兵役處慰問本區傷病殘軍人（一等公殘）林德

乾先生、陳啟良先生等二名。 

(四十五)、後備軍人緩召申請資料預定於六月五日上午送兵役



處會同初審。 

健保業務 

一、截至本（五）月份各類在保人數： 

 1.第一類（里鄰長）：546 人。 

 2.第五類（低收入戶）：1,147 人。 

 3.第六類（榮民、地區人口）：47,378 人。 

  二、五月換發健保卡計 2939 張。 

  三、五月列印補開繳款單 110 份。 

  四、五月便民服務工作（傳真、電話、郵遞辦理）案件 93 件。

調解會 

一、 九十年五月份受理聲請調解案件四十一件，其中調解成立

八件，當事人不到場四件，當事人雙方意見不一致十一件，

不受理或撤回二件，未結案十六件。 

二、 調解委員會委員於五月四日上午在本會何信隆主席帶領 

     下，集體前往立法院參訪，行程業已圓滿完成。 

秘書室 

本行政中心集會堂 5 月份計出借 1件。 

二、90 年 5 月本行政中心地下停車場便民車位共服務洽公民 

    眾 1903 車次（另殘障車位共服務 22 車次） 

三、文書研考業務 

    九十年五月受理人民申請案 164 件、人民陳情案 4件、市  

    長室交辦民眾陳情案 4件。 

 

突破難題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民政課 

一、區政說明會預定於八月一日舉辦。 

二、里鄰工作會報將於六月底前召開完畢。 

社會課 

一、 訂於六月十九日擴大區務會議中，由民族國中示範緊急安置所之作業

流程。 

二、 訂於七月十二日舉辦本區地震災害防救演習。 

持續輔導各社區發展協會會務正常推動。 

經建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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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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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理九十年度第二批鄰里公園維護工程發包作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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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辦理九十年台閩地區工商業普查。 

六、辦理區政發展計畫委託規劃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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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