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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為減省民眾勞煩，本所調解會提供線上調解聲請及調解不成立證

明書之聲請服務，請民眾多多利用。 

重要成果 壹、 民政 

一、九十年九月六日於本所十樓集會堂辦理「大安飆旗∣製旗

DIY」活動。 

二、九十年九月十五日於金華國中辦理「大安飆旗」活動，現場

參加人數約八佰餘人。 

三、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預定工作進度：本區遮屏、票匭清點報

修工作己於九十年九月十四日完成。 

四、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本區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主任管理、

主任監察員、管理員）一二五○人己遴選完成，預定十月五日函

報台北市選委會。 

五、中元普渡祭典集中焚燒金銀紙運動己依規定宣導、輔導。 

六、九十年九月六日至九月三十日處理交通公文七十件，現場及

電話受理學籍諮詢二五三人次、受理在家自行教育六件。 

貳、社政 

一、輔導社區發展及人民團體（9月 1 日至 9月 31 日止）： 

(一)輔導成功社區發展協會召開理監事會。 

(二)輔導錦華社區發展協會召開理監事會。 

二、申請身心障礙手冊（9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90年 9月共計 296件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合於鑑定者共計 208件，

不合者 8件，辦理異動遷出 32 件、遷入 32 件，死亡註銷手冊者

計 35 件。 

三、育兒補助（9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九月份育兒補助申請案計 10 件，異動案 3件。 

四、申請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9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申請案件 9月份申請件數 19 件，異動人數

5 人，送局核定 64 件。 

五、低收入戶（9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低收入戶申請案 26 件，核准案 14 件，異動案 14 件，低收入戶喪

葬補助 3件共發放 69,000 元。 

六、核發敬老證及敬老車票（9 月 1日至 9 月 30 日止）： 

九月核發敬老證(含遺失補發)172 張，敬老車票 10936 張，身心

障礙車票 938 張，身心障礙者陪伴者優待票 37 張。 

七、急難救助（9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九月份共計核發急難救助二十件，新台幣壹拾萬參仟元正。 

八、臨時工輔導（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臨時工薪資八月份計 238 人次，計工作天數為 6,674.5 天，合計

薪資參佰參拾參萬柒仟貳佰伍拾元整，九月份薪資彙核待撥作業

中。 

九、身心障礙者器具補助（9 月 1 日至月 30 日止）： 

身心障礙殘障器具補助費八月份計 98 人，合計壹佰貳拾壹萬肆仟

柒佰玖拾玖元整，九月份補助費核計作業中。 

參、健保業務 

一、截至本（九 ）月份各類在保人數： 

1.第一類（里鄰長）：542 人 

2.第五類（低收入戶）：1,292 人 

3.第六類（榮民、地區人口）：49,161 人。 

二、九月換發健保卡計 2129 張。 

三、九月列印補開繳款單 70 份。 

四、九月便民服務工作（傳真、電話、郵遞辦理）案件 38 件。

肆、工務 

一、己完成之重要工作 

（一）九十年度第二批鄰里維護工程已完成驗收結算付款事宜。

（二）社區環境改造工程--安祥公園整建工程已於九月二十八日

開標。 

（三）九十年度鄰里計畫公園--和平公園整建工程已於九月二十

五日開標。 

（四）九十年度鄰里計畫公園--新龍公園整建工程已於九月十一

日開標，九月二十一日開工。 

（五）為配合馬市長在市政會議指示「清潔地球活動」，九月二十

二日在福州山辦理清潔步道活動。 

（六）錫塯環境綠化基金會九十年度（90.08.01~91.09.30）公共

空間綠美化輔導計畫，本區推薦甄選地點為敦安公園。 

（七）協助受理農戶申請行政院農委會辦理之「水旱田利用調整

後續計劃」九十年第二期作種稻及轉作、休耕獎勵金補助事宜，



九月份本區共受理二十四件，已函請耕地所在鄉鎮市公所代勘。

（八）協助納莉颱風受災戶地下室抽水，共計六十五處。 

二、已完成業務之統計數量 

（一）鄰里維護工程：本期維護工程九月份，共施築路面 287.68

平方公尺、暗溝 40 公尺，更換溝蓋 27 公尺，鐵板 2塊，集水井 4

座。 

（二）商業：商品標示抽查 40 件，標示改正複查合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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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維護工程：九月份種植灌木類 710 株，搖搖樂換新 4

座，彈性地墊 124.07 平方公尺，施作落葉堆肥箱 3 座，座椅 3

座，不鏽鋼清潔筒 1 個，舖設草皮 110 平方公尺。 

（五）鄰里公園借用：九月份計 6件。 

伍、役政 

一、國民兵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64 人，列管國民兵人數：

4909 人。 

二、國民兵證書遺失補發申請共 9 件。 

三、九十年九月四、十七日常備兵徵集入營(陸軍第 1881及 1882

梯次）共計 65 人。 

四、九十年九月十七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憲兵第 611 梯次）共十

人。 

五、九十年九月十九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艦艇兵第 547 梯次）

共 11 人。 

六、九十年九月十九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陸艦隊第 625 梯次）

共 7 人。 

七、九十年九月十八日常備兵徵集入營（空軍第 718 梯次）共 10

人。 

八、役男延期入營申請共 15 人。 

九、替代役役男複檢申請共計 5 人，補抽籤共計 2 人，申請延期

入營共計 6 人。 

十、各年次役男申請複檢、戊等複檢、難以判定複檢、驗退複檢

共 10 人。 

十一、役男體位變更申請共 21 人。 

十二、年次役男徵兵檢查及各年次補檢共計 60 人。 

十三、補充兵及提前退伍申請共 1人。 

十四、各年次役男補抽籤共計 11 人。 

十五、役男短期出境申請共計 88 人。 

十六、役男免役申請共 27 人。 



十七、列管僑民生辦理徵處共 3 人，列管僑民生人數共 2221 人。

十八、役男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45 人。 

十九、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申請共 5 件。 

二十、在營軍人家屬特別補助費共 2戶發放 13400 元。 

廿一、在營軍人急難慰助金共 3 戶發放 3000 元。 

廿二、在營軍人家屬特別救濟共 2戶發放 15100 元。 

廿三、在營軍人家屬三節（秋節）生活扶助金共 7 戶發放 153300

元。 

廿四、役男入營前座談會共 138 人。 

廿五、後備軍人歸鄉報到共 63 人。 

廿六、後備軍人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507 人，列管後備軍

人人數共 47811 人。 

廿七、後備軍人轉免役體檢申請共 3人。 

陸、一般行政 

一、本行政中心集會堂 9月份計出借 2 件。 

二、90 年 9 月本行政中心地下停車場便民車位共服務洽公民眾

1555 車次（另殘障車位共服務 30 車次）。 

三、文書研考業務: 

九十年九月受理人民申請案件 184、人民陳情案 3 件、市長室交

辦民眾陳情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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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免付費申訴電話２件。 

(二)新聞發佈及連繫：共五件。 

(三)「市長信箱」受理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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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調解會之調解業務自九月一日起，至同月三十日止，總 

計受理調解案件計二十六件，其中調解成立者，計四件，其中一

件法院不予核定，調解不成立者計九件，未結案者計十三件。 

二、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訂於十月八日於該署召開調解業 

務研習會，將由本會主席率同各調解委員參加。 

突破難題 無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壹、民政 

一、 九十年度地方文化特色活動「地方人文、大安之美」預訂九十年十月二十

日於客家會館辦理。 

二、 九十年十月十一日九時三十分召開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大安區選務作業

中心第二次工作會報。 

三、九十年十月二十七日辦理身心障礙運動會。 

四、「九十年病媒管制計劃考核」預檢。 

貳、社政 

一、九十年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九日止，核發納莉颱風受災戶善後救濟金。 

二、九十年重陽節敬老禮金自九月十七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由里幹事代表致

贈，九十年十一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在社會課辦理補發。 

參、工務 

一、 辦理納莉颱風過後，本區鄰里道路路面坑洞及鄰里公園設施等毀損工作。

二、 辦理本區地區環境改造工程（寧馨公園整建部分）發包作業。 

三、 九十年度第三批鄰里維護工程預定十二月三十一日完工。 

四、辦理區政發展計畫委託規劃案。 
肆、役政 

一、九十年十月二、十六日常備兵徵集入營（陸軍第 1883 及 1884 梯次）共計

65 人。 

二、九十年十月十六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憲兵第 612 梯次）共計 6 人。 

三、九十年十月十七常備兵徵集入營（空軍第 719 梯次）共計 15 人。 

四、九十年十月十八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艦艇兵第 548 梯次）共計 10 人。

五、九十年十月十八日常備兵徵集入營（海軍陸戰隊第 626 梯次）共計 10 人。

六、 九十年十月十九日各年次補抽籤共計 1 人。 

七、 九十年十月十二日各年次補檢共計 7人。 

八、71 年次役男書面體檢共 30 人。 

九、九十年十月十五日 51-2 期預官徵集入營共 106 人。 

十、九十年十月四日替代役徵集入營（第八梯次）共 30 人。 

十一、納莉颱風在營軍人家屬災害救濟。 

十二、國軍遺族秋節慰問金共 35 戶發放 105000 元。 

十三、一等公殘秋節慰問金共 2 戶發放 35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