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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無 

重要成果 壹、 民政 

一、已於 7 月 1~31 日受理原住民中低收入租屋補助申請。 

二、已於 7 月 7 日辦理 97 年度公立國民小學新生入學報到。 

三、已於 7 月 8 日配合健康服務中心辦理「健康城市標竿學習之

旅」。 

四、已於 7 月 14 日上午配合市政府警察局辦理 97 年度社區治安

研習觀摩會。 

五、已於 7 月 15 日辦理里辦公處執行「公文管理標準化」年中考

核。 

六、已於 7 月 17~18 日成立卡玫基颱風災害應變中心。 

七、已於 7 月 22 日辦理辛亥區民活動中心 2 樓隔音牆工程發包，

並於 8 月 1 日施作完工。 

 

貳、社政 

一、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共計 347 件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合於鑑定者共計 230 件，不

合者 4件，辦理異動遷出 27 件、遷入 30 件，未依限重鑑死

亡註銷手冊計 10 件，手冊遺失補發 46 人。 

二、臺北市敬老、愛心悠遊卡申請： 

敬老悠遊卡核發 250 張；愛心悠遊卡核發 50 張；愛心陪伴悠

遊卡核發 45 張。 



三、兒童福利: 

 7 月份本區領有育兒補助款兒童共計 64 名，核發金額總計

165,000 元；新申請案件共計 6 件；中低收入戶三歲以下兒

童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申請共計 6件。 

四、臨時工輔導： 

(一)臨時工新申請共 6 件。 

(二)臨時工到工人數共計 225 人。 

五、身心障礙者津貼： 

(一)身心障礙者津貼新申請案共計 70 件，異動 155 件。 

(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案共計 6 件。 

六、身心障礙者器具補助： 

7 月份器具補助費合計 1,270,520 元，已按程序撥款各申請

補助民眾，本月申請案件共計 94 件，核撥 94 件。 

七、7月份敬老車票核發 13,877 張，身心障礙車票核發 1,571 張，

身心障礙陪伴者優待車票 27 張，核發敬老證(含遺失補發)326

張。 

參、健保業務 

一、第一類里鄰長健保目前在保人數 648 人，本月份共辦理轉入

9 件，退保 1 件，轉出 1件，停保 0件，復保 0 件，基本資

料變更 0件。 

二、第五類福保(低收入戶)健保目前在保人數 1,775 人，本月份

共辦理轉入 22 件，退保 4件，轉出 12 件，基本資料變更 0

件。 

三、第六類地區人口健保目前在保人數 74,009 人，本月份共辦理

轉入 1,504 件，退保 80 件，轉出 588 件，停保 426 件，復保

319 件，基本資料變更 51 件，繳款單補列印 439 件。 

四、受理便民服務工作(傳真、電話、郵遞辦理)123 件。 



五、受理健保卡強制開卡計 409 件。 

六、受理外籍人士健保業務申辦 6件。  

七、受理經濟困難申請健保費紓困案件 1 件，受惠人數 4 人，申

貸金額為 49,476 元。 

肆、工務 

一、91 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延吉」公園整建工程已於 3月

28 日開工，6 月 25 日竣工，7 月 21 日初驗，8月 6 日辦理初

驗缺失複驗。 

二、91 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鳳雛」公園整建工程案於 7月

22 日第 2次開標流標，目前請規劃單位檢討修正設計內容。

三、91 年度第 1批鄰里維護工程於 2月 19 日開標，3月 4 日開工，

6 月 30 日竣工，7月 24 日完成初驗，8 月 12 日辦理正驗。

四、91 年度第 1批鄰里公園維護暨災害搶救工程已於 3月 4 日開

工，6月 30 日完工，7 月 14 日初驗，7 月 23 日完成正驗。

五、91 年度鄰里計畫工程於 4 月 22 日開標，4月 29 日訂約，5

月 8 日檢驗溝蓋，5 月 12 日開工，6月 24 日竣工，7月 17

日完成初驗，8月 7 日辦理正驗。  

六、已完成業務之統計數量 

（一）鄰里維護工程：本期維護工程，共修補路面 5平方公尺，

更換溝蓋 21.1 公尺，集水井 6 座。 

（二）鄰里公園借用：7月份計 86 件。 

（三）商業：商品標示抽查 40 件，標示改正複查合格 5件。 

（四）畜牧類：本區酪農飼養家畜禽情形資料調查：乳牛 70 頭、

猪 76 頭。 

 

伍、役政 

一、列管國民兵共 2,017 人。 



二、常備役役男抽籤共 212 人。 

三、役男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共 7 人。 

四、常備兵徵集入營共 91 人。 

五、僑民役男申請暫緩徵兵處理共 1人。 

六、常備役男延期入營申請共 8 人。 

七、現役軍人異動共 10 人。 

八、列級徵屬醫療補助共 1人，發放 2,000 元。 

九、役男免役證書申請共 22 人。 

十、現役軍人志願留營共 1人。 

十一、後備軍人列管共 36,699 人。 

十二、役男短期出境申請共 287 人。 

十三、補充兵徵集入營共 7人。 

十四、各年次役男異動共 66 人。 

十五、役男短期出境申請共 319 人。 

十六、役男免役證書申請共 13 人。 

十七、列管僑民生人數共 1600 人。 

十八、僑民生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29 人 

十九、役男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55 人。 

二十、在營軍人家屬一次安家費共 1戶,發放 30900 元。 

廿一、在營軍人入營服役證明書申請共 10 件。 

廿二、後備軍人歸鄉報到共 82 人。 

廿三、後備軍人退伍令遺失補發申請共 1 件。 

廿四、現役軍人停役共 7人。 

廿五、後備軍人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725 人，後備軍人列

管共 45359 人。 

廿六、後備軍人轉免役體檢申請共 4人。 

 



陸、一般行政 

一、91 年 7 月本行政中心地下停車場便民車位共計服務洽公民眾

2,224 車次，另殘障車位共服務 1車次。 

二、文書研考業務: 

91 年 7 月受理已掛文號人民申請案件 235 件、人民陳情案

46 件、行政救濟案 1 件，均依限辦結。 

三、為民服務研考業務: 

(一)設置區長專線電話、區長信箱、留言板、意見箱，答覆

市民疑難問題，計區長信箱 11 件、留言板 16 則。 

(二)市長信箱受理 9 件，市府話務中心後送案 11 件，均於

限期內答覆並追蹤列管。 

(三)本所網站發布新聞 10 則。 

柒、調解業務 

一、91 年 7 月份受理聲請調解案件 66 件，其中調解成立 15 件，

當事人不到場 15 件，當事人雙方意見不一致 11 件，撤回 2

件，達成協議 3件，未結案 20 件。其中調解不成立證明發出

11 份。 

二、為解決本市市民法律疑難問題，本會委請專業律師輪值為市

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本(7)月份共計律師服務人數計 22 人

次；受理市民法律諮詢計 166 人次。 

 

突破難題 無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壹、民政 

一、5月~9 月底前加強防溺宣導，避免夏日戲水發生意外。 

二、預定 8 月 1~31 日辦理中元普渡祭典集中焚燒金銀紙錢活動。 

三、預定 8 月 1~31 日辦理寺廟建物領有建築執照，但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原

因調查工作。 

四、預定 8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辦理 97 年神壇與未成立財團法人之教會訪查

工作。 

參、工務 

一、賡續辦理 91 年度鄰里維護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勘查、監工、驗收、

結算等事宜。  

二、賡續辦理 91 年度鄰里計畫工程發包、勘查、監工、驗收、結算等事宜。

三、賡續辦理 91 年度鄰里公園維護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勘查、監工、驗

收、結算等事宜。  

四、賡續辦理 91 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延吉」公園整建工程監工、驗收、

結算付款等事宜。 

五、辦理 91 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寧馨公園」規劃設計案後續作業。 

肆、役政 

一、陸軍常備兵徵集入營。 

二、空軍常備兵徵集入營。 

三、海軍艦艇兵常備兵徵集入營。 

四、各年次役男補抽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