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大安區公所施政報告 

資料截止日期：92 年 6 月 30 日  資料更新日期：92 年 7 月 6日 

專責人員：無   職稱：    電話：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無 

重要成果 民政課: 

一、6月 16 日寄發 92 學年度公立國民小學新生入學通知單。 

二、6月 25 日上午召開 92 年度第 1次擴大區務會議暨強迫入學委員

會。 

社會課： 

一、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共計 307 件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合於鑑定者共計 229 件，不合者 4

件，辦理異動遷出 27 件、遷入 28 件，未依限重鑑死亡註銷手冊計

10 件，手冊遺失補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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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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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件。 

(二)臨時工到工人數共計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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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器具補助費合計 1,07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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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一)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6 月份新申請案共計 13 件。 

(二)申請案件社會局核定 5件，異動件數 15 件。 

(三)6 月份列管本區中低收入人口共計 732 人。 



八、臺北市大安區公所 6月獨居長者人數 470 人，關懷訪視次數 470

次。 

九、急難救助 6月份共計核發 2 件，金額新台幣 2,500 元正。 

十、敬老福利生活津貼：申請 107 件，申復案 9 件，喪失資格申報 6

件。 

 

兵役課: 

一一、列管國民兵共 1,650 人。 

二、役男兵籍調查共 9 人。 

三、國軍遺族三節慰問共 26 戶，發放 80,000 元。 

四、常備兵徵集入營共 43 人。 

五、替代役徵集入營共 7人。 

六、服兵役役男家屬一次安家費共 2戶，發放 37,200 元。 

七、傷病殘軍人榮家就養三節慰問共 3 戶，發放 106,000 元。 

八、列級徵屬醫療補助共 1戶，發放 900 元。 

九、役男免役證書申請共 2人。 

十、乙種國民兵申請補換發證書共 3人。 

十一、役男抽籤共 190 人。 

十二、役男短期出境申請共 36 人。 

十三、義務役入營服役證明書申請共 12 人。 

十四、各年次役男異動共 36 人。 

十五、役男初次體檢複檢、難以判定複檢、驗退複檢共 47 人。 

十六、役男申請改變體位共 6 人。 

十七、國民兵異動共 18 人。 

十八、替代役役男複檢申請共 21 人。 

十九、現役軍人異動共 8人。 

經建課: 

一、92 年度第二批鄰里維護工程於 5月 15 日開工，目前施工中。 

二、92 年度第一批鄰里公園維護工程於 3 月 29 日開工，目前施工中。

三、社區環境改造工程－寧馨公園改善工程 5 月 6 日第 1 次流標，5 月

13 日由川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得標承攬，6月初開工。 

四、已完成業務之統計數量 

（一）鄰里維護工程：本期 5 月份維護工程，共修補路面 20.25 平方公

尺，更換溝蓋 20 公尺。                  

（二）鄰里公園借用：6月份計 7件。 



（三）商業：商品標示抽查 20 件，標示改正複查合格 6件。   

（四）畜牧類：本區酪農飼養家畜禽情形資料調查：乳牛 85 頭、猪 

80 頭。 

(五)鄰里公園維護工程：本其 5 月份共種植草花 5270 盆，灌木 107

株，地被植物 250 平方公尺，草皮 52 平方公尺。 

健保課: 

一、截至本（6）月份各類在保人數： 

 1.第一類（里鄰長）：620 人。 

 2.第五類（低收入戶）：1750 人。 

 3.第六類（榮民、地區人口）：53646 人。 

二、6月換發健保卡計 2207 張。 

三、6月列印補開繳款單 261 份。 

四、6月便民服務工作（傳真、電話、郵遞辦理）案件 50 件。 

一般行政: 

一、本行政中心集會堂 6月份計出借 2 件。 

二、92 年 6 月本行政中心地下停車場便民車位共服務洽公民眾 1112 車

次（另殘障車位共服務 50 車次）。 

三、文書研考業務: 

92 年 6 月受理人民申請案件 150 件 、人民陳情案 7 件、市長室交辦民

眾陳情案 1 件、行政救濟案 0 件，均依限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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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疑難問題 1 件；免付費申訴電話 3 件。 

(二) 新聞發佈及連繫：共 2 件。 

(三) 「市長信箱」受理 2 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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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解業務: 

一、92 年 6 月份受理聲請調解案件 85 件，其中調解成立 16 件，當事

人不到場 7 件，當事人雙方意見不一致 6 件，撤回 2 件，達成協議

1 件，未結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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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年 6 月份共計律師服務人數計 25 人次；受理市

民法律諮詢計 135 人次。 

 



突破難題   無。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民政課： 

一、為維護市民用路安全，將督促里幹事持續透過市容查報系統加強查報「道路坑

洞破損」等事項。 

二、預定於 7 月 14 日上午配合市政府警察局辦理「92 年度社區治安研習觀摩

會」。 

二、預定於 7 月 15 日辦理里辦公處執行「公文管理標準化」年中考核。 

四、預定 7 月 17 日配合環保局辦理「臺北市政府 92 年度病媒管制計畫第 1 次實地

考評」。 

兵役課: 

一、常備兵徵集入營。 

二、各年次役男補抽籤。 

三、各年次替代役役男補抽籤。 

四、役男兵籍調查 

經建課: 

一、辦理九十一年度第三批鄰里維護工程延長部分驗收結算工作。 

二、辦理九十一年度第二批鄰里公園維護工程延長部分驗收結算工作。 

三、續辦 92 年度第 1 批鄰里公園維護暨災害搶救工程。 

四、辦理 92 年度社區環境改造工程。 

五、辦理本區黎和、黎元、黎孝里裝置社區數位監視錄影系統發包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