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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重要成果 已完成重要工作 

民政業務： 

一、 已於一月一日成立選務作業中心，並於一月六日召開第十一任總統

副總統選舉本區選務作業中心第一次工作會報。 

二、 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本所兼職幹事名冊已報選委會。 

三、 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召開市長區政說明會。 

四、 九十二年第四季（十至十二月）里鄰公共服務補助費，除黎孝里

外，均已核銷完畢。 

五、 十二月份里幹事工作會報已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 

六、 已於十二月十五日將本區九十三年基層藝文活動企劃案提送民政

局，並已由民政局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召開評審會議審核。 

七、 九十二年特優里長暨二十年以上資深里鄰長表揚活動已於十二月八

日假市府禮堂辦理完畢。 

八、 有關古莊里羅斯福路二段七十七巷變更為單行道乙案，列為本所專

案，目前辦理情形如下：古莊里辦公處共回收二十七份問卷，於統

計彙整後函請權責單位交工處據以辦理，該處於十二月十五日北市

交工規字第０九二三三七八五四００號函送本所，爰該案經檢討仍

宜維持現行與雙向通行。 

九、 有關「全安里安和路二段二一七巷、一八四巷變更為單行道」乙

案，為本所列管之專案，本所已於十二月十九日統計彙整資料後，

函送權責單位交工處據以辦理。另交工處已於十二月三十日函復本

所：「安和路二段二一七巷將變更為西往東；安和路二段一八四巷

將變更為東往西，上述二案將納入九十二年度工程優先辦理」。 

十、 有關配合交通局宣導「長青族行路安全」之宣導作業，本所已於十

二月十五日彙整執行成果並通報民政局。 

十一、 配合停管處實施「建成圓環美食館」附近，辦理「機車退出騎

樓、方便你我行走」乙案，已於十二月十六日接獲宣導資料，並請



芳和里里辦公處配合張貼宣導資料。 

十二、 九十二年度區民活動中心消防及建物安全改善工程已於十二月

三日完成驗收。 

十三、 九十二年度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承包商已於十二月十九日

報完工，已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辦理初驗，並於十二月三十日完成正

式驗收。 

 

兵役業務： 

一、 國民兵申請補換發證書共 3人。 

二、空軍常備兵徵集入營（第 745 梯次）共 7人。 

三、陸軍常備兵徵集入營（第 1935、1936 梯次）共 34 人。 
四、海軍艦艇兵常備兵徵集入營（第 574 梯次）共 2人。 

五、海軍陸戰隊徵集入營（第 652 梯次）共 2人。 

六、補充兵徵集入營（第 134 梯次）共 4 人。 

七、役男延期入營申請共 4人。 

八、替代役申請共 2 人。 

九、現役軍人停役共 11 人。 

十、義務役現役軍人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16 人。 

十一、常備兵役男抽籤共 56 人。 

十二、在營軍人家屬特別補助共 1戶，發放 8100 元。 

十三、各年次役男補檢共 55 人。 

十四、各年次役男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71 人。 

十五、各年次役男申請複檢、戊等複檢、難以判定複檢、驗退複檢共

34 人。 

十六、役男體位變更複檢申請共 15 人。 

十七．役男短期出境申請共 85 人。 

十八、役男兵籍調查共 2人。 

十九、役男免役證書申請共 16 人。 

二十、列管僑民生人數共 1918 人。 

二十一、僑民生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30 人。 

二十二、後備軍人歸鄉報到共 32 人。 

二十三、替代役役男歸鄉報到共 1人。 

二十四、義務役在營服役證明書申請共 4 件。 

二十五、役男入營前座談會 2 場，共 109 人。 

二十六、列管後備軍人共 44545 人。 

二十七、後備軍人異動（遷出、遷入、住變）共 679 人。 

二十八、後備軍人退伍令遺失補發共 3 人。 

二十九、列級徵屬健保申請共 1 戶，發放 1208 元。 

三  十、在營傷病軍人住院慰問金共 8 人，發放 8000 元。 

三十一、列級徵屬醫療補助共 7 人，發放 3100 元。。 



三十二、在營軍人家屬一次安家費共 1 人，發放 27900 元。 

三十三、後備軍人緩召申請共 1 人。 

三十四、替代役男抽籤共 13 人。 

三十五、在營軍人家屬三節生活扶助共 11 人，發放 156450 元。 

 

社會業務: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一、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共計 287 件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合於鑑定者共計 287 件，不合者 4

件，辦理異動遷出 17 件、遷入 54 件，死亡註銷手冊者計 22 件。

二、臺北市敬老、愛心悠遊卡申請： 

    新受理申請案計 612 件;本月完成製卡 557 張。 

三、育兒補助: 

 九十二年十二月份本區領有育兒補助款兒童計 163 名，核發金額

總計 435,000 元；新申請案件計 11 件。 

四、臨時工輔導： 

（一）臨時工新申請 251 件（含總登記申請人）。 

   (二) 臨時工到工人 231 人。 

五、身心障礙者津貼： 

(一)身心障礙者津貼新申請案 89 件，異動  219 件。 

(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九十二年十二月份申請案 3 件。 

六、身心障礙者器具補助： 

九十二年十二月份器具補助費合計 1,295,315 元，已按程序撥款各

申請補助民眾；本月申請案件計 105 件，核撥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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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新申請案 30 件。 

(二)申請案件送局核定案件 6 件，異動件數 27 件。 

(三) 九十二年十二月份列管本市中低收入人口共計 1636 人。 

八、臺北市大安區公所九十二年十二月獨居長者人數：476 人，電話問

安次數 750 人次，關懷訪視次數 790 人次。 

九、急難救助十二月份共計核發 9件,金額新台幣 60000 元正。 

十、低收入戶新申請案 816 件，核准案 700 件，異動案 12 件。（含總清

查案） 

十一、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2 件，2件核准共發放 46000 元。 

十二、敬老福利生活津貼：申請計 169 件,申復案計 5件,喪失資格申報

計 9 件。 

十三、輔導龍門、台大龍門社區發展協會完成籌組，申請立案。 

 

經建業務: 



一、己完成之重要工作 

（（一一））九十二年度第三批鄰里維護工程已於十二月十九日完工，現

正辦理驗收結算中。  

（二）九十二年度第二批鄰里公園維護工程於十二月十日結算付款

完畢。 

（三）九十二年度第三批鄰里公園維護工程於十一月六日開工，十

二月十九日完工，十二月三十一日辦理驗收。 

（四）九十二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和安、民榮、民輝公園」

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審查

施工圖說完畢。 

（五）社區環境保護工程－六張犁重劃區（黎和、黎孝、黎元里）

裝置監視系統工程案，已於十二月五日決標。  

（（六六））九十一年度地區發展計畫--「大安區發現瑠公圳之美」工程

發包於十二月十九日第二次開標，並順利決標，現正辦理簽

約中。 
二、已完成業務之統計數量： 
(一)鄰里維護工程：本期十二月份維護工程，共修補路面 4775.5 平方

公尺，更換溝蓋 285.2 公尺，鐵板 1塊，修築暗溝

8.5 公尺。                  

（二）鄰里公園借用：十二月份計 13 件。 

（三）商業：商品標示抽查 40 件，標示改正複查合格 3件。   

（四）畜牧類：本區酪農飼養家畜禽情形資料調查：乳牛 71 頭、猪 85

頭。 

鄰里公園維護工程：本期十二月份計種植觀葉植物 360 株，四 

季草花 650 株，喬木修剪 43 株，填砂質 

土壤 10 立方公尺，高低單槓 1 組，B.C. 

型車阻欄杆 8 組，新設彈性地墊 107 平方 

公尺，搖搖樂 4組，中型組合遊具 1座， 

淺邊溝 42 公尺。  

 

健保業務 

一、截至本（12）月份各類在保人數： 

 1.第一類（里鄰長）：585 人。 

 2.第五類（低收入戶）：1738 人。 

 3.第六類（榮民、地區人口）：61131 人。 

二、截至本（12）月份因經濟困難申請紓困、免繳或緩繳健保費案件共

118 件。 

三、十二月換發健保卡計 866 張。 



四、十二月列印補開繳款單 377 份。 

五、十二月便民服務工作（傳真、電話、郵遞辦理）案件 74 件。 

 
調解會業務 
一、 九十二年十二月份受理聲請調解案件五十九件，其中調解成立二

十一件，當事人不到場八件，當事人雙方意見不一致五件，不受

理或撤回一件，未結案二十四件。 
二、 九十二年一月至十二月份全年受理聲請調解案件六一七件，其中

調解成立二三三件，當事人不到場一五二件，當事人雙方意見不

一致一六四件，不受理或撤回二十三件，未結案二十一件。 

 

一般行政 

一、本行政中心集會堂 12 月份計出借 1件。 

二、92 年 12 月本行政中心地下停車場便民車位共服務洽公民

眾 2205 車次（另殘障車位共服務 66 車次）。 
三、文書研考業務: 

92 年 12 月受理已掛文號人民申請案件 203 件 、人民陳

情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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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件；免付費申訴電話 13

件。 

(二) 新聞發佈及連繫：共 4件。 

(三) 「市長信箱」受理 15 件。 

辦理為民服務工作電話測試：每日上、下午各測試一位同仁，

測試成績皆達標準。 

突破難題 

 

 

 

無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民政課： 

一、 遴選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二、 九十三年一月份里幹事工作會報預定於一月二十八日召開。 

三、臺北市清潔月暨國家清潔週自九十二年十二月十四日至九十三年元月二十日，

九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召開「本區九十三年清潔月暨國家清潔週執行計

畫」協調會。 

四、辦理里幹事年終工作考核並推薦九十二年度績優里幹事，於九十三年一月九日

前將成績送民政局。 

兵役業務： 

一、常備兵徵集入營。 
二、常備兵役男抽籤。 
三、替代役役男抽籤。 

社會業務： 

一、進行年底為民服務考核作業之資料整合。 

經建業務： 

一、辦理九十三年度鄰里維護工程及鄰里計畫工程規劃、設計、勘測、施工、監

工、驗收、結算等事宜。 
二二、、辦辦理理九九十十三三年年度度鄰鄰里里公公園園整整建建工工程程及及維維護護工工程程後後續續規規劃劃、、設設計計、、勘勘測測、、施施工工、、

監監工工、、驗驗收收結結算算等等事事宜宜。。  

三、辦理九十二年度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民榮、民輝、和安」三座公園整建工程

發包、施工、驗收、結算等相關作業。 

四、辦理九十一年度地區發展計畫--「大安區發現瑠公圳之美」工程發包、施工、

驗收、結算等相關作業。 

五、辦理社區環境保護工程－六張犁重劃區（黎和、黎孝、黎元里）裝

置監視系統工程施工、驗收、結算等相關作業。 

六、配合民政局辦理「二００四年台北花卉展」，花卉展時間自九十二年十二月二 

十日起至九十三年一月二十六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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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