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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年 7 月 份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幸福大安 溫馨滿滿 

重要成果 民政業務 

一、7月 15日辦理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 

二、7月 20日辦理黎和里里長候選人抽籤活動。 

三、7月 26日召開 7月份市容會報。 

四、7月 29日辦理傳染病高危點聯合稽查。 

五、7月 29日召開 7月份里幹事工作暨社工員聯繫會報。 

六、7月 30日辦理黎和里里長補選。 

社會業務 

一、7 月份身心障礙證明申請 

    (一)申請案計 183 件，合於鑑定者 182 件，不合者 1 件。 

  (二)辦理異動遷出 35 件、遷入 13 件。 

  (三)未依限重鑑 7 件、死亡註銷手冊計 42 件。 

    (四)手冊遺失補發 29 人。 

    (五)申請身心障礙證明跨區收件 8 件。 

二、7 月份臺北市敬老、愛心悠遊卡申請(初次) 

(一)敬老悠遊卡核發 296 張。 

(二)愛心悠遊卡核發 32 張。 

(三)愛心陪伴悠遊卡核發 28 張。 

(四)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申請跨區收件 22 件。 

三、兒童福利 

(一)7 月份「臺北市育兒津貼」新申請案件計 32 件，列管兒

童人次 10,711 人，核發金額 28,521,800 元。 

    (二)7 月份「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新申請案件計 234 件

。 

四、7 月份臨時工輔導 

(一)臨時工新申請 3 件。 



(二)臨時工在職證明 0 件。 

(三)6 月份在工人數﹕217 人。 

五、7 月份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案 18 件。 

六、7 月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共 7

件；跨區收件 0 件。 

七、7 月份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申請案件計 100 件，核撥 100

件，核發計 1,176,383 元。 

八、7 月份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 

(一)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新申請案 10 件。 

(二)列管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人口 558 人。 

九、7 月份獨居長者人數 539 人，關懷訪視次數 539 次。 

十、7 月份急難救助核發 21 件，符合 21 件，不符合 0 件，核發

金額總計新台幣 66,500 元整；跨區收件 0 件。 

十一、7 月份低收入戶新申請案 28 件，本區列管低收入戶 1,207

戶，人數 2,551 人。 

十二、7 月份中低收入戶新申請案 0 件，列管中低收入戶數 270

戶，人數 630 人。 

十三、7 月份開立清寒證明共 1 件。 

十四、7 月份公益彩券經銷商第 1 階段資格審查共 1 件；跨區收

件 0 件。 

十五、7 月份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申請 1 件，計 23,000 元。 

十六、7 月份「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申請 8 件，符合 7 件，不符

合 1 件，共計核發金額 100,000 元。 

十七、7 月份申請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保費補助計 13 件；

跨區收件 0 件。 

十八、7 月份 0 件天然災害救濟，核發金額 0 元。 

十九、7 月份受理案件統計表 

（一）第一、五、六類保險對象辦理健保業務案件 

編號 項     目 
保險對象（合計人數） 

第一類 第五類 第六類 

一 在保人口 753 2460 79856 



二 辦 理 投 保（含 轉入） 16 35 1001 

三 辦 理 退 保 0 1 86 

四 辦 理 轉 出 13 13 336 

五 辦 理 停 保 0  542 

六 辦 理 復 保 0  423 

七 辦理基本資料變更 

（含 變 更 身 分） 
0 0 29 

八 列印補開繳款單   30 

九 繳費證明（報所得稅用） 0  0 

十 便民服務工作 

(傳真、電話、郵遞辦理) 
  65 

十一 強制開卡   458 

十二 外籍人士   5 

十三 便利卡   0 

（二）因經濟困難申請健保費紓困案件 

編號 項     目 總     計 

一 受理件數 0 

二 受恵人數 0 

三 申貸總金額 0元 

（三）為民服務轉介案件 

項目 總     計 

轉介健保異議案件至健保局臺北業務組 0 

轉介老人健保補助案件至社會局 34 

（四）跨區收件：投保(轉入)全民健康保險第五類(低收入戶福保

)保險 0件，退保(轉出)全民健康保險第五類(福保)保險 0

件，恢復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地區人口)保險 5件及變更

全民健康保險第五類(福保)保險對象基本資料 0件。 

二十、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認定總清查。  

經建業務 

一、 商業：105年 7月份商品標示抽查完成專案性商品標示 60

件。 

二、 防災：臺北市 105年度大安區預約式鄰里道路天然災害搶

修工程及臺北市 105年度大安區預約式鄰里天然災害搶修

 
 



工程刻正進行履約管理。 

三、 參與式預算：大安區 105年度參與式預算提案公開展覽已

於 105年 7月 14日至 7月 27日於行政中心 1樓廣場展覽

。 

四、 參與式預算：大安區 105年度參與式預算 i-Voting已於

105年 7月 28日起至 8月 10日於網路上 i-Voting，並於

行政中心 1樓紙本投票。 

五、 區民活動中心修繕工程：105年度建南區民活動中心整體

修繕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服務案已於 105年 7月 19日辦理期

末審查複審會議通過，工程招標文件刻正簽辦中。 

六、 區民活動中心修繕工程：105年度建南、瑞安及辛亥 3座

區民活動中心冷氣汰換財務採購案第 1批次預計於 105年

8月 2日辦理驗收。 

七、 區民活動中心修繕工程：臺北市 105年度大安區區民活動

中心油漆粉刷工程預計於 105年 8月 8日開工。 

兵役業務 

一、年次役男兵籍調查 50人。 

二、各年次役男異動 30人。 

三、役男徵兵檢查 39人。 

四、役男申請改判體位 8人。 

五、役男初檢複檢、難以判定複檢、驗退複檢 29人。 

六、辦理役男抽籤 544人。 

七、常備兵徵集入營 22人、軍事訓練徵集入營 0人、補充兵徵

集入營 5人。 

八、替代役徵集入營 31人。 

九、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申請 4人。 

十、列管僑民生人 2028人。 

十一、僑民役男異動 6人。 

十二、役男短期出境申請 278件。 

十三、役男免役證書申請補發 4件。 

十四、役男入營前座談會計 3場，合計 68人。 

十五、義務役入營服役證明書申請 0件。 

十六、服兵役役男家屬一次安家費發放 34470元。 



十七、列級徵屬健保醫療補助發放 470元。 

十八、列管國民兵 145人。 

十九、國民兵異動 0人。 

二十、乙種國民兵申請補換發證書 0件。 

二十一、後備軍人歸鄉報到 119人。 

二十二、離營證件遺失補發共 3人。 

二十三、替代役備役列管 3354人。 

二十四、替代役備役異動 50人。 

二十五、替代役證書遺失補發申請 1件。 

人文業務 

一、 宗教（祠）財團法人業務：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變更財 

    產許可 1件、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處分財產合建自建許可 

    0件、財團法人年度收支報告 9件、財團法人設立許可 0件 

    、財團法人組織章程變更 0件、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備查 1件 

    、財團法人董事變更 1件、財團法人不動產抵押貸款許可 0 

    件。 

二、寺廟業務：信徒異動備查 2件，上、下半年收支報告表 1件

。 

三、祭祀公業繼承變動 0件、祭祀公業補漏列 0件、管理人及監

察人備查 0件、祭祀公業閱卷 0件。 

四、訪查工作 0件。 

調解業務 

一、105 年 7 月份受理聲請調解案件 91 件，其中調解成立 13 件

，當事人雙方意見不一致 4件，當事人不到場 6件，達成協

議 3件，撤回 3件，未結案 62件。其中調解不成立證明發

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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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7月份共計律師服務人數計 20

人次；受理市民法律諮詢計 132人次。 

一般行政 

一、7月份行政中心地下停車場便民車位共計服務洽公民眾 1675

車次，另無障礙車位共服務 42車次。 

二、文書研考業務：7月受理已掛文號人民申請案件 1264件、人



民陳情案 32件，均依限辦結。 

三、為民服務研考業務 

    (一)設置區長專線電話、區政信箱、意見箱，答覆市民疑難 

問題，計處理區政信箱 2件，意見箱 1件。 

(二)市政信箱受理 3 件，市府話務中心後送案件 16件，均於

限期內答覆並追蹤列管。 

   (三) 最新消息6則，大安快訊7 則，大安區公所新聞稿14則 

        及臺北市府新聞稿 14則。 

   (四) 辦理為民服務工作電話測試：不定期內測同仁，並於測 

試後召開檢討會。  

突破難題 無。 

未來施政 

重點 

民政業務 

一、8月 20日配合市府辦理一起世大運倒數 365活動。 

二、8月 27日辦理區民休閒運動會。 

經建業務 

一、 賡續辦理參與式預算推廣課程。 

二、 辦理 105年度第 2期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休耕、轉(契

作)補貼給付及種稻收購案。 

三、 賡續辦理臺北市 105年度大安區預約式鄰里道路天然災害搶

修工程監造及履約管理作業。 

四、 賡續辦理臺北市 105年度大安區預約式鄰里天然災害搶修工

程監造及履約管理作業。 

五、 賡續辦理建南區民活動中心修繕工程技術服務履約管理及

工程招標文件編擬。 

六、 賡續辦理 105年度建南、瑞安及辛亥 3座區民活動中心冷氣

財務採購案件第 2批次履約管理。 

七、 賡續辦理大安區區民活動中心油漆工程採購案件履約管理。 

兵役業務 

一、 賡續辦理兵籍調查、役男徵兵檢查、役男抽籤、役男徵集入

營。 

二、 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及補助事項。 

三、 後備軍人及替代備役管理。 



人文業務 

一、7月 2日起至 8月 13日辦理 2016走讀大安文化節古蹟咖啡 

    館。 

二、預計於 9月 25日辦理 2016走讀大安文化節成果展。 

調解業務 

內政部舉辦 105 年度北區調解業務研習會，訂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本會趙秘書再次獲邀擔任調解業務

專題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