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中山區 108 年 12 月份區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所 6 樓第 2 會議室
參、 主席：李區長美麗
紀錄：黃琮淯
肆、主席致詞：感謝今日與會的所有慈善團體及訪視人員，也謝謝各單位的參與。
伍、 頒獎(由本所社會課主辦)
感謝協助「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方案」訪視公益團體代表與救助本所轉
介之本區區民急難救助之民間單位，由本所李美麗區長頒贈感謝狀：
1. 感謝協助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方案訪視人員：
王宗賓先生、廖武祥先生、陳永成先生與陳慧君小姐共 4 人
2. 頒贈予民間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中華民國善願愛心協會、
台北市中山區恩主公社區發展協會、
台北市文昌宮、
台北市愛心行善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恆善會、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
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福宮、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兆豐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林芳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與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等 15 單位團體。
陸、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有關本局建置之「自行車實名自主登錄系統」
，請宣導民眾加入自主登錄系統正
名(網址：http://mybike.tcp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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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機車駕駛人在路口及行經行穿線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
示，遇有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的視障者，都應完全停止車輛，暫停禮讓其先
行，不得逕自行駛，違者最高可處 7,200 罰鍰。
2. 未使用方向燈 罰單就上身!駕駛人隨心所欲想切哪就切哪「鬼之切入」違規
型態，除違規受罰外，亦容易造成後車或旁邊車輛之危險，提醒駕駛人駕駛
車輛預先查詢目的地路線，行駛途中應隨時注意車況及路況，欲變換車道或
轉彎應依規定使用方向燈後再切換車道行駛，避免一時疏忽致生交通事故。
3. 108/10/01 起車輛在轉彎或變換車道前，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罰鍰將從 900
元至 1200 元。
4. 詐騙集團假冒中華郵政網頁，以查詢包裏訊息誘騙民眾進入假網頁，藉而騙
取手機號碼等個資！建議您切勿隨意點取手機不明連結網址並請多方查證，
才能確保荷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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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山區清潔隊
1.違規小廣告「即貼即撕換好禮」市民相揪一起維護市容整潔。
2.為鼓勵民眾隨手撕除違規小廣告，藉此提升民眾維護社區環境的自主意
識，創造良好居住品質。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將自(108)年 11 月 1 日起，
推出違規小廣告「即貼即撕換好禮」活動，邀全體市民相揪撕違規小廣
告，結合全體市民的力量遏止違規小廣告，共同維護市容觀瞻與環境整
潔。
3.活動期間自(108)年 11 月 1 日起至明(109)年 12 月 31 日止，民眾拆除張
貼於北市境內之違規紙類小廣告，最低每 1 公斤可兌換 1 項獎勵品，依
累計公斤數可兌換不同獎勵品(見附表 1)，兌換地點為北市 12 區清潔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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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屬分隊，兌換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16:30(假日除外)，歡迎市民
朋友一起來參與，共同維護居住環境整潔。
4.環保局表示，該局每日派專人巡查清除違規小廣告，亦要求轄區所屬清
潔隊加強巡查及告發，但違規廣告張貼時間不一，不容易取締，現邀民
眾一同撕除違規小廣告，期杜絕違規小廣告任意張貼行為，以遏止亂象。
5.環保局呼籲民眾勿隨意張貼小廣告，違規張貼廣告依廢棄物清理法可處
1,200 元至 6,000 元罰鍰，並可依電信法處以停話，倘違反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更可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希望有廣告需求之民眾
或企業應循合法管道進行宣導，切勿以身試法，得不償失。
主席裁示：請民政課協助轉知里幹事同仁加強宣傳。
三、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北及中南稽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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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山分處
1. 為提供民眾更貼心、便捷的服務，本處網站設有智能客服服務，可利用電
腦、手機或平板等工具連結至本處網站(https://tpctax.gov.taipei)點
擊智能客服視窗，即可用聊天問答方式進行地方稅稅務諮詢。
2. 本處結合臺北市政府官方 LINE 聊天機器人自即日起推出地方稅節稅小幫
手智能客服服務，歡迎加入臺北市政府官方 LINE 帳號，點選 QA 小幫手項
下的地方稅節稅小幫手，即可進行稅務諮詢，隨手掌握地方稅資訊。亦可
撥打本處服務電話：(02)23949211 分機 181、182，將有專人為您服務及
解答。
五、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 臺北市政府擴大辦理新移民歸化測試，隨到隨辦，可自由選擇口試或筆試，
參加者可獲得贈品耐熱玻璃保鮮盒提袋組 1 份，敬請宣導至中山戶所報名。
2. 107 年 7 月 16 日內政部開辦出生登記同時申請勞/國保生育給付及死亡登記
同時申請勞保家屬死亡給付通報勞保局服務，將申請書資料(含匯款帳戶)
傳送至勞保局，勞保局取得資料審核符合給付條件，即匯款至民眾之指定
帳戶。另 107 年 8 月 13 日起實施「亡故者健保退保通報服務」
，於戶政事
務所辦理死亡除戶登記後，可通報健保署以死亡日辦理退健保，家屬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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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洽健保署辦理，敬請宣導。
3. 凡透過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申請在中山戶所「『網路預約』結婚登記」
的新人，中山戶所為了祝福新人，特別準備了 1 份精美小禮，共同見證新
人的幸福，敬請宣導。
4. 請各單位協助宣導民眾至戶所辦理各項業務時使用悠遊卡進行繳費，滿 100
元則贈送精美小禮。
5. 本所 109 年 1 月 10 日暫停夜間(班)服務，為避免影響民眾投票權益，惠請
協助宣導「已製未領取身分證」的民眾請於當日下午 5:30 前至本所領取身
分證。
六、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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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近日天氣轉涼，請協助宣導民眾使用熱水器等家電用品需注意室內空氣
流通，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現象發生。
八、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中山社福中心(略)
九、 臺北市少年警察隊中山少輔組
提供臺北市少年警察隊臉書粉絲專頁「少年花露米」參考：
https://zh-tw.facebook.com/jadtcpd110/
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略）
十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園藝工程隊（略）
十二、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民政課(略)
十三、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社會課
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度補助里辦公處共餐據點試辦專案，第一階
段申請時間為 109 年 1 月 6 日前。
二、 108 年 11 月份社會課為民服務明細如下：
(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褔利：
1.核補發身心障礙者手冊 205 本。
2.受理悠遊卡 917 件。
3.受理老人中低收入生活津貼申請 18 件。
4.受理身心障礙者器具補助 43 件。
5.受理身心障礙者者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 0 件。
6.受理公益彩券申請 3 件。
7.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25 件。
8.清寒證明 1 件。
(二)受理育兒津貼 238 件。(育有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申請查定 160 件，
教育部實施「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2 至 4 歲擴大育兒津貼發放」72 件，
臺北市 6 件)
(三)就業輔導：受理以工代賑申請 3 件。
(四)社會救助：
1.低入戶、中低收入戶併計申 73 件。
2.臺北市急難救助 8 件申請，核發 7 人，金額 29,500 元，強化社會安全
網急難紓困方案(馬上關懷)申請件數 3 件核准 3 人，核發 40,000 元。
3.低收入戶喪葬補助 1 戶，核發 23,000 元。
4.天然災害救助金 1 戶 2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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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民年金：金所得達一定標準資格認定：受理件數 11 件；合格件數 7
件。
(六)社區發展：
108 年 11 月份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26 個，分別輔導各社區召開會員大
1 場、理監事聯席會議 2 場、輔導舉辦各項活動 3 場。
(七) 108 年 11 月份健保業務：
社會課辦理本區全民健康保險第一類里鄰長健保、第五類低收入戶福
保、第六類地區人口健保投保對象健保申請案件 1,808 件，詳細如下:
1、 加保(轉入)379 件。
2、 退保(轉出)180 件、中斷 8 件。
3、 停保 200 件。
4、 復保 249 件。
5、 變更基本資料 322 件。
6、 開卡人數 288 件。
7、 列印繳款單 146 件
8、 代辦健保 IC 卡 13 張。
9、 傳真辦理轉出變更 17 人。
10、申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經濟困難者之資格認定 0 件。
11、跨區申請復保 6 件。
補充報告：各單位如有發現民眾生活陷入困境，請隨即通報本所社會安全
網急難紓困給予協助。
十四、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經建課
1.「108 年度區民活動中心牆面粉刷工程」案：今年度共計有北安、朱馥、
新庄、下埤、朱崙、埤頭、興亞、康樂、崇實等 9 間，決算書業於 11 月
14 日奉准。
2.「108 年度臺北市中山區朱馥、林森、民安、中原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電
表分裝工程)」案：業於 12 月 4 日驗收完畢，目前辦理後續結算事宜。
3.「行孝區民活動中心頂樓防水工程」案：於 12 月 15 日前將決算書等發文
給各合署機關。
4.參與式預算業於 11 月 22 日假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辦理參與式預算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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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推廣教育課程，參與人數計有 44 人。
十五、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兵役課
一、各項業務辦理情形
業務名稱

(一)國民兵補發證
書
(二)役男及僑民異
動、申請延期入
營、免禁役證
明、出境、體
檢、兵調
(三)役男徵集入營

概況說明

辦理國民兵證書補換 1 件。

1.役男遷入 13 人、遷出 0 人、僑生僑民遷入（列管）1 人、
遷出 1 人。
2.役男延期徵集入營 5 人、申請免役證明書 19 人、役男短期
出國 132 人、役男體檢 178 人、役男兵籍調查 20 人。
役男入營，陸軍、海艦、海陸、空軍、替代役、補充兵共 5
梯次，合計 62 人。

(四)在營軍人家屬 1.列級徵屬一次安家費 0 戶 0 元。
申 請 生 活 扶 2.列級徵屬生活扶助金 0 戶 0 元。
助、各項補助、3.列級徵屬醫療補助 0 戶 0 元。
健 保 醫 療 補 4.特別補助費 0 戶 0 元。
助、役男入營前 5.主辦役男入營前座談會 0 場，參加人數 0 人，協辦役男入
座談會
(五)後備軍人異動
(六)後備軍人歸鄉
報到

營前座談會 0 場，參加人數 0 人。
後備軍人遷入 44 人、遷出 77 人、住變 18 人、回役 1 人、國
外遷入 1 人、遷出國外 2 人，合計 143 人。
退伍軍人歸鄉報到合計 27 人。

二、宣導事項
(一)兵籍調查業務
90年次役男兵籍調查截至12月5日止尚未完成兵籍調查役男人數為20人，
請民政課里幹事協助寄存送達兵籍調查通知書並張貼送達通知書及拍照
存證，並請健保課、戶政事務所、警察等單位行政協助提供役男或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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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方式，以便完成所有役男兵籍調查作業。
(二)除役年齡公告
國防部公告後備軍人屆滿服役限齡除役年次，各階除役年齡如下：
1、二級上將：70歲 (民38年出生)。
2、中將：65歲 (民43年出生)。
3、少將：60歲 (民48年出生)。
4、上、中、少校及士官長：58歲 (民50年出生)。
5、上、中、少尉及上、中、下士：50歲 (民58年出生)。
6、志願役士兵：45歲 (民63年出生)。
7、義務役士兵、補充兵：36歲 (民72年出生)。
上列人員服役限齡，計算至108年12月31日止，並自109年1月1日除役除管，
不另發給除役令，請協助宣導。
(三)90 年次役男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出境應先經申請核准，請協助宣導。
1、申辦時間：應於出境日前１個月內提出申請。
2、申辦方式：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首頁/主題單元/「役男短
期出境線上申請」進行申請。或至臺北市政府兵役局網站
(http://docms.gov.taipei)連結線上申請出境，並列印出役男短期出
境核准通知單持憑出境。因故無法申請者，請於上班時間內攜帶役男
本人護照、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及父母之一方或監護人身分證及
印章，至全國任一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臨櫃辦理。
十六、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人文課
(一) 人口政策宣導：
1.市府積極投入「人口政策宣導活動」，有關 108 年度人口政策措施宣導核心
議題為「適齡婚育要把握，兒女相伴歡笑多」
、
「住宅政策助成家，友善環境
適全齡」及「在地瑰寶新住民，僑外留臺獻心力」
，請與會單位協助宣導。
2.市府積極投入「人口政策宣導活動」，有關 109 年度人口政策措施宣導主題
為「以愛相守許承諾，適齡婚育少煩愁」
、
「社宅租屋築個窩，全齡環境好生
活」及「共同培育新住民，留才育才添新英」，請與會單位協助宣導。
(二) 宗教寺廟：配合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香枝紙錢減量、以米代金」措施，減
香祭拜及以平安米取代紙錢，請協助宣導。
十七、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秘書室
為避免影響民眾投票權益，請戶政事務所於行政大樓一樓公佈欄張貼有關 1 月
10 日暫停夜間(班)服務之訊息。
柒、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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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上級督導員宣導事項
玖、 主席結論：各單位如有各項新政策或相關措施，歡迎透過區務會議提出報
告，也祝福各工作單位於新的一年度工作順利。
壹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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