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區 109 年 12 月份區務會議

臺北市中山區 109 年 12 月份區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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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假的啦！基德基官網已發布聲明～請勿再分享轉傳！
看到送好康優惠，可自行搜尋業者官方粉絲專頁或網站查詢確認，
若官方無任何優惠公告，就千萬別傻傻點選連結上當受騙了！！！
結果說好的好康沒拿到！反而是個資全被詐騙集團騙騙去！

只要看電影就有錢賺！？
不要在臉書應徵「可疑貼文的工作」！
也不要隨意寄送個人存摺帳戶或拍攝個人資料！
否則一不小心就淪為詐欺集團的共犯!
千萬別害了別人，還助長詐騙案件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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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山區清潔隊
秋冬防疫專案上路 北市環保局加強 240 處場所環境消毒 完成整備全力防疫
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秋冬防疫專案自明天（12
月 1 日）起上路，民眾進入八大類場所強制佩戴口罩。臺北市環保局因應秋
冬疫情，已持續加強人潮易聚集的交通場站、商圈市集、百貨旅館等 240 處
場所之周邊環境消毒；此外，垃圾收運勤務車輛於出勤前後則皆會執行全車
消毒，而居家檢疫／隔離者排出之垃圾亦與一般家戶垃圾區隔處理，由環保
局委託民間業者組成防疫車隊協助收運，藉此減少防疫破口，守護民眾健康。
環保局呼籲，民眾於公共區域活動或外出倒垃圾時，務必配戴口罩和保
持社交距離，並做好勤洗手等個人衛生防護，而使用過後的廢棄口罩也應使
用專用垃圾袋以一般廢棄物處理，或確實丟入行人垃圾桶中。環保局提醒，
防疫期間凡違規亂丟口罩者，第一次查獲之罰鍰將加重為 3,600 元，再犯者
最重可處罰 6,000 元及環境講習，民眾切勿心存僥倖任意亂丟、以免荷包失
血又變成防疫公敵。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今天再公布 24 例境外移入，環保局為保障民眾戶外活
動安全，已持續加強北市人潮常聚集之 9 大類場域（捷運站、公車調度站、
計程車休息站、交通樞紐、機關、夜市、商圈、百貨公司、防疫旅館）共 240
處之環境消毒作業，每周定期以稀釋漂白水或四級銨噴消，減少新冠肺炎病
毒於環境中流布機率。若出現確診個案，環保局也將依循衛生機關疫情調查
結果，即時辦理確診個案居住或工作地周邊 50 公尺戶外公共場所環境及溝渠
消毒，降低人潮移動感染病毒風險。
環保局表示，另為保障民眾排出垃圾過程安全無虞，該局垃圾車於出勤
前及值勤完畢後，都會進行全車消毒，確保車輛不受病毒污染，降低潛藏的
疫病傳播風險。
此外，環保局自 2 月 6 日起均依環保署函頒檢疫垃圾收集作業程序，收
集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防疫旅館居家檢疫者在隔離（檢疫）期間所產出的
垃圾，環保局今年至今累計清運防疫垃圾 61.1 萬公斤，占全國總量 58%。該
局指出，日前疫情雖趨緩，但北市居家檢疫人數自 6 月 7 日大解封時 2,679
人至 11 月 28 日仍增加至 6,332 人，面對檢疫人數持續增加，環保局未曾鬆
懈，仍依 SOP 執行檢疫垃圾收集清運，杜絕防疫破口。

2

三、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北及中南稽徵所
1. 雲端發票活動「發票存載具，便利又好康」
，除原先集中管理發票、中獎
主動通知、獎金直接入帳及 24 小時兌領獎服務外，每期雲端發票專屬獎
變更為 15 組百萬元獎、15,000 組 2 千元獎及 60 萬組 500 元獎，推廣消費
時將發票儲存至載具，減少紙本發票，環保愛地球。

2. 為提升服務品質，自 108 年 12 月 1 日起遺產稅提供跨局臨櫃申辦服務，
不受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限制，以利其辦理遺產稅申報。
3.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施行，關於納稅人權益的
保護，主要分為五大重點方向：落實正當法律程序、維持基本生活、公平
合理課稅、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4. 退還減徵貨物稅：消費者於 108 年 6 月 15 日至 110 年 6 月 14 日期間購買
由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 1 級或 2 級的新冰箱、新冷暖氣機、新除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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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每台可申請減徵貨物稅最高 2,000 元，民眾應於購買日次日起 6 個月
內申請，逾期不得申請退還。
5.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經總統於 108 年 7 月 24 日公布，
行政院核定自 108 年 8 月 15 日施行，境外資金安心回臺，臺商逆轉勝，
臺灣再升級，其相關資訊請至境外資金匯回專法專區。
6. 為提升服務品質及強化各國稅局與金融機構間之合作機制，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全國同步實施單一窗口查詢金融遺產便民措施，遺產稅之納稅義務
人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不受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
限制，國稅局受理後，將申請資料通報金融機構，由金融機構直接將查詢
結果回復納稅義務人，以利其辦理遺產稅申報。
7. 財政部為響應政府便民利民政策，整合現行兌領獎作業流程，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推行「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管道」及「統一發票兌獎 APP」，
擴大兌獎服務據點，以提升民眾兌獎便利性。
8.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9. 提醒您：國稅局不會以電話、簡訊、電子郵件來通知退稅，也不會要求您
去操作 ATM 來轉帳退稅，若有相關疑問請撥打內政部反詐騙檢舉專線
165。
四、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山分處
1. 為協助民眾快速完成車輛新(重)領牌照作業，特別在臺北市區監理所設置
使用牌照稅「自動補單機」，民眾只要掃描燃料費單等文件，即可列印使
用牌照稅稅單，方便又快速。
2. 本處結合臺北市政府官方 LINE 聊天機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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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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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歸化測試好處多多，30 分鐘領取成績單，還有贈品可以拿，一次測試
永久有效。歡迎有意歸化我國國籍之新移民朋友(陸、港、澳除外)，持居
留證(居留地需為臺北市)至中山戶所報名歸化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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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醒您，全面換發新一代國民身分證（New eID）注意事項
(1)時間：延至 110 年 7 月以後辦理，確切時間由內政部公告。
(2)對象：全國民眾，戶所將「分階段」排定時間通知換證。
(3)相片：應使用本人「6 個月內」正面半身彩色「數位相片」
，因全面換
證期程長，請民眾收到戶所「換證通知單」後再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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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訂於 110 年 1 月 11 日發行新版晶片護照，發行當日於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雲嘉南辦事處完成送件者，即贈精美
小禮物，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六、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第一線櫃檯人員接種流感疫苗服務因 10 月中旬受疫苗數量因素而取消，
現為因應中央 12 月 1 日已恢復 50-64 歲無高風險慢性病之民眾接種流感
疫苗政策，並經衛生局衡酌疫苗使用情況,自 12 月 8 日恢復辦理第一線
櫃檯人員接種流感疫苗服務。
七、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由於天氣日漸轉涼，請民眾加強注意使用電熱水器時務必保持室內通風，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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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假期將近，提醒青少年在進行休閒娛樂時注意自身安全，亦可參考
「少年花露米」粉絲專頁參與青少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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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下午 2 時 30 分召開 109 年下半年災防會報，屆時請各編組準時與
會。
十三、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社會課
109 年 11 月份社會課為民服務明細如下：
(ㄧ)109 年 11 月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褔利：
1.核補發身心障礙者手冊 190 本。
2.受理悠遊卡 847 件。
3.受理老人中低收入生活津貼申請 15 件。
4.受理身心障礙者器具補助 3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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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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件。
6.受理公益彩券申請 2 件。
7.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17 件。
8.清寒證明 0 件。
(二)受理育兒津貼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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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併計申請 67 件。
2.臺北市急難救助 16 人、核發 98,000 元，強化社區安全網—急難紓困方
案 9 人，核發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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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戶救助金 0 萬元。
(五)國民年金：金所得達一定標準資格認定：受理件數 9 件；合格件數 8 件。
(六)社區發展：109 年 11 月份已成立社發展協會 26 個，分別輔導各社區召
開會員大會 0 場、理監事聯席會議 3 場、輔導舉辦各項活動 1 場。
(七) 健保業務：109 年 11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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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 件，詳細如下:
1.加保(轉入)291 件。
2.退保(轉出)138 件、中斷 4 件。
3.停保 51 件。
4.復保 36 件。
5.變更基本資料 233 件。
6.開卡人數 87 件。
7.列印繳款單 70 件
8.代辦健保 IC 卡 8 張。
9.傳真辦理轉出變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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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
十四、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經建課
1. 110 年度參與式預算提案說明會暨住民大會：
(1)

歡迎各單位（16 歲以上就學、就業、居住或設籍本區民眾）踴躍提案
及報名參加，共同提出改變公共環璄品質的構想：

(2)

第一場次：109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2 時)-稻江護家。

(3)

第二場次：110 年 1 月 27 日(晚間 6 時)-本所 10 樓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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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埤區民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工程」案：工程標於 11 月 22 日完工，12
月 15 日辦理驗收。
3. 「康樂區民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工程」案：工程標於 9 月 29 日開工，預計
12 月 27 日完工，目前履約中。
4. 「朱崙市場大樓頂樓防水工程」案：工程標於 10 月 21 日開工，原預計
12 月 4 日完工，目前遇雨影響工程進度，施工廠商已提工期展延，監造
單位正在檢討工期中。
5. 「金泰區民活動中心無障礙廁所整修工程」案：工程標業於 11 月 27 日
驗收完成，目前辦理結算相關事宜。
6. 「北安區民活動中心屋頂及牆面修繕工程」案：工程標業於 11 月 17 日
複驗合格，目前辦理決算相關事宜。
7. 「區民活動中心牆面粉刷工程」案：共計有林森、民安、長安、中山、
大直、大直二、金泰、行政、松花、中原、長春、松江等 12 處，目前辦
理決算相關事宜。
8. 「松江區民活動中心管理室整修工程」案：工程部分業於 11 月 10 日完
工，11 月 25 日竣工，11 月 25 日驗收完成，目前辦理付款相關事宜。
十五、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兵役課
(一)91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宣導：
1、91年次役男兵籍調查線上申報系統（http://docms.gov.taipei/）開
放時間自109年10月14日上午10時起至109年11月30日下午5時止(系
統延長開放至12月10日)。截至11月30日止，已完成人數859人，線上
兵調申報率為98.8%，尚未完成兵籍調查役男10人，業於11月底請里
幹事送達兵籍調查通知書，並利用多元管理協尋中。
2、出境國外（含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就學、具僑民身分或刑案訴訟
中、在監等情形之役男，須於完成線上申報後，以臨櫃、郵寄、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擇一於109年12月31日前繳交證明文件至本所兵役
課。
(二)91年次役男自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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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再臨櫃辦理。因故無法線上申請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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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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0年83年次以後替代役體位役男在學期間接受補充兵役徵集申請，請協
助宣導：
1、申請對象：83年次以後出生且經徵兵檢查判定替代役體位者(在學或應
屆畢業皆可申請)。
2、申請期間及方式：109年12月1日(星期二)上午8時30分至109年12月10
日(星期四)下午5時止。請檢附役男身分證明文件逕向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提出申請。
3、受訓期間：110年1月18日至1月29日共計12天。申請人數超過梯次員額
時，將依役男出生年月日依序徵集入營。
(四)109年第3次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截至12月2日共有2455名役男申請服
一般資格替代役，目前第220梯次尚有名額，請協助宣導役男踴躍申請：
1、基本條件：凡83年次至90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男。
2、一般資格申請期間：自109年7月6日(星期一)9時起至109年12月31日(星
期四)17時止(申請人數額滿時，於內政部役政署申請資訊系統公告提
前結束)。
3、一般資格申請程序及受理機關：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主題單元/一般替代役申請/一般替代役甄
選作業資訊系統登錄申請，並依申請時間先後順序徵集入營服役，不
再辦理抽籤(早申請早入營)。
內政部申請公告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s://www.nca.gov.tw/sugsys/)查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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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出生)。
2、中將：65歲 (民44年出生)。
3、少將：60歲 (民49年出生)。
4、上、中、少校及士官長：58歲 (民51年出生)。
5、上、中、少尉及上、中、下士：50歲 (民59年出生)。
6、志願役士兵：45歲 (民64年出生)。
7、義務役士兵、補充兵：36歲 (民73年出生)。
上列人員服役限齡，計算至109年12月31日止，並自110年1月1日除役除管，
不另發給除役令。
(六)為落實照顧役男服役期間需要生活扶助之家屬，使役男能安心服役，並
能透過網路先行了解及試算是否符合申請條件，兵役局特別建置「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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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役安網」線上申辦e指通，敬請協助宣導多加使用。
(網址:https://service.docms.gov.taipei/Miliapply/)
(七)「戶役政管家App」，請協助宣導役男踴躍下載使用！
1、因應「數位政府」將通訊及智慧科技結合，內政部戶政司與役政署共
同開發建置「戶役政管家App」線上訊息主動通知服務，自109年3月2
日上線啟用。
2、役男透過手機下載「戶役政管家App」，點選「役政」介面，登入身分
證字號、帳號及密碼等完成帳號建立，即能經由App主動發送如「完
成短期出境申請通知」
、
「徵兵檢查預告通知」
、
「徵兵檢查安排日期通
知」
、
「徵兵檢查複檢日期通知」
、
「徵兵檢查體位判定結果通知」
、
「抽
籤結果通知」
、
「徵集入營通知」及「申請家因補充兵役核定結果通知」
等訊息，歡迎役男踴躍下載使用。
十六、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人文課
本年度人文課活動已全數辦理完畢，感謝各機關單位協力支援。
十七、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秘書室
因應疫情，請各合署辦公單位落實配戴口罩，勤洗手及消毒措施。
主席裁示：請秘書室注意本行政中心於周末對外租借大禮堂或會議室時，請警
衛室進行電梯及防疫管控，也請將租借時間及使用團體一併告知。
陸、 臨時動議(略)
柒、 上級督導員宣導事項
1. 國際疫情嚴竣，多國屢創確診新高，入境的居家檢疫者風險相對高，里幹事
是防疫最重要的第一線，各區里幹事關懷居家檢疫者標準必要配備有口罩、
隨身消毒液、塑膠手套、護目鏡等，請各區落實配發，並嚴謹要求里幹事出
勤務，尤其送關懷包等與居家檢疫者可能有接觸時，務必戴口罩，並隨時攜
帶隨身消毒液消毒。
2.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中央秋冬專案-社區防疫」
，本市各區行政中心、
區民活動中心、里民活動場所、公民會館、孔廟、殯葬處、NGO 會館、林安
泰古厝及本市各宗教場所係屬高感染傳播風險八大類場域之一，倘民眾進入
不易保持社交距離，會近距離接觸不特定對象之室內場所，應配戴口罩；如
未依規定佩戴口罩，經勸導不聽者將由各權管機關處以罰緩。
3. 邇來發現部分固定里民活動場所內有從事非公益以外使用之情事，查里民活
動場所係以公益性質提供里民集會、知能研習、小型健康休閒等靜態活動，
故不應於場所內與從事與里民活動無關之活動且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請各區
公所里幹事勸導並通報，本局並另依本市里民活動場所租金補助辦法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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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不定期派員查核。
4. 各區或各里內如有舉辦或配合其他機關辦理活動，請務必透過精準投遞平臺
-里公布欄傳遞活動訊息，俾利民眾周知。如對本平臺有相關精進建議或改
善之處，請隨時反映。
捌、 主席結論：有關各單位之宣導事項及上級督導員宣導事項請各機關單位協
助宣導，謝謝大家。
玖、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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