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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重要成果 一、民政類：
93 年 1 月 1 日 (一)九十三年春安工作自九十三年一月八日零時至二月六日二十四時止，並
至 1 月 31 日止
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召開春安工作協調會，本次春安工作期間由本區
里鄰自治人員配合協勤，計約 101 人參與。
(二)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召開「清潔月暨國家清潔週」協調會，九十二年十
二月十四日至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為臺北市清潔月，九十三年一月十四
日至二十日為國家清潔週，本區由區清潔隊配合宣導及執行，春節期間
環境維護工作績效良好，共計動員 1,400 人次，清掃 93 處及清除 262，892
噸垃圾。
(三)有關寺廟補登記，本區已辦理補登記完成之寺廟為二二八公園福德宮。
第四次寺廟總登記，本區截至一月底已完成辦理之寺廟有光華寺、南福
宫、蓮雲禪苑、東和禪寺、華嚴蓮社、十普寺、善導寺、城隍廟、寶藏
巖及聖靈寺。
(四)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市容查報業務共計查報 314 件(已執行
208 件、計畫辦理 96 件、查驗未執行、未通過 6 件、無法辦理 2 件、改
列非市容查報案 2 件)。
二、社政類：
(一)社會福利及社會救助(九十三年截至一月底各項業務累計成果)：
1.敬老暨愛心悠遊卡申請：計 301 件。
2.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計 23 件。
3.身心障礙者鑑定及手冊發放申請：計 143 人次。
4.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申請：計 48 件，補助經費 540,100 元。
5.身心障礙者津貼發放：計 54 件；後續鑑定津貼異動申請案計 90 件，合
計 144 件。
6.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計 8 人，補助金額 11,000 元。
7.身心障礙者電腦彩券經銷商『工作能力證明』審查：計 1 件。
8.敬老福利生活津貼申請：共 99 人提出申請(符合資格者共 44 人；不符合
資格者共 55 人；提出申復者共 9 人) 。
9.低收入戶申請及每月生活補助費之發放：本區現有低收入戶 715 戶、輔
導人數 1585 人，93 年 1 月份新增 17 戶、41 人、；各項異動(含遷出、
遷入、進住敬老院、住址變更、死亡註銷、改變輔導等級、補發低收
入戶卡等)計 95 件。
10.急難救助申請(含民間捐款)：計 38 件，補助金額 154,500 元。
11.家境清寒證明之核發：無。
12.受理以工代賑臨時工登記：計 2 件。

13.天然災害救濟金申請：房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計 2 戶 10 人，補助金
額 20 萬元。
14.育兒補助：計 152 人次，補助金額 382,500 元。
15.低收入戶喪葬補助發放：計 2 件，補助金額 46,000 元。
(二)區級人民團體及社區發展協會會務輔導：截至九十三年一月底止，本區
立案社區發展協會共 29 個。九十三年一月份本區社區發展協會(或區級人
民團體)共召開 1 次理監事會議、2 次會員大會，詳列如下：
1.九十三年一月六日永昌社區發展協會召開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2.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文祥社區發展協會召開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議。
3.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永昌社區發展協會召開第 4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
(三)本區九十三年度指定優先開設防災緊急安置學校為古亭國中、中正國中
及忠孝國小等三校(原忠義國小已三年屆滿，由古亭國中接任)。
三、經建類：
(一)輔導沅陵街商店街區組織辦理：九十三年一月八日至一月十九日輔導沅
陵商店街主辦「2004 年沅陵商店街歲末趕集愛心樂捐系列活動」
，活動項
目有書法家寫春聯送光復里弱勢族群等一連串活動，本次活動約有 3,000
至 5,000 人參加，對於地方活絡商機，促進經濟繁榮，頗有助益。
(二)九十三年元月，實施轄區大型百貨公司、超商、便利商店商品標示抽查
共 33 件。
(三)執行各鄰里公園草坪、灌木、綠籬及榕樹枯枝修剪、花台雜草清除、地
板舖面清洗、環境清潔打掃等工作，維護公園整潔美觀。
(四)本區九十三年度鄰里維護工程預約第一批現正規劃設計中。
四、役政類：
綜合：
(一)至九十三年一月底兵役列管人數如下：
國民兵 2,093 人 役男 4,366 人。
現役軍人 1,395 人 後備軍人 20,348 人。
僑民僑生 512 人 替代現役 76 人。
替代役男 84 人 替代備役 119 人。
(二)九十三年一月十日執行各役別人員除役及民七十四年次役男轉錄作
業：
1.民七十四年次役男轉錄計 1,098 人次。
2.後備軍人除役 1,289 人次。
3.役男除役 1 人次。
4.僑民除役 3 人次。
5.國民兵除役 123 人次。
後管：
(一)九十三年一月份後備軍人歸鄉報到計受理 102 人次。
(二)九十三年一月份後備軍人異動 194 人、免役 3 人、回役 2 人。
(三)九十三年執行後備軍人除役 1,289 人次。
徵集：
(一)九十三年一月份役男申請出境計受理 692 人次。

(二)九十三年一月份役男體檢(含複檢)申請計受理 33 件。
(三)民 74 年次役男轉錄 1,098 人次。
勤務：
(一)九十三年春節生活扶助金計發放 19 戶，共 495,000 元。
上述扶助項目係依據「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
辦理，其發放基準分為甲、乙及丙三級。
(二)為表達對本區徵屬(19 戶)之關懷，本區結合兵役協會、台北市城隍廟
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假珍膳園餐廳辦理徵屬慰問活動。
(三)九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假本所大禮堂舉辦第三十五梯次替代役役男入營
前座談會，當日約 150 人次參加。
替代役：
九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假台北市政府兵役處十樓大禮舉行替代役「一般資
格」抽籤，本區計有三員參加。
五、健保類：
(一)截至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於本區投保之第六類在保人數計有 30,032
人。
(二)辦理核發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經濟困難無力繳納申請還繳證明書共 64
件。
(三)辦理第二次全民健保 IC 卡分送到家服務共計 11,733 人。
六、調解業務：
(一)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受理 21 件聲請調解案件，其中 2
件成立，16 件未結案，3 件不成立(不一致案件 3 件)。
(二)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區公所免費諮詢(每週四、五)：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
至一月三十一日止洽問件數共 18 件。
七、秘書室：未屆保存年限檔案回溯編目建檔總件數 117,828 件，已鍵入 44,906
件、轉檔 21,709 件，共計 67,915 件，達成率 57.6%。
突破難題

無。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一、民政類：
(一)興建龍興區民活動中心：
1.規劃情形：龍興區民活動中心係位於龍口市場舊址，未來將興建成地下二層，地面七
層之建築物，因衡量里民活動場所需求性，本所積極爭取四樓規劃為區民活動中心，
其他樓層分別由極具使用需求之單位(社會局、警察局中正少輔組、環保局清潔隊)參
建。
2.規劃期程及執行情形：該興建工程已簽奉市長核定，工程期程約需二年，原預定於九
十一年完成開放使用，為爭取興建時效，先期委託市府工務局新工處辦 理規劃事宜，
九十年十一月刻正進行發包作業中，但因當地居民表示強烈反對新工處新建龍口市場
地下室開挖到六米既成巷道範圍內，且緊鄰民宅開挖有嚴重安全之虞，經九十年十一
月十五日現場

及九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會議協商,基於適法性及安撫居民考量，
該新建朝變更設計方向進行，建築師已完成修正圖說，又因配合台
電法規變更修正圖說調整台電變電室位置，代辦單位於九十一年二
月簽辦發包作業，已於九十一年五月九日開標，九十一年六月二十
七日開工，並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完工，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辦
理初驗，十二月十二日辦理複驗，現正向建管處申辦使用執照，俾
利工程正式驗收作業之辦理。
(二)九十一年五月林森北路五巷四號閒置房舍再利用定位為梅花區民活動中心已完工，九
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舉行「梅花區民活動中心修建竣工揭幕典禮」。本所於九十二年九
月五日遞送使用執照之申請，並於十月十四日由衛工處同意錄案備查「先行核准污水排
水設計圖說審查再視九十三年度預算內款項予以配合管線及污水處理設施」。然因「使
用執照申請案」尚有部份事項未符規定，遂於十月十六日由建管處退件並要求補正後再
行送審。本案已於十月廿七日進行「無障礙設施」複驗，並由受託之建築師事務所承辦
人補正相關資料送件。建管處承辦人告知「該建物大門寬度(二米五)不符做為區民活動
中心使用之標準(大門寬度需三米五)」而需另行改善，並已函請民政局協助辦理「大門
拓寬工程」，其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簽准動支預備金以支應工程所需經費，該工程
目前已完工。本案目前正由呂大吉建築師事務所協助向建管處續辦使用執照申請事宜。
(三)中正區公民會館(位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一○八號八樓)整建，九十二年度編
列預算新台幣陸佰萬元整，由民政局委託「詹益忠建築師事務所」負責細部設計監造，
並已完成工作成果審查。本所於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函文請示民政局有關「公民會館」
之使用用途及定位，以釐清其是否需進行「變更使用執照」之作業，並於十月六日向消
防局申請建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十月十七日由民政局函復「公民會館」之使用用
途及定位等項，本案於九十二年十月廿九日辦理上網招標，十一月十三日開標，因無廠
商投標而流標。為使招標順利完成而放寬投標廠商資格辦理第二次招標，十二月十一日
開標，又因「廠商之標價經最後比減價後，仍超過底價」而廢標，再於十二月十八日辦
理第三次招標，十二月廿六日開標時，因「廠商之標價經最後比減價後，仍超過底價」
而廢標。本案已專案申請獲得保留，目前正簽請召開工程發包作業協商會議，以利後續
作業之進行。
(四)九十三年二月至十二月於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五實施本區清潔日。
(五)九十三年成年禮預定於九十三年五月九日(母親節)假中山堂前廣場舉行。
二、經建類：
「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之「城鄉街景改善服務隊」目前分別進行本區鄰里公
園景觀改善。
三、役政類：
(一)本區自九十三年二月二日起至十四日止辦理民七十四年次 役男兵籍調查，預計完成
1,100 人次。
(二)九十三年二月份預定辦理常備兵及替代役男抽籤約 3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