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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北公園國際化改造工程，公園北側已施工完竣，南側復
舊工程預計十二月五日完工。
二、配合市府社區環境改造工程案，撫遠公園預計十一月三十
日完工，延壽二號及新中公園預計十二月十五日完工。
三、慈祐文化街改造工程，已於十一月七日發包，預計四五天
完工。
四、本區調解會聘請律師於每週二、四下午義務答詢法律問
題，民眾反映熱絡。
五、十月四日區長率各課室主管參訪成功企業微星科技公司，
激發同仁見賢思齊、知福惜福、戮力從公。
六、為解決民眾洽公停車問題，於本所停車場設置六個免費停
車格供民眾使用。
七、為應行政程序法、救濟法之施行，於十月份辦理兩場法律
講座，以使同仁充分了解處理公務之作業程序。
八、全體里幹事學習新版市容查報電腦系統，以使明年在市容
查察工作上更有效率。
一、十月份辦理四場錫口音樂會活動參加民眾約二千五百餘人
重要成果
二、八十九年敬老禮金由里幹事親送到府，至十月底結束，共
計分送 12797 人、12797000 元、送達率 90.2％。
三、安平區民活動中心（計五層，每層約 46 坪）將於 89 年
12 月完工啟用。
四、八月份辦理 70 年次役男體檢，共計 1350 人次。
五、本所九樓設有文化藝廊、現正展出「海峽兩岸書畫交流展」
為期三個月。
六、至十月底共計受理 181 件公益彩券申請案，並持續辦理。
七、續發放地震受災戶一年房租津貼至十月底，東星大樓發放
33 戶計 3,150,000 元；豪門世家發放 21 戶計 2,268,000 元，
餘再通知受災戶儘速領取。
八、第二期鄰里公園綠化執栽工程於十月底完工，計種植花木
及疏株共 16521 株、計 1,199,646 元。
創新措施

突破難題

未

一、爭取財政局廢棄之眷舍，作為復建里里民活動中心，解決
該里無活動場所之困境，該工程預計十二月底完工。
二、爭取民權大橋下新工處之倉庫約 200 坪，作為莊敬、新益
二里之活動中心，已於 89 年 10 月正式啟用。
三、為解決里內無活動中心之困擾，可以租用方式辦理，至十
月底已租用固定活動場所計五里、租用臨時場所計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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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 月 11 日舉辦寫生及徵文比賽。
二、11 月 18 日計有五七位殘友參加殘障運動會。
三、11 月 4 日辦理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改選，預定選出地主二人、
佃農四人、自耕農二人。
四、十一月中旬辦理役男入營座談會。
五、第三梯次替代役男計有 17 人申請，定於 11 月 19 日徵集。
六、11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止社會課將辦理敬老禮金補發作業。
七、七十年次甲、乙體位役男計 1119 人定於 11 月 8 日辦理抽籤。
八、11 至 12 月辦理電腦教育訓練、計分六梯次，共有 41 位同仁參訓。
九、11 月 10 日辦理八十九年戶口普查指導員講習計 108 人參加；另預定
辦理八場次之普查員講習計 618 人參加。
十、11 月 7 日辦理原住民事務雙向交流座談會。
十一、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由里幹事致送九十年健保 A 卡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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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民政課
一、 為推動守望相助工作，於十二月二日假本市指南宮召開守望
相助擴大執行會報，邀請里長、民防隊員、社區代表與會，
並由東榮里趙里長、新東里華里長、新聚里林里長報告成立
守望相助巡守隊對治安改善之情形；冀由本次會報各里均能
成立巡守隊，並減少犯罪率。
二、 於十二月一日、八日及十八日辦理本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工作
座談會，由指導員、審核員及行政人員計一百餘人參加，並
邀請行政院主計處黃科長、市府主計處科長列席指導。
三、 為加強推動全民體育活動，於十二月八、九、十日與中華民
國空手道協會假西松高中共同辦理空手道比賽，並於十二月
十日圓滿閉幕。
四、 為淨化人心，宣揚宗教祥和及祈求國人平安，於十二月十六
日與財團法人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假區行政中心十一樓禮堂合
辦快樂生活禪佛學講座，與會民眾對上大下藏法師以深入淺
出方式開示生活之意義，表示對安定人心有正面助益。
五、 本區改善民俗實踐會第十六屆第三次委員會議，於十二月十
九日召開，會中討論通過八十九學年度國中、高中、大專第
二學期獎助學金發放事宜。
六、 本區改善民俗實踐會經市府民政局評選為績優單位第三名，
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接受表揚。
七、 本區復建區民活動中心整建工程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完工，預
定元月十四日開幕啟用。
八、 安平區民活動中心內部裝修工程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包，施
工日期為四十五個日曆天。
九、 督導本區慈祐里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開，八十九年度里民大
會。
十、 十二月二日與東榮社區發展協會假民生社區中心集會堂合辦
八十九年「秋之頌—藝文活動」
，由里內社區團體表演歌舞、

太極拳等節目，參加民眾約 600 人。
十一、十二月二日與松壽社區發展協會假行政中心禮堂合辦「有
感而動同歡樂」活動，由社區團體及媽媽們表演精采歌舞並有點
心成果鑑賞，參加民眾約 350 人。
十二、十二月二日假鵬程區民活動中心辦理本區「公民辯論會」
。
兵役課
一、十二月份徵集陸軍計 55 人、空軍計 12 人、憲兵計 2 人、海
軍艦艇兵計 3 人、海軍陸戰隊計 4 人、補充兵計 12 人。
二、辦理役男申請歸屬證明書作業，計 103 件。
三、辦理僑民（生）異動作業，遷入計 11 人。
四、辦理十二月份應徵役男申請延期入營作業計 14 人。
五、辦理各年次役男變更體位申請複檢作業計 13 人。
六、辦理後備軍人遷出 239 人，遷入 190 人，截至 12 月底止，列
管人數計 29,905 人。
七 、辦理役男出境作業，計 57 件。
社會課
一、 發放敬老愛殘車票 9388 張，身心障礙陪伴者優待票 20 張，
敬老證 167 張。
二、 辦理急難救助 10 件，計新台幣 61,000 元。
三、 發放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785 人，計新台幣 4,446,000 元。
另受理申請 26 件。
四、 辦理身心障礙手冊申請 152 人。初領 60 人，重新鑑定 89 人，
遷出本區 14 人，遷入 10 人，註銷 23 人，資料異動 6 人，毀
損及遺失補發 18 人；身心障礙鑑定未達列等人數 3 人。
五、 申報身心障礙健保媒體資料 104 件。發放臨時工工資 128 人
次，3739 天，金額 1,869,500 元正。
六、 辦理育兒補助 328 筆，計 820,000 元正。
七、 辦理殘障津貼 82 件，器具補助 46 件，計 586,265 元。
八、 核發天然災害救濟金：其中象神颱風受災戶 5 戶計 100,000
元；九二一受災戶 102 戶計 12,210,000 元。
九、 受理公益彩券申請截至十二月底共 185 件。
秘書室

一、 參加「台北市政府員工關懷鄰里社區主題網頁設計競賽活
動」
，榮獲機關組乙等獎金一萬元及獎狀乙紙。
二、 受理大禮堂申請借用十二月份計三十四場次。
三、 十二月份受理民眾線上洽公計申請急難救助一件；申請全民
健康保險第六類保險對象轉出一件。
四、 行政中心停車場釋出停車位供民眾洽公停車計 469 車次。
經建課
一、鄰里工程維護十二月份計施築截留井 17 座，埋設涵管 61.30
公尺，舖設水泥路面 161 平方公尺，瀝青混凝土路面 39 平方
公尺，溝蓋換修清理 115 公尺，更換溝蓋 3 塊，補修路面 14
處。
二、辦理地區環境改造—慈祐文化街街道更新工程，目前已完成 60
﹪。
三、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辦社區環境改造--撫遠公園環境改善工程完
工啟用典禮。
四、社區環境改造—新中公園環境改善工程於十二月十八日完工。
五、辦理八德慶成公園週邊人行道更新工程；延壽一號公園整建工
程；北寧公園整建工程。
健保課
一、 辦理第五類轉入、出等異動共計 12 件。
二、 辦理第六類轉入、出等異動共計 1728 件。
三、 補發九十年健保新卡共計 1016 件。
調解會
十二月九日本區舉辦法律有約，邀請黃和雄大法官作國家賠償法
法律講座，另戴東雄大法官亦與會指導；約有 200 位民眾熱烈參與。
突破難題：無
未來施政重點：
經建課
1. 九十年側溝工程設計發包。
2. 九十年度紅磚人行道工程設計發包。
3. 九十年度第一期預約維護工程設計發包。
4. 九十年度鄰里公園預約單價維護工程設計發包。
5. 九十年度鄰里公園綠美化植栽工程設計發包。

民政課
一、 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為九十年國家清潔週，為推動該工作
定於一月十四日舉辦二十一世紀清潔總動員活動。
二、 九十年春安工作自一月九日十八時起至二月八日十八時止。
三、 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本所與財團法人陳沼濤文教基金會合
辦「歲末迎新贈送春聯」活動。
四、 一月十三日本所與秦慧珠立法委員合辦愛心志工媽媽講座。
五、 八十九年戶口及住宅普查工作，目前各指導員審核普查表，
預定一月八日轉交審核員。
社會課
一、 辦理育兒補助總清查至一月十日止。
兵役課
一、 辦理各軍種常備兵徵集，預計 50 人次。
二、 一月十七日由本區主辦役男入營前座談會，預計 201 人參加。
三、 一月六日辦理七十一年次役男轉錄。
四、 一月六日辦理年度後備軍人及國民兵除役。
五、 一月十一日本區兵役協會辦理贈送貧困徵屬（每戶三千元）
春節慰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