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97 年度施政計畫提要
本處依據高雄市政府 97 年度施政綱要及額度，編訂該年度施政計畫，其
重點及主要目標如次：
一、秉持「幸福高雄」施政理念，賡續檢討本府及所屬機關組織，運用員額
總量管制彈性調整及人力資本衡量原則，以落實員額精實政策，降低政
府財政負擔，增進行政效能。
二、配合中央政策擬定推動相關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實施要項，並依據「高
雄市政府推動核心價值及中高階主管職務管理核心能力實施計畫」辦理
核心能力及深化核心價值推展事項。
三、推動行政業務委託民間辦理，結合民間資源，活化市政改革，提昇公共
服務品質與效率。
四、落實性別主流化政策，本府各機關委員會(會報、小組)委員之聘(派)兼
，以單一性別不低於委員總人數三分之一為目標，每年追蹤檢討改善情
形。
五、加強拔擢女性主管，促進女性參與決策，營造兩性健康平權職場，建立
優質職場環境。
六、建立公開、公平、公正陞遷環境，達到內陞外補兼顧，適才適所宗旨，
並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相關規定，擇優遴用
、陞任人員。
七、綜覈名實，信賞必罰，激勵賢能惕勵頑劣；整肅官箴，維護紀律，強化
公務人員恪遵法令觀念，以保持品味，內蘊為核心價值。
八、提昇公務人員英語能力，促進公務人力國際化，加速國際接軌，賡續

推動終身學習相關政策性訓練；推動數位化學習網絡及數位學習資
訊分享，並重視組織發展，積極深化及擴散組織學習之成效，型塑
優質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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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強照顧員工身體健康，編列預算補助員工健康檢查，檢查期間並給予
公假，以型塑健康、活力政府。
十、推動各項提昇員工心理健康相關活動，建立心理健康諮商輔導機制，以
營造人性關懷、互動良好之組織氛圍，強化市府團隊向心力。
十一、建置「高雄市志工人力銀行」鼓勵現職及退休員工參與各項志願服務
，並積極媒合參與 2009 世運公教志工團。
十二、貫徹弱勢優先政策，執行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人員足額進用比率，促進
社會正義。

十三、確實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及「全
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覈實支給員工待遇，以安定公
教員工生活；賡續辦理員工急難貸款，創新規劃員工文康社團及
單身聯誼活動。
十四、結合本市基層社區舞蹈團隊積極規劃辦理推廣「2009 世運比賽項
目─運動舞蹈」示範觀摩活動，引導市民及公教同仁之正當休閒
活動，以提昇健康生活品質及工作績效。
十五、配合政府各項資訊之整合，強化人事行政資訊系統管理及更新，朝「
建立電子化政府」目標邁進。

十六、貫徹退撫資遣制度，妥適編列退撫經費及按時繳納退撫基金費用
，並配合退休所得合理化方案辦理，促進人事新陳代謝，落實退
休員工及遺族之照顧。
十七、辦理國家考試南部考區試務工作，方便本市市民及南部民眾應考，並
增加本市商機。
十八、暢通申訴管道，協助本市公務人員協會會務之推動，以維護公務人員
權益，促進聯誼合作，進而提升行政效率與為民服務品質。
本處 97 年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列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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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97 年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來源及金額
類

項

主 要 預 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行政

3,621
3,621

行政管理
貳、人事行政

備

考

1.不含現職人員待遇及第一
預備金
2.內含住福會 313 千元

119,921
1,025
464
4,778
20,032
276
93,346

一、組織及人事人員管理
二、任免遷調考試
三、考核獎懲及研習進修
四、待遇福利及退撫
五、人事資料管理
六、公教住宅輔建及福利互助
參、廳舍興建與充實設備

2,053 內含住福會 81 千元
2,053

充實設備
肆、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宅基
金
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宅基金
之管理與運用

81,267

伍、人事費及第一預備金

60,625
內含住福會現職人員待遇
60,525
7,420 千元
100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金
合

計

18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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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輔助公教人員購置
住宅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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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97 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壹、一般行政
一、行政管理
(一)一般業 1. 加強文書、檔
務
案管理及事務
管理。
2. 提高公文處理
時效，促進行
政效率。

施

要

領

預算來源及金額
備
(單位：千元)
3,621
3,621

依照文書處理手冊、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及有
關法令規定辦理，並依檔案法相關規定，加強檔
案管理﹔改善檔案庫房環境，便利檔案應用。
建立本處公文系統網路，加強公文稽催，發掘問
題適時改進，透過電腦公文文書稽催管制，提昇
業務績效。

(二)會計業 配合施政計畫編 1. 配合各計畫年度施政重點與目標落實零基預
務
算精神籌編預算。
列預算據以執行
，以提高施政績 2. 嚴格執行本年度各項預算，使經費運用達到預
期之效果。
效。
貳、人事行政
一、組織及人
事人員管理
(一)組織管 1. 賡續組織整簡 就本市未來發展目標，賡續檢討各機關組織功能
理
，經由組織整簡，以期組織事權統一，精實有力
。
。
2. 推動員額精簡 賡續列管執行員額精簡措施，遇有請增員額需求
，先予施行人力實地評鑑。
。
3. 貫徹「各級行 依行政院該處理原則規定，加強超額工友之處理
政機關、公立 。
學校超額工友
（含技工、駕
駛）處理原則
」。
(二)公共事 全面擴大業務委 賡續列管核定之重點委外項目，檢討執行情形。
務 委 託 外 外。
包
(三)落實性 本府各機關委員 每年 1 月追蹤檢討改善情形。
別主流化
會(會報、小組)
委員之聘(派)
兼，以單一性
別不低於委員
總人數三分之
一為目標
(四)人事人 推動人事人員核
心能力
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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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21
1,025

註

1. 宣達人事法令
鬆綁政策，增
進行政效能。
2. 確實執行人事
主管職期輪調
。
3. 提高人事人員
素質。

召開各項人事業務集會宣達人事政策、檢討人事
業務得失及研商改進人事業務，提升人事體系執
行力。
切實依照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
理要點執行人事主管職期調任。

依照高普考試、地方特種考試錄取人員任用計畫
提列職缺供高普考試、地方特種考試分發，以促
進新陳代謝，提高人事人員素質。
4. 人事人員陞遷 1. 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施行細則及本處暨
獎懲公開。
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陞遷序列表等相關規
定辦理。
2. 依本處暨所屬各級機關學校績優人事人員選
拔要點，每年選拔表揚績優人事人員。
3. 依本府各級機關人事機構年度業務績效實地
考核實施計畫，考核所屬人事機構業務績效，
以建立人事人員服務觀念，提高人事行政效能
。
5. 強化人事人員 1. 依據人事人員年度訓練進修工作計畫辦理各
專業能力。
項訓練研習。遴薦人事人員參加訓練並鼓勵人
事人員參加各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各種班期進
修，強化能力接受新知觀念。
2. 辦理人事法規測驗，促使人事人員熟諳人事法
令規章，提高處事能力與服務品質。
3. 依據「人事行政研究發展獎勵作業要點」鼓勵
人事人員踴躍撰文參加研究發展比賽。
4. 遴薦優秀人事人員出國研習，並提出報告，作
為人事業務革新之參考。
6. 加強推動幸福 1. 依本處訪視所屬人事機構計畫不定期訪視人
事機構，以瞭解人事業務實際運作狀況。
人事服務。
2. 辦理新進人事人員座談會及參訪活動，及請各
人事主管訪問新進人事人員居所，以達到溝通
關懷及經驗傳承之目的。
3. 不定期辦理業務交流行動學習系列活動，藉由
學習活動增進人事人員對業務熟悉度及推展
各類活動能力，強化溝通協調經驗並促進彼此
交流聯繫，有效宣揚推展幸福城市理念。
二、任免遷調
考試
(一)任用送 1. 考用合一，依 1. 各機關職務出缺時，除依法申請分發考試及格
人員外，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
「現職公務
審
法用人，內陞
人員調任辦法」
、
「公務人員陞遷法」及相關法
外補並重。
令規定嚴格審核資格條件後派任。並依限辦理
銓審、請任。
2. 依照「行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
點」規定辦理借調及兼職，並嚴格管制，借調
期滿後即行歸建。
3. 責請各機關落實執行「防範退離職公務人員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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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立優良陞遷
環境，期人與
事密切配合。

3. 加強拔擢績優
女性擔任主管
。
4. 賡續執行定額
進用身心障礙
人員及原住民
。
5. 管理約聘僱人
員。

大陸地區任職管制措施」
。
1. 責成各機關學校確實依照「公務人員陞遷法」
，辦理人員陞遷，建立良好之陞遷環境，拔擢
績優人員。
2. 督導本府各機關學校確實依照授權規定辦理
薦任第九職等非主管現職人員及薦任第八職
等以下主管現職人員之陞遷調派。
3. 督促各機關依照「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三條
及「高雄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公務人員職務遷
調要點」相關規定辦理各類人員職務遷調，加
強職務歷練。
4. 公開本府需外補之職缺，登錄本府網站公告徵
才，期透過公開徵才，甄遴優秀人才，並加強
人事服務。
賡續鼓勵各用人機關於適當主管職務出缺時，優
先拔擢有能力、肯負責之女性人員擔任，以提高
女性主管比率，並賡續辦理「推動女性參與決策
系列活動。
1. 督促各機關維持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原
住民。遇有人員異動時，迅速於當月遴員補足
。
2. 督促各機關學校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規定按
時上網填報「人力資源管理系統」作業。
嚴格審核各機關所提新增約聘僱案件及 97 年續
聘僱案件，以確實管制員額，並逐年降低約聘僱
人數。

(二)考試及 配合各機關用人 配合行政院所屬各機關需用高等、普通暨初等考
格 人 員 分 需要適時分發考 試及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
任用計畫作業要點，擬定年度用人計畫，申請分
發
試及格人員。
發考試及格人員，以提高人員素質。
(三)辦理國 辦理年度國家考 1. 辦理公務人員高普考、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特考
、醫事人員檢覈筆試、警察特考、身心障礙人
家考試
試南部考區試務
員特考、司法人員特考、專技高普考等十多項
工作。
國家考試南部考區試務，方便本市市民及南部
民眾的應考，並增加本市商機。
2. 協助洽借、佈置試場；協調警察局、環保局、
電力公司、自來水公司、公車處等支援，務期
各項考試圓滿完成。
(四)加強推
展志願服
務
(五)公務人
員心理健
康

建置「高雄市志
工人力銀行」網
站。
辦理各類公務人
員心理健康系列
活動

推動健康城市，鼓勵現職及退休員工參與志願服
務，建置「高雄市志工人力銀行」
，積極推展 2009
世運公教志工團，媒合服務弱勢族群。
辦理促進新進（含考試及格）人員、女性主管、
公教志工心理健康系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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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獎懲 1. 推動終身學習 1. 訂定本府「組織學習推動計畫」，成立領導團
及研習進修
加強前瞻性核
隊、行動團隊、服務團隊等 3 種功能性組織，
(一)員工進
心價值觀，重
透過組織共同學習過程，匯集智慧，並善用團
修
視組織發展，
隊學習加乘效果，達成共同願景。
積極推動組織 2. 推動「創新」
、
「進取」
、
「專業」核心價值觀，
學習之深化及
期使公務人員勇於變革，展現創造力；展現活
擴散，開創自
力，提升執行力；增進專業知能，追求高績效
主學習，型塑
產出。
優質文化。
3.積極培訓初、中、高階主管人員核心能力，有
效發展接班人培訓計畫；依據府屬機關業務特
性，選定「專業核心能力項目」，規劃相關專
業知能訓練，實踐本府發展願景。
4. 補助資深績優公務人員出國考察，全年預定補
助 100 人，藉由開擴國際視野，擷取國外新知
，以增進組織發展。
5. 訂定「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
進修費用補助原則」，責請各機關寬列進修預
算，鼓勵同仁至鄰近大學進修，提高本府公務
人力素質。
6..依據行政院頒「型塑學習型政府行動方案」，
賡續推動組織學習活動，並參酌組織學習標竿
機關成功案例，辦理標竿學習活動，藉由標竿
機關推動之經驗方享與推廣，促進組織學習之
擴散，使各機關能與時俱進增強行政與服務效
能，提升行政績效。
2. 推 動 數 位 學 習 1 建構數位化終身學習網絡，推動數位學習資訊
分享，塑造數位學習文化，營造優質數位學習
，激發公務人
環境。
員學習動機，
開發公務人力 2.強化宣導數位學習之必要性及便利性，增加機
關內部人員對於數位學習的認知及需求，藉以
無限潛能
提高府屬同仁學習意願並達成每人每年最低
5 小時數位學習時數。
1.訂頒「高雄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輔導公務人
3. 運用多元學習
員通過英語能力測驗實施計畫」，明定本府各
管道，活用各
機關公務人員通過英檢人數各階段達成目
項機制與方法
標，督促各機關將英語培訓課程納入年度訓練
，激發公務人
進修計畫，協助同仁通過英語能力檢定測驗。
員英語學習興
2.逐年開辦初、中、高階各階英檢培訓專班，
趣，厚植公務
並舉辦「輔導英檢說明會」
，協助府屬公務人
人員英語能力
員參加各項英語能力測驗，增加通過機會。
。
3.主動辦理英語檢定集體測驗，洽請經認證之相
關機構到府服務，避免同仁舟車勞頓，影響學
習測驗效果，並提供同仁多元選擇機會，提高
通過率。
4.補助英檢報名費用，凡報名參加英語能力測驗
者，補助報名費 50％，如經測驗及格，再補
助其餘報名費 50％。
5.建置英語初、中、高階線上學習課程，免費提
貳拾柒、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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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8

供同仁公餘時間多元學習機會，並蒐集國內英
語學習或教學相關網址，提供同仁線上學習管
道。
6. 配合同仁需求，將每日 30 分鐘空中英語教學
以網路公播方式，由同仁自由選擇適當時間上
網學習，透過聲光影像，讓英語學習生動化。
7. 協洽國內相關語言教育訓練機構，簽訂合作計
畫或優惠措施，提供同仁多元進修機會。
8. 就公務人員英語公務簡報比賽、英語演講比賽
、英語歌唱比賽或英語話劇比賽等活動擇選辦
理，促進英語學習多元化、活潑化、工作化與
情境化，以營造優質學習氣氛，提高英語學習
興趣。
9. 成立讀書會，擇選優良英語刊物提供同仁研讀
，並邀請外籍人士交流互動，或由英語程度較
好同仁義務講授，藉由互動帶動英語學習熱誠
與興趣，增進英語能力。
10.擴大民間交流，利用各項活動邀請外籍人士
參與，增加同仁接觸外語機會。
11.逐年提升所屬公務人員通過英語能力檢定測
驗人數比例。
12.培訓國際事務菁英人才，選送出國學習，增
進市政行銷能力，擴展國民外交，提高本市
國際知名度及競爭力。
13.建置機關英語版全球資訊網頁。
4. 辦理升官等訓 1. 委任升薦任官等訓練
為激勵基層公務人員工作士氣，暢通升遷管道
練，提振公務
，每年均辦理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練
人員士氣。
，就府屬各機關學校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第 5 項所定資格條件人員，依評分標準表評
比資績，提經甄審委員會審查遴選參訓。
2. 薦任升簡任官等訓練
為儲備簡任高階公務人才，每年辦理薦任公務
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練，就府屬各機關具公務
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第 2、3 項所定資格條件或
情形人員，提經本府審查委員會審查遴選參訓
。
(二)員工考 1. 表彰績優惕勵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暨施行細則、「行政院及
各級行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理辦法」
核獎懲
頑劣。
(1)覈實辦理獎 、「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獎懲案件
處理要點」等規定，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
懲。
原則，辦理獎懲案件，並恪守獎懲公開、客觀公
正、適切允當之要求，把握時效，以達激濁揚清
之效，建立廉能政府。
(2)選拔模範公 依「行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及「本府選
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規定，選拔表揚模範
務人員。
公務人員，以鼓舞士氣。
(3)選拔績優職 依「本府績優職工選拔表揚實施計畫」，選拔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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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4)請頒公教人
員服務獎章

(5)頒發資深績
優工友服務
獎狀。

2. 加 強 平 時 考 核
及法規宣導
(1)結合績效落
實考績。

(2)責成各級主
管人員加強
對府屬員工
之考核。
(3)暢通申訴管
道，保障公
務人員權。
(4)維護兩性工
作平等營造
優質工作環
境。

(5)防止公務員
違法出租（
借）專業證
照或兼職等
情事。

優職工，予以公開表揚，以激發榮譽感及責任心
。
凡公務人員有特殊功績、勞績或優良事蹟，依規
定專案請頒功績、楷模獎章外，服務成績優良
者，於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時，任職
滿 40 年者，請頒特等服務獎章；任職滿 30 年者，
請頒一等服務獎章；任職滿 20 年者，請頒二等
服務獎章；任職滿 10 年者請頒三等服務獎章。
依「本府頒發資深績優工友服務獎狀實施要點」
，凡服務成績優良，連續服務滿 30 年者請頒一
等服務獎狀，服務滿 20 年者請頒二等服務獎狀
，服務滿 10 年者請頒三等服務獎狀。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暨施行細則及「高雄市政
府所屬各機關以業務執行績效評列公務人員年
終考績作業要點」，作為各機關評列所屬人員年
終考績考列甲等人數比例之參據，期透過個人工
作考核與團體績效之結合，作客觀公平之考核，
以彰顯考績功能。
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規定落實平時考核工作並詳實建立公務人員工
作、操行、學識及才能等各項考核資料，作為辦
理年終考績、任免、獎懲、升遷、培育、訓練、
進修等之重要準據。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等相關規定辦理保障救濟
申訴、再申訴、復審業務，並加強宣導，期各機
關承辦人嫻熟法令與作業程序，以維護公務人員
權益，提昇行政效能。
依「兩性工作平等法」
、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等規定，除責請各
機關人數達 10 人以上者，應設立申訴管道協調
處理及 30 人以上，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外，
並定期邀請學者專家到府專題演講及開辦研習
班，灌輸同仁正確防治觀念。
要求各機關人事單位應主動告知所屬同仁，如具
有專業證照者，應主動申報，各機關並應造冊列
管，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稽核。另利用各項集
會，或於訓練課程時講授相關法令規定，加強同
仁正確觀念，避免違法情事發生，如發現有違法
事實，則依相關法令，予以適當之處理。

3. 加 強 與 員 工 團
體協調連繫。
(1)協助推動本 公務人員協會法自 92 年 1 月 1 日施行，為維護
市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結社權，經積極推動輔導，本市公務人
協會會務。 員協會於 94 年 12 月 5 日成立，並獲本府許可立
案，爾後將續善盡監督輔導之責，俾使協會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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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單一窗
口，由專人
受理工（協
）會反映事
項。

發展，以共創政府與公務人員雙贏新猷。
依「高雄市政府加強所屬機關產業工會協調連繫
實施計畫」，設置單一窗口，由本處指派專人受
理工會反映事項，定期邀集各級工會理事長或常
務理事及人事機構或職工業務承辦單位主管進
行座談，以維人事和諧。

四、待遇福利
及退撫
(一)辦理員 1. 增進員工待遇 1.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
、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
工待遇福
福利。
辦法」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支
利
給員工待遇及辦理各項福利。
2. 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
、
「勞工保險條例」及
「全民健康保險法」辦理公教人員暨眷屬保險
。
3. 依據「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
」辦理員工因公傷亡慰問。
2. 辦理員工休閒 1. 輔導各機關學校依據「高雄巿政府所屬各機關
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辦理員工文康及
活動。
社團活動。
2. 規劃辦理推廣「2009 世運比賽項目—運動舞
蹈」示範觀摩活動。
3. 規劃辦理「型塑優質體能，健康環境」系列活
動，俾推廣本府公務人員重視自我健康管理觀
念，維護身心健康。
4.為促使佳偶天成有情人終成眷屬，每年辦理不
同型態之單身聯誼活動。
3.妥辦員工托育。 賡續增加與本市托兒所、幼稚園及課後托育中心
簽訂特約，優惠員工子女送托，提供員工更便捷
之托兒服務。
4. 補 助 公 教 人 員 1.40 歲～未滿 50 歲者，3 年1 次，補助3,500 元
健康檢查。
2. 50 歲以上者，2 年1 次，補助3,500 元
3. 職務列等最高第九職等以上且合格實授者：
(1) 未滿 50 歲者，2 年1 次，補助7,900 元
(2) 50 歲以上者，每年1 次，補助7,900 元

(二)辦理退 1. 辦理退休與資 1. 對屆齡或自願退休（職）人員依照調查資料列
休、資遣、 遣。
冊管制，並依法辦理核退。
撫卹
2. 對於傷殘退休（職）人員，依據公教人員保險
2. 辦理撫卹。
殘廢給付標準表予以審查，並按命令退休之規
定辦理核退。
3. 照顧退休人員 3. 審核各機關所報不適任現職人員及經公立醫
及在職亡故人
院證明不能勝任工作案，凡合於資遣規定者均
員遺族。
同意予以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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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

現職人員死亡時，由服務單位依其遺囑或遺族之
申請辦理撫卹。
1. 依照考試院頒「早期退休支領一次退休金生活
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年節特別照護
金作業要點」辦理照護事宜。
2. 依照院頒「退休人員照護事項」
、
「各機關照護
退休公教人員實施計畫」辦理照護，其經費由
各機關自行編列預算支應。
3. 辦理府屬退休公教員工聯誼活動。
4.提供各種訊息，鼓勵退休人員依其興趣及意願
參與志願服務。.
4.按時於 e-cpa 調 按時於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e-cpa 之軍公教人員退
查表系統正確 休撫卹資料調查表系統正確填報資料、配合退休
填報相關資料 所得合理化方案辦理相關事宜，並向退休人員妥
為說明及按時繳納當月退撫基金費用，並督導所
屬人事機構確實執行。
五、人事資料 1. 建立公務人員 1. 對公務人員個人之人事資料繼續建立及更新
管理
人事資料。
，保持正確詳實。
2. 輔導各機關學校依中央規定期限網路填報人
事統計季報表。
3.依規定及輔導所屬機關按月填報公教人員待
遇管理系統各項待遇（薪資）資料並查核資料
之正是性。
2. 編印職員錄、 編印職員錄一次及主管人員名錄二次，分發有關
主管人員名錄 機關及人員參考。
。

276

93,346
六、公教住宅
輔建及福利
互助
(一)處理公
教輔購住
宅及辦理
急難貸款

依據有關法令處 1. 依據「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宅輔助要點」處理
77 年度至 96 年度公教住宅貸款貼補利息及手
理住宅輔購貸款
續費。
及辦理急難貸款
2. 依據「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辦
。
理員工各項急難貸款事宜。
3..舉辦公教員工住宅修繕及購置研習會與相關
參訪活動，提供公教員工住宅修繕及購置資
訊與知識。

(二)推動員 提升員工身心靈 1. 辦理各機關專責人員之培訓，包含諮商輔導訓
練及參訪諮商輔導機構，以增進業務知能，提
工 心 理 健 健康，營造人性
昇推動技巧。
康、諮商輔 關懷組織文化。
2. 針對本府員工需求規劃辦理「心理健康與諮商
導
輔導」系列講座，提供員工增進身心健康的完
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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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立本府員工心理健康諮商輔導機制，結合本
市立凱旋醫院、社區心理衛生中心等專業機構
諮商資源，與本市心理團體建立夥伴關係，以
提供府屬員工紓壓及尋求協助管道。
4. 成立「高雄市政府推動員工身心健康關懷小組
」，協助各機關推動員工心理健康相關機制與
計畫。
5. 透過網路開放專區、印製宣導品方式，提供心
理健康相關資訊及諮商輔導資源。

(三)輔導員
工規劃休
假生活
(四)辦理公
教人員福
利互助金
結算
參、廳舍興建充
實設備
充實設備
購買辦公
機具
肆、輔助公教人
員購置住宅基
金
輔助公教人
員購置住宅
基金管理
辦理公教
人員輔助
購置住宅
貸款

提升員工生活品
質，維護身心健
康
依據本府公教員
工福利互助金結
算作業注意事項
辦理

策劃旅遊新知研習會，提供員工多元旅遊資訊，
以鼓勵公教人員從事戶外運動與休閒活動，讓「
健康與運動」概念深植員工生活。
督導府屬機關學校辦理現職人員福利互助結算
金作業事宜。

2,053
2,053
購置辦公室設備

購置首長座車、檔案櫃及電腦等軟硬體設備。
81,267

81,267

辦理本市公教人 1. 辦理公教人員輔助購置住宅貸款 77 年度至 96
員輔助購置住宅
年度公教住宅貸款貼補利息及手續費。
貸款
2. 償還以前年度應由公務預算撥補暫未撥補之
各年度公教貸款貼補息及手續費等。
3.辦理公教員工住宅修繕及購置研習會與相關
參訪活動，提供公教員工住宅修繕及購置資訊
與知識。
4. 依據「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辦
理員工各項急難貸款事宜，編列貸款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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