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拾玖、人事
一、強化組織職能、有效運用人力
(一)因應業務需要，修正組織編制
1.修正「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組織規程」第 1 條、第 3 條及第 12 條暨編制表
縣市合併後，本市轄管海域面積擴增，為利本市漁港建設及南星計畫遊艇產
業園區開發等業務之推動，修正海洋局組織編制，自 101 年 10 月 31 日生效。
2.修正苓雅區等 2 所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為符合現行戶政業務推行之人力需求，依據各區戶政事務所 97 年至 99 年平
均數之人口數及業務量進行評鑑，並在總員額不變下，調整苓雅區及鼓山區
戶政事務所員額配置，自 101 年 7 月 1 日生效。
3.修正法制局組織規程及編制表
為應業務需要，將兼任人事管理員及會計員改置為專任人員，修正法制局組
織規程及編制表，並自 101 年 10 月 10 日生效。
(二)確實檢討各機關任務編組
為健全任務編組及組織功能，發揮其應有之行政效率，檢討本府各機關任務編
組，101 年 7 月至 12 月底止，共計新訂「高雄市申辦亞洲綜合性運動賽會籌
備會設置要點」等 11 種、修正「高雄市政府市有財產審議會設置要點」等 5
種、廢止「高雄市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1 種任務編組設置要點。
二、多元進用人力、提升人員素質
(一)內陞外補並重，活化組織人力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
、
「公務人員陞遷法」及相關規定，本府各機關均秉持
內陞與外補並重原則，審慎辦理人員之任免遷調；外補職缺，均登錄於本府全
球資訊網徵才。101 年 7 月至 12 月各機關外補 420 人；委任職晉陞 102 人、
薦任職晉陞 322 人、簡任職晉陞 8 人。
(二)照護弱勢權益，超額進用身障及原住民
1.超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710 人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等相關規
定，本府各機關學校截至 101 年 12 月份止，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1,239 人，
已進用 1,949 人，進用比例達 157％，超額進用 710 人。
2.超額進用原住民 167 人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至 101 年 12 月
止，須進用原住民 89 人；已進用 256 人，進用比例為 287％，超額進用 167 人。
(三)辦理「國考勝經Ⅱ-高雄市政府地方特考榜首及錄取人員應考經驗分享座談會」
為期「在地人才、在地服務」
，以增進市府效能，提升施政滿意度，於 101 年
9 月 7 日假本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館演藝廳辦理國考勝經座談會，邀請地方特
考高雄考區榜首及錄取人員 10 人進行經驗分享，計有本市市民、大專院校應
屆畢業生及本府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等計 220 人參與。
(四)協辦國家考試，服務南部考生
101 年 7 至 12 月底止，協助辦理國家考試南部考區試務工作，服務南部考生計
74,321 人。各項考試期間考生所需之住宿、餐飲、交通等均在本市消費，對於
帶動本市餐飲、旅館及交通運輸等行業商機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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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培訓、優質效能
(一)型塑優質文化
1.型塑「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優質文化
為營造本府高效能的優質團隊，增進行政滿意度擇訂「微笑（ＳＭＩＬＥ）」
為本府優質組織文化之表徵，並訂定「高雄市政府型塑ＳＭＩＬＥ優質組
織文化推動計畫」，型塑「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優質文化。
2.辦理「學習 enjoy、幸福１等１」分區學習活動
訂頒「高雄市政府『學習 enjoy、幸福１等１』訓練實施計畫」
，藉由組
織學習，擴大學習效果，101 年計分區辦理 46 場次研習。
(二)擘劃市政新願景，辦理首長策勵營
101 年 7 月 10、11 日辦理 101 年度第 2 次首長策勵營，邀請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黃副主委萬翔就關於國家公共建設中程計畫先期作業之程序及作
法，及對於我們高雄市政府未來重要建設及規劃，給予協助，另請各相關局
處就本府財政資產開源節流策略暨爭取中央經費成果報告與平均地權基金
運用策略、啟動民政、社政、勞工服務升級、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評析等
議題進行報告與討論。
(三)國際接軌，提升員工英語能力
1.積極輔導通過英語能力測驗
(1)補助英檢報名費用
為拓展公務人員國際對話之能力，函頒相關通過英語檢測補助英檢報名
費用等激勵措施。
(2)辦理多益集體測驗
101 年 6 月 29 日假苓雅分局及東區稅捐處；11 月 29 日假苓雅分局及青
年國中分上、下午辦理多益英語檢測各 1 場次，全年合計辦理 4 場次，
提供同仁多元選擇機會。經輔導同仁參加英語檢測後，截至 101 年 12 月
底止本府各局處通過各項英語檢定人數 4,458 人，通過人數比例為 24.02
％，已逾行政院 18％之目標。
(3)補助參加英語檢定課程班費用
本府公務人員參加大專院校開設之相關英語檢定課程班，如通過英語檢定
後，得由各機關視其經費情形酌予費用補助每人最高以新台幣5000元為度。
2.薦送公務人員參加密集英語訓練
為提升對外國際事務溝通交涉能力，配合行政院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辦理密集
英語訓練國內課程薦送報名，計薦送本府都發局、新聞局同仁共 2 人參訓並
完成訓練。
(四)培訓儲備市政菁英主管人才
為培育並儲備府屬中階幹部人才，特訂定「高雄市政府儲備中階主管培育計
畫」
，據以規劃辦理薦任第九職等及薦任第八職等職務主管人員陞任培育訓練，
101 年「中階主管培育班－九等主管」
，訓練總時數 120 小時，計 73 人結訓；
「中
階主管培育班－八等主管」
，訓練總時數 60 小時，計 80 人結訓。培訓合格人員
建立人才庫提供各機關首長作為機關職務出缺時得優先選員陞任之參考。
(五)推廣線上學習，市政資源數位化
1.規劃年度訓練計畫
為配合市政建設及發展之需要，本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規劃「管理訓練」
、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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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訓練」
、
「政策訓練」
、
「人文研習」
、
「法治訓練」
、
「趨勢研習」等 6 類訓練
課程，以促成市政人力品質之永續成長。101 年 7 月至 12 月計開辦 166 個
班期，合計 9,515 人次、19,536 人天次。
2.強化數位課程，推廣線上學習
本府數位學習平台「港都 e 學苑」規劃七大學苑共 584 門課程，與 25 個機
關交換 431 門課程。101 年 7 月至 12 月計 246,509 人次上課、認證人數
113,531 人、認證時數 209,091 時。
3.參加數位學習競賽成果豐碩
101 年度本府參加行政院地方研習中心 101 年度數位學習競賽共榮獲 6 項大
獎，其中「各縣市推動數位學習團體獎」
、
「發展地方特色數位學習成就獎」、
「自製行銷短片~『關鍵打狗時刻』」及「自製數位教材個人組」4 項競賽
均獲得全國第 1 名最高榮譽，另「全方位英語力提升活動」、「自製數位教
材機關組—在地特色類」亦分別獲得第 2 名及第 3 名佳績。
(六)推動多元學習課程
1.主管人才培訓
(1)初任主管人員訓練
強化初任薦任官等人員領導、溝通、問題分析及解決、危機處理、創新
服務等管理能力，開辦初任主管人員訓練 2 期，計 79 人參訓。
(2)國中小主任儲訓班
為培育並儲備本市國中小主任， 101 年度分別辦理「國中主任儲訓班」
及「國小主任儲訓班」
。其中國中儲訓主任 40 人、國小儲訓主任 65 人，
課程自 7 月 2 日至 7 月 27 日，總時數 120 小時。通過培訓人員列冊做為
國中小學校主任派任之依據。
(3)警政幹部研習
為推動警政、派出所再造並增進組織管理能力，開辦 3 期「警政幹部研
習班」
，計有本府警察局所屬中高階主管 148 人參訓。
(4)消防幹部研習
為培訓消防幹部規劃、執行及危機處理能力，開辦「消防中階幹部培訓
班」及「消防初級幹部培訓班」各 1 班，計有消防中階及初級幹部計 78
人參訓。
2.辦理專業認證班期
(1)辦理「顧客關係管理師認證班」
本府與中山大學推廣教育處合辦「顧客關係管理師認證班」
，計 39 人參
訓。分三階段進行認證，第一階段實體課程，第二階段內化實習，第三
階段筆試及口試，33 人完訓獲得「顧客關係管理師」證書。
(2)辦理「101 年度認證班回流分享會」
101 年 12 月 6 日辦理「101 年度認證班回流分享會」
，以「世界咖啡館」
的訓練技法，讓學員們分享如何將所學應用於職場，計 58 人參訓。
3.強化溝通服務訓練
(1)辦理「強化組織整合力-衝突折衝與溝通協調研習班」
101 年 12 月辦理「強化組織整合力-衝突折衝與溝通協調研習班」
，訓練
時數 12 小時，計有本府各機關學校主管人員 39 人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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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情緒管理與溝通技巧研習班」
101 年 11 月辦理「情緒管理與溝通技巧研習班」
，計有本府公務人員 38
人參訓。
(3)辦理「感動服務研習班」
101 年 8 月辦理「感動服務研習班」
，以小班模擬教學方式學習，計有戶
政、區公所等與民眾接觸之一線同仁 28 人參訓。
(4)辦理「警政人員諮詢輔導研習班」
101 年 10 月辦理「警政人員諮詢輔導研習班」
，計有本府警察局暨所屬
外勤主管、關老師等 50 人參訓。
(5)辦理「警務人員情緒管理班」
101 年 9 月辦理「警務人員情緒管理班」3 期，計有本府警員 148 人參訓。
(6)辦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研習班」
101 年 8 月及 12 月辦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研習班」2 期，計有本府
公務人員 109 人參訓。
4.持續推動與學術機構策略聯盟合作
(1)提供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義守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及樹德科技大學等 6 所學校學生市政實習，經媒合共計 45
人至本府 17 個局處市政實習，實習期間自 101 年 6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
(2)101 年 6 月、12 月發行本府「政策與人力管理」期刊第三卷第一、二期，
寄送相關學術單位及公務部門參考，分享及提供人資與政策論文研究成果。
(3)101 年 8 月 30 日本府與台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就「縣市(合併)改制為直
轄市後，地方公共服務之整合困境與改善建議」為題，合辦「2012 年公
共治理論壇(南區)」
，計有學者專家、台南市政府及本府代表 115 人參加。
(4)101 年 11 月 29、30 日本府與義守大學合辦「區域發展及產業經濟建構與
職能員額評鑑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27 篇論文，計有韓國、澳門等學
者及國內北中南學者與南部縣市人事部門首長 152 人參加。
四、促進性別平權、推動性別主流化
(一)積極拔擢女性擔任首長及簡任職務
本府各機關女性首長 51 人、副首長 18 人、簡任主任秘書、專門委員計 19 人；
女性一級單位主管比率至 101 年 11 月止為 42.10％，已超越本府一級單位主
管婦女佔四分之一之目標，並較 100 年 11 月增加 1.54％。
(二)培訓女性主管
為增進女性領導管理與自我發展之能力，強化職場性別平權意識，9 月開辦
「女性主管培訓班」
，計有本府八職等以上女性主管 34 人參訓。
(三)辦理高階主管性別意識培力研習會
為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培養本府各一級機關高階主管人員性別素養，於 101
年 10 月 26 日假本府四維行政中心 8 樓第五會議室舉辦「高階性別意識培力
研習班」，邀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游美惠教授擔任講座，並就相
關議題分組討論，計有本府各一級機關副首長及主任秘書等 43 人參訓。
五、型塑專業形象、傳承感動服務
(一)輔導本市公務人員協會推展會務
爲促進公務人員聯誼合作，輔導該協會於 101 年 10 月 17 日、101 年 11 月 3
日辦理年度會員大會暨蓮池潭健走聯誼活動，計有會員及眷屬 895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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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高雄市政府補助公務人員協會作業要點」規定，核撥補助經費。
(二)鼓勵研究創新、屢創佳績
積極推動研究創新，促進人事行政業務革新，辦理本府人事行政研究發展研
討會等活動，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1 年度研究發展徵文評選，本府人
事處計 2 人榮獲乙等獎、3 人榮獲佳作獎。
六、表彰績優、建立楷模
(一)表揚模範公務人員
依據「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及「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
選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本府 101 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經
評審核定模範公務人員 15 人，獲選之模範公務人員於 101 年 9 月 26 日員工
月會中表揚，各頒發獎狀 1 幀、獎金 5 萬元，並給予公假 5 天。其中工務局
課長曾品杰同時榮膺行政院及本府 101 年模範公務人員。
(二)請頒功績獎章，獎掖有功人員
依據「獎章條例」提報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參與八八水災災後重建工作著有
績效人員，請頒功績或楷模獎章，其中都發局副總工程司王正一等 5 人，經
行政院 101 年 8 月核頒三等功績獎章；水利局副工程司謝宗霖等 3 人頒給三
等楷模獎章。
七、e 化系統，提升效能
(一)擴大推動線上差勤管理系統(WebITR)
101 年賡續納入秘書處等 72 個機關進行試辦，至 101 年 12 月 3 日止 本府業
完成 96 個機關上線運作，未來將擴大納入本府各機關以全面推動線上差勤管
理系統。
(二)持續推動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灌輸員工在資安無虞下對電腦或網路資料儲放與使用
的正確觀念，本府人事處計分別辦理資訊安全、個資保護及社交工程防範等資
訊教育訓練共 2 場次，計 123 人次參訓。
八、創新服務、關懷員工
(一)推動公教同仁健康檢查
訂定「高雄市政府補助公教人員健康檢查作業規範」
， 40 歲以上之公教同仁，
由本府補助健康檢查費用，預算經費由各機關自行編列。101 年 7 月至 12 月
計有公教同仁 2270 人完成健檢並申請補助。
(二)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暨心理健康協助機制
1.建置本府員工協助專區
於本府人事處網站建置「員工協助方案」及「諮詢服務專線」專區，彙整本
市心理、法律、稅務、醫療等協助資源，以利同仁運用。
2.建置本府員工協助諮詢專線
為協助本府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
工作，成立諮詢專線 343-7185（想諮商 請伊幫我）
，遴聘合格心理諮商師駐點
服務。101 年 7 月至 12 月份共協助 3 件個案，提供 64 個小時之諮詢服務。
3.推動員工協助暨身心健康關懷小組巡迴宣導活動
配合府屬機關學校舉辦之活動，安排員工協助暨身心健康關懷小組成員前往
各機關學校，宣導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暨心理健康協助機制各項輔導資源與措
施。101 年 7 月至 12 月計辦理 18 場次巡迴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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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身心健康保健系列專題研習活動
為型塑互助與關懷的辦公環境，積極推動員工心理健康協助機制，101 年度
以「健康心物語」為系列主題，規劃辦理 5 場次不同議題的專題講座，7 月
至 12 月辦理 2 場次不同議題的專題講演活動，計有公教同仁 155 人參加。
(三)辦理未婚公教人員聯誼活動
為擴大府屬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提倡正當休閒生活，本府 101 年度規劃
辦理 4 場次公教未婚聯誼活動，7 月至 12 月辦理 2 場次，計有男、女各 96
人，合計 192 人參加。其中第 3 場次聯誼活動係與民間婚紗業者合作，由其
免費提供禮服，安排參加人員以婚紗禮服走秀方式進行，邀請媒體到場採
訪，並獲新聞報導及平面媒體刊登訊息，以達擴大宣傳之效。又為擴大聯誼
後續效果，於 Facebook 社群網站建置「未婚公教人員社群 E 甸園」
，鼓勵參
加人員上網互動交往。
(四)輔導社團運作，倡導正當休閒活動
為倡導公務人員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輔導成立 22 個員工社團，並各指定 1 個
輔導機關。各社團除平時定期練習外，每年度並專案辦理各類大型活動；101
年 7 月至 12 月各社團共申請 22 場次經費補助，總計為 10 萬 6128 元。
(五)舉辦理財及居家規劃系列專題研習活動
為提供更豐富、多元之理財及居家環境規劃資訊，101 年度以「繽紛家園」作
為系列活動主題，規劃辦理 5 場次專題講座，7 月至 12 月辦理 2 場次，邀請
財經專家等知名講座到府演講，並分享經驗，計有公教同仁 236 人參加。
(六)提供輔購住宅及貸款管道，爭取優惠措施
1.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優惠利率措施與多元房貸管道
本著照顧公教人員居住之福利目標，依金融市場利率變動情形，適時檢討公
教輔購住宅調整利率。另提供華南銀行「築巢優利貸」優惠利率措施，提供
同仁多元購置住宅貸款管道。
2.提供短期信用貸款措施，解決同仁財務規劃需求
提供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貼心相貸」優惠利率措施，本項信用貸款措施 80
萬元以下免保證人，對同仁從事各項財務規劃或臨時金錢之需求，提供適時
之財務支援。
(七)辦理員工急難貸款，安定員工生活
為紓解公教人員急難狀況，安定其生活，公教員工發生傷病住院、疾病醫護、
喪葬及重大災害等 4 項狀況時，提供急難救助貸款。為減輕公教同仁負擔，延
長最長還款年限為 6 年，並將利息負擔改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
利率減年息 0.025 厘計算機動調整，目前貸款利率為年息 1.35 厘。至 101 年
12 月尚在貸款中者有 48 件，貸款金額 1925 萬元。
(八)創新服務措施，減輕員工負擔
1.簽定健康檢查優惠方案
與阮綜合醫院等 14 家醫院簽約，以 3500 元及 7900 元之價格提供物超所
值的健檢項目，提供本府員工及其眷屬、退休人員就近利用。
2.特約子女托育優惠措施
101 學年度本府與本市 134 所合格托育機構合作，提供員工子女特約優惠托
育措施，實質優惠價格最低 9.5 折、最高 5 折。101 學年度有本府員工子女
1253 人送托，有效減輕有托育需求員工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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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約托老優惠措施
101 年度規劃運用社會資源，在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情形下，以特約安養
方式，與本市最近 3 年評鑑為甲等以上之私立優良老人安養機構 10 家簽
定優惠方案，特約優惠對象為本府公教員工尊親屬、退休人員及其配偶。
4.賡續規劃創新性服務措施
為賡續規劃創新性服務措施，具體落實人事福利政策，101 年依行業類別就
餐飲業、體育用品業、藝文圖書業、旅宿業等與 90 家廠商簽約提供優惠措
施，提供本府公教員工多元選擇利用。
九、妥編經費，落實照顧
(一)保障員工退休權益
為合理籌編退休金統籌款預算，登記退休有案者，均核予退休，惟有特殊情形
申請自願退休者，敘明事由專案報府。總計 101 年下半年合計 807 人退休(公
務人員 297 人、教職員 510 人)。
(二)如期發放 101 年第 2 期月退休金
發放各機關退休公務人員 101 年第 2 期(7 至 12 月)月退休金，計有 6,175 人，
合計 10 億 4406 萬 8364 元。
(三)發放退休人員年節特別照護金
68 年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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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審查符合申請條件者，依規定發給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特別照護金，
101 年度核定單身 60 人、有眷 45 人。
(四)辦理退休人員生涯規劃研習班
為期公教人員提早對退休生涯預做準備，同時鼓勵退休人員積極投入社會志
願工作行列，101 年 8 月 9 日假本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退休生涯規劃
研習班(二)」，就如何充實退休生活及選擇參與志願服務等議題邀請具實務
經驗人士作詳細解析，計有 104 人參加。

- 3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