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102 年度施政計畫提要
本處依據高雄市政府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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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彈性、精實、效能」組織型態，提升本府施政績效。
二、建構員額管理策略，落實人力「用所當用，省所當省」。
三、建立公開、公平、公正陞遷環境，擇優遴用拔擢優秀人才。
四、維護身心障礙與原住民人員就業權益，落實弱勢族群人權保障。
五、公務人員訓練結合市政發展願景，創新導入多元學習技法。
六、推動公務體系性別主流化，營造性別平權友善職場。
七、精進人事人員專業知能，強化人事服務品質。
八、表彰績優，建立楷模公務人員，有效激勵士氣潛能。
九、建置「港都ｅ學苑」數位平台，打造優質的數位化學習型城市。
十、落實退撫資遣制度，促進人力新陳代謝。
十一、建構本市公教志工人力銀行，媒合退休公教人員參與志願服
務。
十二、人事業務資訊化，提升人事資源管理效率。
十三、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建立溫馨關懷工作環境。
十四、配合辦理國家考試南部試務工作，便利本市及南部民眾應考。
本處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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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來源及金額
類

項

壹、一般行政

主 要 預 算
（單位：千元）
12,066

備

考

行政管理

927

貳、綜合性業務及人事人
員管理
辦理綜合性業務及人事人員
管理
參、組織及任免遷調考試

561

辦理機關組織及任審考試分
發

1,367

肆、考核獎懲及研習進修
考核獎懲及研習進修

2,341

伍、待遇福利及退休撫卹
待遇福利及退休撫卹

90,449

陸、住宅輔貸
公教人員住宅輔貸

22,318

柒、教學行政支出
教育訓練研習

0

捌、廳舍興建與充實設備
充實設備

101,879
101,784 內含公務人力發展中心人
95 事費 28,919 千元

玖、人事費及第一預備金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金
合

231,908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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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102 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領

壹、一般行政
一、行政管理
( 一 ) 一 般 1. 加強文書、檔 依照文書處理手冊、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及
業務
案管理及事務 有關法令規定辦理，並依檔案法相關規定，加
管理。
強檔案管理﹔改善檔案庫房環境，便利檔案應
用。

預算來源及金
備 註
額(單位：千元)
12,066

2. 提高公文處理 建立本處公文系統網路，加強公文稽催，發掘
時效，促進行 問題適時改進，透過電腦公文文書稽催管制，
政效率。
提昇業務績效。
( 二 ) 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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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
列預算據以執行
預算精神籌編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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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預期之效果。
（三）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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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管理
人事資料。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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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
用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設計之「人事資料考
核系統」，查核資料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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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人員名錄 關機關及人員參考。
。
貳、綜合性業務
及人事人
員管理
一、綜合規 1.辦理策略性人 辦理新進（含考試及格）人員、女性主管參訪
劃
力資源管理講 ，及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系列講座。
座及參訪。
2.建立性別友善 1.辦理促進性別平權、推動性別主流化相關政
工作環境。
策宣導活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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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年追蹤檢討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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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推展本市 本市公務人員協會獲本府許可立案，將善盡監
公務人員協會 督輔導之責，使協會良性發展，以共創政府與
會務。
公務人員雙贏新猷。
4.精進人事法制 1.適時宣導各項新訂或修正之人事法規，俾各
及行政效能。
機關同仁了解其制定或修正之背景意義，並
維護同仁之權益。
2.針對現行公務人事法規（包括法律、命令、
行政規則或行政函釋等）主動提出興革建議
，增進行政效能。
3.隨時檢討、更新人事業務標準作業流程，期
透過各人事業務知識的統一規範與分享，具
體簡化流程，以建立標準化、系統化之人事
作業程序，改善行政效能及服務品質。
5.提升員工身心 1. 辦理各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專責人員之
靈健康，營造
培訓，包含諮商輔導訓練及參訪諮商輔導機
人性關懷組織
構，以增進業務知能，提昇推動技巧。
文化。
2.推動員工協助方案，由工作面、生活面、健
康面等面向積極關懷員工需求，提供員工協
助措施與資訊。
3. 針對本府員工需求規劃辦理「心理健康與諮
商輔導」系列講座，提供員工增進身心健康
的完整資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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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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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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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事人 推動人事人員核
員管理 心能力
1. 宣達人事法令 召開各項人事業務集會宣達人事政策、檢討人
鬆綁政策，增 事業務得失及研商改進人事業務，提升人事體
進行政效能。 系執行力。
2. 確實執行人事 切實依照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
主管職期輪調 管理要點執行人事主管職期調任。
。
3. 提高人事人員 依照高普考試、地方特種考試錄取人員任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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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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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懲公開。
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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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選
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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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人事人員職能評鑑結果，規劃辦理相關
專業能力。
訓練研習，遴薦適當人員參訓；鼓勵人事人
員參加各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各種班期進修
，使勇於接受新知，貫徹終身學習。
2. 辦理人事法規測驗，促使人事人員熟諳人事
法令規章，提升專業知能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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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
比賽。
4.依「高雄市各區公所人事業務策略聯盟實施
計畫」，賡續推動各小組成員互動合作，定
期辦理業務聯繫會報，透過各組實務經驗分
享，相互切磋，達標竿學習之效。
6. 加強推動幸福 1. 依本處訪視所屬人事機構實施計畫，不定期
人事服務。
訪視人事機構，以瞭解人事業務實際運作狀
況。
2.辦理服務滿意度問卷調查，瞭解本府各機關
學校公務同仁對本府人事人員服務滿意度
情形。
3. 不定期辦理業務交流學習活動，藉由學習活
動增進人事人員對業務熟悉度，並促進彼此
交流聯繫，有效宣揚推展幸福城市理念。
4.依「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關懷
人事人員聯繫作法」，對處屬人事機構人事
人員婚、喪、病、公傷、分娩等狀況，給予
即時之關懷慰問，以提振工作士氣，增進向
心力；並藉由訪視、約談瞭解屬員職場及生
活狀況，以增進人際關係及團隊和諧。
561

參、組織及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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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調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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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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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本府組織員額評審小組審議。
二、任用送 1. 考用合一，內 1. 各機關職務出缺時，除申請分發考試及格人
審
陞外補並重。
員外，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
「現職公務
人員調任辦法」
、
「公務人員陞遷法」及相關
法令規定嚴格審核資格條件後核派。並依限
辦理銓審、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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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調期滿後即
行歸建。
2. 建立優良陞遷 1. 責成各機關學校確實依照「公務人員陞遷法
環境，期人與
」，辦理人員遷調，拔擢及培育人才。
事密切配合。 2. 督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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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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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外補之職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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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賡續執行足額 1. 督促各機關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
進用身心障礙
民。遇有人員異動時，迅速於當月遴員補足
人員及原住民
。
。
2. 督促各機關學校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規
定按時上網填報「人力資源管理系統」作業
。
4. 管理約聘僱人 嚴格審核各機關所提新增約聘僱案件及 102
員。
年續聘僱案件，以確實管制員額，並促請各機
關確實辦理約聘僱人員考核，以獎優汰劣，提
升服務效能。
三、考試及 配合各機關用人 各機關依業務需要及用人需求，擬定年度用人
格人員 需要適時分發考 計畫，申請分發考試及格人員，以提高人員素
分發
試及格人員。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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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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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考試 試南部考區試務
考、醫事人員檢覈筆試、警察特考、身心障
工作。
礙人員特考、司法人員特考、專技高普考等
十多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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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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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考核獎懲及
研習進修
一、員工進 1. 推動終身學習 1. 結合市政發展遠景，導入多元學習技法，提
修
，重視組織發
昇公務人員專業知能，培養全方位工作能力
展，積極推動
。
組織學習之深 2. 推動「廉正」
、
「忠誠」
、
「專業」
、
「效能」
、
「
化及擴散，開
關懷」核心價值觀，期使公務人員廉潔公正
創自主學習，
，具有高尚人格；增進專業知能，追求高績
型塑優質文化
效產出；運用有效方法、簡化行政程序；時
。
時以民眾福祉為念、提供親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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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高雄市政
府儲備中階主管培育計畫」，培育中階主管
，建立人才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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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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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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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製作優質數位 1.配合重要政策，與本府各局處合作自製數位
課程，協助推 教材，以推展各施政之核心理念，俾便公務
動重要施政核 同仁了解與運用。
心理念，並提 2.持續與全國相關研習機構交換課程，含市政
升公務知能。
、人文、法制及管理類等多媒體互動課程，
提供公教人員多元學習，增加知能並達成節
省公帑之多重目的。
3. 運用多元學習 1.推動輔導公務人員通過英語能力測驗各項
管道，活用各 激勵措施，以提升府屬公務人員通過英檢人
項機制與方法 數比例。
，激發公務人 2.逐年開辦初、中、高階各階英檢培訓專班
，協助府屬公
員英語學習興 ，並舉辦「輔導英檢說明會」
趣，厚植公務 務人員參加各項英語能力測驗，增加通過
人員英語能力 機會。
3.主動辦理英語檢定集體測驗，洽請經認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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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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報名參加英語能力測驗者，補助英檢報名
費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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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辦理各類英語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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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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忱與興趣
，增進英語能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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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逐年提升所屬公務人員通過英語能力檢定
測驗人數比例，加強推動公務人員通過英
檢測驗，以達成行政院年度目標值。
10.建置機關英語版全球資訊網頁。
11.辦理英檢、英語會話、公務英語等多元化學
習課程，以提昇英語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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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練，提振公務
道，遴員參加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
人員士氣。
練，就府屬各機關學校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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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遴選
參訓。
2. 薦任升簡任官等訓練
為儲備簡任高階公務人才，遴員參加薦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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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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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獎懲
頑劣。
(1) 覈 實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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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懲。
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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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罰之原則，辦理獎懲案件，並恪守獎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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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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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行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及「高雄
公務人員。 市政府選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規定，選
拔表揚模範公務人員，以鼓舞士氣。
(3) 請 頒 公 教 凡公務人員有特殊功績、勞績或優良事蹟，依
人 員 服 務 規定專案請頒功績、楷模獎章外，服務成績優
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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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強平時考核
及法規宣導
(1) 結 合 績 效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暨施行細則及「高雄市
落實考績。 政府評列各機關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甲等人數
比率作業要點」，作為各機關評列所屬人員年
終考績考列甲等人數比率之參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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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責 成 各 級
主管人員
加強對府
屬員工之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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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暢 通 申 訴
管道，保障
公務人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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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加強宣導外，
並開辦相關法制教育訓練課程，期使各機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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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維 護 兩 性
工作平等
營造優質
工作環境。

依「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
規定，除責請各機關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規定，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
發各員工外，人數達 30 人以上者，處理性騷
擾申訴事件時，應組成申訴處理調查小組進行
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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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防 範 公 務 要求各機關人事單位應主動告知所屬同仁，如
員 以 專 業 具有專業證照者，應主動申報，各機關並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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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違法
兼職或租
借他人等
情事。

冊列管，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勾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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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待遇福利與
退休撫卹
一、辦理俸 1. 辦理俸給、待 1.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
、
「公務人員加給給
給、待
遇及福利。
與辦法」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遇及福
」支給員工待遇。
利
2. 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全民健康保險
法」辦理公教人員暨眷屬保險。
2.慰問因公傷亡 依據「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
公務員工。
」辦理員工因公傷亡慰問。
3.輔導員工規劃 策劃旅遊新知研習會，提供員工多元旅遊資訊
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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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辦理員工社團 1.執行輔導各機關學校辦理員工文康及社團
及兩性聯誼
活動。
2.執行單身聯誼活動，以擴大單身員工社交生
活領域，增進兩性互動及情感交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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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資 遣。
列冊管制，並依法辦理核退。
遣、撫
2. 對於傷殘退休（職）人員，依據公教人員保
卹
險殘廢給付標準表予以審查，並按退休之規
定辦理核退。
3. 審核各機關所報不適任現職人員，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證明身心衰
弱，致不堪勝任職務者，凡合於資遣規定予
以辦理資遣。
2. 辦理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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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照顧退休人員 1. 依照考試院頒「早期退休支領一次退休金生
及在職亡故人
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年節特別
員遺族。
照護金作業要點」辦理照護事宜。
「公務人員
2. 依照院頒「退休人員照護事項」
、
遺族照護辦法」辦理照護，其經費由各機關
自行編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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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4.按時於 e-cpa 調
查表系統正確
填報相關資料
。

按時於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e-cpa 之軍公教人
員退休撫卹資料調查表系統正確填報資料、配
合退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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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強推 推動現職及退休 配合「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展志願 員工參與志願服 ，鼓勵現職及退休員工參與志願服務，媒合服
服務 務。
務弱勢族群，推動健康城市。
陸、住宅輔貸
公 教 住 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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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 購 及 辦 理住宅輔購貸款
理 79 年度至 97 年度公教住宅貸款貼補利息
理 急 難 貸 及辦理急難貸款
及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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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員工家庭生活和諧美滿及提供員工
理財規劃，爰辦理「溫馨家園」系列研習活
動。

90,449

柒、教育行政支
出
公 務 人 力 1.配合市政治理
發展中心
需要，推動公
務人員領導、
在職與專業等
訓練，並規劃
組織跨域整合
發展課程，推
動專業認證班
期，強化核心
職能及政策執
行力，以推動
市政永續發展
。

22,318
1.因應市政新治理施政需要，規劃跨局處組織
發展課程，經由互相討論與激盪，整合局處
業務，使市政治理更有效率。
2.針對各局處核心職能需求，辦理在職與專業
訓練課程，以加強本府公務同仁專業力、培
育專業治理人才。
3.規劃領導發展與領導管理等課程，強化現職
主管或初任及儲備主管領導與管理核心能力
。
4.規劃各類公務行政專業認證班期，以強化專
業職能，培養優質經營管理團隊。
5.為強化電腦應用 E 化能力，辦理各項電腦班
如 Word、Excel、Powerpoint、Photoimpact、
網頁設計、Acess 資料庫等各項班期，提昇
電腦資訊行政效能。
6.提供豐富之線上學習課程，強化數位學習網
站，並配合發展實體、線上及混成等多元學
習方式，塑造本府各級公務人員數位學習文
化，營造優質數位學習環境，提供快速、便
捷、友善之學習管道，以提升公務人員運用
數位學習能力與意願。

2.與大專院校合 1.積極與南部地區各公私立學校、學術團體合
作發展課程，
作，規劃並發展各類課程，並引進多元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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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公務人力
資源，創新訓練方法，並建立講座資料庫，
評鑑，並引進
強化授課師資陣容。
多元訓練資源 2. 進行公務人力評鑑，透過職能表現的優劣
，創新訓練方
評量報表結果，作為未來人才發展的培訓課
法，以培育卓
程規劃參考，同時回饋個人職能評量結果及
越市政經營人
選課建議，作為個人能力發展之依據，以利
才。
後續個人進行相關之自我充實與成長。
3.規劃法制學習地圖，以整體系統觀的學習方
式，由基礎班至進階班，循序學習行政專業
相關法律學識，以提昇公務人員依法行政職
能。
4. 為因應縣市合併訓練需求，擴大服務層面
，落實終身學習，提昇專業知能與服務品質
。
，規劃一系列學習列車，提供同仁就近學習
機會。
捌、廳舍興建充
實設備
充實設備
購 買 辦 公 購置辦公室設備 購置電腦等軟硬體設備。
機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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