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4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本會依據高雄市政府104年度施政綱要，配合核定預算額度，編訂
104年度施政計畫，其重點及主要目標如次：
一、 檢討及強化 1999 話務中心業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 列管治安會報、公共工程督導會報、市府各專案小組等決議事
項、市議會建決議案、市政會議列管案暨立委質詢、監察院交辦
案，追蹤執行進度，以確保施政績效。
三、 落實市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及進度查核機制，並加強工程人員品
管專業度，以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四、 積極掌握主要媒體民意調查結果，即時掌握社會脈動，活化施政
規劃，貼近民意需求。
五、 以績效及目標導向，辦理本府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策
訂年度施政綱要及具體可行施政計畫。
六、 辦理重大施政計畫、市營事業機構經營績效、本市道路交通秩序
與交通安全及公文處理等考核，以提升施政品質。
七、 充實市政研究成果網頁內容，提升「城市發展」刊物政策專業論
述，拓展市政研究廣度與深度。
八、 廣納產學研專業背景委員，積極扮演合作發展平台，累積政策研
究能量，發揮市政智庫功能。
九、 鼓勵各機關以市政議題自行研究及委託研究，並獎補助大學博碩
士論文進行市政建設相關議題研究。
十、 釐訂服務品質計畫及推動機關分層執行與評核機制，全面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
十一、 以區域整合理念，賡續推動南部縣市合作，整合區域資源。
十二、 強化本市兩岸小組運作並配合中央機關宣導大陸政策，舉辦大
陸事務研習、座談，多面向溝通並凝聚共識。
十三、 建立本市各大學與本府合作交流平台，形成政策發展智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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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青年參與市政管道，落實市民參與。
十四、 協助本巿重要景點雙語環境軟硬體之建置，營造本巿國際化環
境。
十五、 受理人民陳情，提供 24 小時派工服務，排除立即危險。
十六、 結合本市 1999 及全民督工通報系統，並建置限期處理機制，以
加速辦理時效。
十七、 強化跨機關便民服務系統功能，提高政府服務效能；提升決策
支援系統功能，提供施政參考資訊；豐富資料開放平台，落實
政府施政透明化。
十八、 充實本府市政資訊服務網及機關網站寄存功能，落實各機關網
站資安防範檢測，以提供市民優質便捷的網站服務環境。
十九、 維護與發展本府資訊基礎設施，強化推動資安管理，提升本府
優質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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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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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政管理（研考）
二、行政管理（資訊）

備
主 要 預 算
（單位：千元）
4,552 不含人事費：98,041
3,731 研考會：57,210
821 資訊中心：40,831

貳、研究發展

3,790
3,667
123

一、市政研究發展與革新
二、加強為民服務措施
參、綜合計畫

1,033
1,033

策訂年度施政計畫

肆、管制考核

400
336
64

一、列管計畫考核評估
二、公文督導考核
伍、為民服務
聯合服務業務

35,744
35,744

工程品質查核

1,209
1,209

陸、工程查核
柒、資訊業務

19,663
3,720
4,484
11,459
98,136
98,041
95

一、資訊整合規劃設計與推廣
二、市政網站及郵件服務管理
三、機房網路及資安管理
捌、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金
合

計

16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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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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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考）
(一)事務管 加強行政管理， 1. 加強財物管理，使物帳相符，並照規定辦理
有效提供本會各
公用物品之購置及維護。
理
單位推行業務所 2. 依據檔案法辦理屆保存年限之檔案銷毀及
需行政支援
現行檔案管理。
3. 建置本會共通性資料庫，作為研究發展、施
政計畫、管制考核互相勾稽，充分發揮本會
功能。
(二)會計業 有效執行預算
務

預算來源及金額
備 註
(單位：千元)
4,552

依照主計法規嚴密審查各項工作計畫執行結
果及經費，力求計畫與預算密切配合。

(三)人事業 健全機關內部組 1. 依據編制與業務實際需要，慎重選（進）用
織，推行工作簡
人才並予適當分工，做到人與事密切配合，
務
化，實施員工績
發揮團隊精神。
效考核
2. 賡續辦理工作簡化。
3. 加強平時考核，以為年終考核及績效考核之
依據。
二、行政管理
（資訊）
(一)事務管 加強行政管理， 1.依照採購法、事務管理有關法規，確實辦理
有效提供本中心
財物採購，並落實管理制度。
理
各單位推動業務 2.積極辦理檔案建檔典藏、銷毀等管理工作，
所需行政支援
提升檔案執行功能。
3.不定期辦理公文查詢或稽催，提升公文處理
時效。
(二)會計業 有效執行預算
務

依照主計法規嚴密審查各項工作計畫執行結
果及經費，力求計畫與預算密切配合。

(三)人事業 健全機關組織， 1.依據行政院「健全機關組織功能合理管制員
有效運用人力，
務
額作業要點」等規定，合理規劃運用人力。
，落實考核獎懲 2.落實平時考核，作為年終考績、陞遷等重要
依據，並覈實辦理年終考績（成）。
貳、研究發展
一、市政研究
發展與革新
(一)推動年度研 推動各機關年度 1. 參考市政建設需要及輿情反應，函請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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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0

究發展計畫

研究計畫，促進
辦理研究計畫選項，並督促如期提出研究成
市政建設之革新
果報告供同仁分享。
與發展
2. 鼓勵各機關學校同仁積極進行市政建設議
題研究，具有重大價值者，視預算額度酌給
研究經費補助。
3. 研究成果報告具有參採價值者摘送有關機
關參辦，並建置於本會市政研究成果網平台
，開放本府各機關查索、運用。

(二)審查因公出 督促各機關對因 1.列管本府以政府經費或公假出國人員於回國
國人員報告書 公出國人員所提
3 個月、赴大陸地區返回之日起 1 個月內依
報告書，有效採
規定格式提出書面報告。
行運用，以收實 2. 審查各機關出國人員報告書，其建議事項具
效
有參採價值者由主辦機關摘送權責機關參
辦，俾使出國報告建議事項，能作為市政建
設之參據。
(三)彙編工作報 按時提出本府工 1. 彙編本府全年度之施政績效成果報告陳報
作報告，俾使中
告
行政院，並函送監察院及各縣市政府。
央與議會瞭解本 2. 配合市議會定期大會之召開，彙編本府施政
府施政概況
報告函送市議會，1 年編印 2 次。
3.按年度定期彙編本市行政概況（中英文版）
。
(四)委託研究

管理本府各機關 1. 依據「高雄市政府專題委託研究實施要點」
就市政重要議題
規定，管理本府各機關之委託研究案。
委託專家學者研 2.研究報告電子檔均收存放於本府市政研究成
究，以促進市政
果網內，提供線上參閱服務。
發展

(五)民意調查

瞭解民意趨向， 1.積極掌握主要媒體民意調查結果，分析本府
作為施政之參考
施政力或城市競爭力。
2.依調查面向項目，請業務權責機關研議改善
方案。

(六)推動建立市 督促各機關辦理 辦理出版品編號（GPN、ISBN、ISSN、CIP）
政 出 版 品 管 理 出版品管理業務 、規格形制、寄存服務、展售業務及政府出版
體制
品網 GPNet 之書目資料登錄、更新與維護及辦
理政府出版品電子檔繳交等事宜。
(七)獎補助學位 培養研究生對高 1.受理博、碩士研究生申請研究論文補助及優
論文
雄市政發展的關
良學位論文獎勵金，研究主題必須與高雄市
注及熱忱，提供
市政建設相關之議題方得申請。
市府團隊擬訂相 2. 依博、碩士生撰寫之主題內容外聘審查委員
關政策及執行之
進行研究論文計畫及撰寫完成學位論文之
參考依據，並深
審查，提供撰寫研究論文補助金及優良學位
化為研究高雄學
論文獎勵金。
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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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青年事 積極與大專院校 強化青年參與市政管道，提供青年參與市政建
務
、民間社團組織 設機會，落實市民參與。
、青年團體和志
願服務機構合作
，引導青年參與
公共事務
(九)諮詢業務市 以學者專家集體 1. 召開委員會議，強化委員諮詢功能。
政諮詢
之智慧就市政建 2. 辦理市政建設諮詢或座談會。
設急待解決之問 3. 徵求市政革新創意建言，摘取具體可行內容
提供相關機關參採。
題，提供建設藍
圖，使市政建設
更為精進
(十)營造英語生 協調推動營造英 定期召開「高雄市營造英語生活環境推動委員
活環境
語生活環境相關 會」委員會議，協助各機關積極推動營造本市
營 造 高 雄 國 際 事宜
英語生活環境，加速高雄國際化。
化生活環境
(十一)兩岸事務 協調推動大陸事 1. 協調聯繫處理與本市有關之兩岸事務。
行政
務相關事宜
2. 推動兩岸政策之宣導工作。
兩岸事務專責
3. 辦理有關會議或相關活動。
業務
二、加強為民 加強為民服務工 1.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
服務措施 作，全面提升服
案」及「政府服務品質獎」之評獎作業，辦
務品質
理本府為民服務機關評選、並推薦績優機關
參與全國評比。
2. 對本府榮獲「政府服務品質獎」績優機關暨
個人辦理獎勵，並公開頒獎表揚。辦理標竿
研習及參與成果發表會，俾收見賢思齊之效
。
3. 研訂提升服務品質計畫，落實分層辦理為民
服務工作，辦理提升服務品質研習、不定期
評核及電話服務品質禮貌測試，檢核結果作
為本府機關自行改善及年終獎懲參考。
參、綜合計畫 完成本府 105 年 1. 推動本府各機關 105 年度施政計畫之先期作
一、策訂年度 度施政計畫先
業，結合中程施政計畫預算制度，就各機關
期作業
施政計畫
所提計畫進行審查作業。
(一)辦理年
2. 審查各機關所提計畫，其中公共建設計畫依
度施政計
規定陳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畫先期作
3. 將中央及本府核定之審查結果函知各機關
業
據以編製 105 年度概算暨作為本府計畫暨預
算審查委員會審議年度預算之依據。
(二)策訂年 策訂本府 105 年 本府各機關配合本府施政重點，擬訂 105 年度
度 施 政 綱 度施政綱要
施政要項及施政目標，送由本會彙整修訂，經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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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要

研商會議、本市議會檢討修正，彙整為本府 105
年度施政綱要。

(三)審編年 訂定本府 105 年 1. 本府各機關依據本府 105 年度施政綱要（草
度 施 政 計 度施政計畫
案）擬訂 105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由本會審
畫
編後送請市議會作為審查本府 105 年度預算
案之參考。
2. 依據市議會議決之預算修訂為本府 105 年度
施政計畫，並函送本府各機關據以實施。
(四)推動跨 辦理國家建設總 1. 蒐集跨域議題。
合評估規劃作業 2. 輪流擔任高屏區域合作平台主辦機關。
域合作
計畫
3. 依據高屏區域合作平台的基礎，據以辦理各
項區域資源整合規劃作業。
肆、管制考核
一、列管計畫
考核評估
(一)施政計 就本府 104 年度 1. 訂定選項列管原則及預計列管項目，函請各
畫 選 項 列 施政計畫擇其重
機關與會討論。
要者予以列管， 2. 依施政計畫之重要程度予以審查後，彙整簽
管
俾依計畫期程如
報提市政會議，確定年度列管項目。
期完成
3. 由各列管計畫主管機關擬訂作業計畫並定
期提報進度。定期彙編列管計畫進度，提供
機關長官參考，並藉以督促執行進度。
(二)施政計 評核施政計畫列 1.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作業
畫 列 管 項 管項目執行成效
要點」及「高雄市政府列管計畫評鑑要點」
目年終考 。
之規定，擬訂年終考核實施計畫。
核
2. 組成考評小組，召開考評會議，工程類列管
案件並由工程品質查核中心填列各列管計
畫實地查證結果。
3. 評定考核成績辦理獎懲，並撰寫考核報告，
函請各有關機關參考改進。
(三)市營事 評核市營事業機 1. 依據規定就本府所屬事業機構之經營績效
業 機 構 年 構年度執行成效
辦理考核。
度考核
2. 組成考核小組，並遴聘學者專家參與，就各
事業機構之業務經營、財務管理、企劃管理
、人事管理、研究發展等五大業務項目進行
考核。
3. 評定考核成績辦理獎懲，並撰寫考核報告，
提出改進事項送請各有關機關參辦。
(四)道路交 辦理年度道路交 1. 依據「高雄市政府辦理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
通 安 全 業 通安全業務督導
安全改進方案工作執行計畫考評作業及獎
務 督 導 考 考核
懲要點」規定，就本市執行院頒「道路交通
核
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工作計畫項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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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理考核。
2. 遴聘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組成考核小組，至
各機關或實地查訪考評。
3. 考核後列舉具體之優、缺點及提出改進建議
事項提供本市道安會報參照改進，並報交通
部道安委員會作為複評依據。
(五)治安會 辦理治安會報列 針對本府治安會報裁示事項列管追蹤，並彙整
報 決 議 事 管事項
各機關辦理情形提下次會報報告，以掌握執行
項列管
進度。
二、公文督導
考核
(一)公文處 強化公文處理時 1. 辦理文書流程管理實務等講習，藉以強化各
理 績 效 考 效，提升公文品
級人員自我管理之精神。
核
2. 督導各機關依照院頒「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
質與行政效率
範」及「高雄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等
有關文書處理規定，查核各機關逾限公文，
並視情節簽擬懲處，以提高公文處理時效。
3. 依據「高雄市政府公文處理考核要點」規定
，辦理各機關一般公文、人民陳請案件包含
線上即時服務系統（含網路、非網路部份）
處理情形之考核，藉以瞭解各機關公文處理
績效，發掘問題並提出改進意見，以提高公
文品質與行政效率。
(二)重要業 運用管制查核點 1. 管考立法委員質詢、監察院糾正或調查暨行
務 追 蹤 檢 ，嚴謹管考追蹤
政院調查案件，並追蹤其答覆及執行情形。
查
各項重要業務作 2.管考行政院院會、院長提示暨決議事項。
業流程
3. 管考市議會決議案、臨時動議案，並將各機
關辦理情形編印成冊，分送市議會及本府各
機關參考。
4. 管考本府市政會議市長指示暨決議事項並
將各機關辦理情形定期彙提市政會議報告。
5.嚴謹管考市議會市長允諾案件，並將各機關
辦理情形彙整成冊，送交秘書長室。

伍、為民服務 提高為民服務績 1. 聯合服務中心作為市府的綜合服務窗口，以
推展為民 效
臨櫃面洽、書面、電話、傳真、網際網路（
服務工作
E-Mail）等多元管道，提供民眾對市政的諮
詢、陳情（反映）、市政資訊索取及法律諮
詢等服務。
2. 歸納十二大類攸關公共安全事項﹙如路燈不
亮、路面坑洞等﹚，以立即處理方式，24 小
時立即服務民眾，藉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
全。
3. 「Service Online」－民眾網路申訴不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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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44

透過網際網路以「市長信箱處理系統」，提
供簡化、便捷、迅速之數位化服務。
4. 提供免費親民的服務－提供民眾量血壓養
生保健服務；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 12
點、下午 2 點至 5 點結合法制局及高雄市律
師公會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5. 主動出擊－深入社區服務，以現場會勘、複
查、協調等方式，深入基層解決問題，落實
民眾陳情案件之處理。
6. 彙整民眾意見及執行成效分析檢討，提供民
意資訊、政策活水，提供市府施政之參考。
7.成立本府話務中心(call center)，落實 市長
弱勢優先之施政理念，進用中、重度身心障
礙人士為話務人員，提供市民 24 小時全天
候之市政服務，提昇市政滿意度。
8.制定意外事件通報規範，市府單位於第一時
間至現場勘查處理，並主動關懷慰問服務受
傷民眾，並持續追蹤辦理結果與協助相關後
續事宜。
9.擴充多元服務管道，提供 APP 行動化服務，
提供民眾運用行動載具或智慧手機，即時使
用派工通報、市長信箱、主動推播市政新聞
、活動資訊、交通資訊、里民防災等多項功
能服務。
陸、工程查核
公共工程查核
業務
一、工程品質 以不預先通知方 外聘學者及土木、建築、結構、電機等公會技
式辦理公共工程 師參與本府各機關經辦公共工程之品質查核
查核
進度及品質查核 作業及工程進度查核作業。
二、品管教育
訓練或標
竿學習計
畫

1,209

辦理工程機關相 1.針對工程主辦人員辦理基層工程人員，及監
關人員教育訓練 造單位、承攬廠商現場人員之品質管理教育
及辦理優質查核 訓練。
作業制度、優質 2.選定查核作業制度優良縣市政府或國內優質
公共工程之觀摩 公共工程，辦理觀摩學習與交流。
學習事宜

柒、資訊業務
一、資訊整合 強化「高雄市政 建立府內機關資料傳輸、彙整之共享平台；並
規劃設計與推 府資料開放平台 將民眾 OpenData 反應問題介接線上服務系統(
廣
市長信箱)。
」
加強「市政資訊 增加 PX-Web 項目及功能提昇；並建置獨立入
決策支援系統」 口網址及安全驗證機制。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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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3

提昇「線上即時 因應 Microsoft 終止 Windows XP 之維護及瀏覽
服務系統」功能 器版本提昇，內部操作介面改版為 html5(含聯
。
合服務中心、機要科、各承辦機關、資訊中心
等)；並建置第二入口系統登入機制。
二、市政網站 全府全球資訊網 賡續本府全球資訊網 Web2.0 多元互動應用環
及郵件服務管 功能提昇
境功能創新，並因應最新科技發展，提昇系統
理
服務效能，建立便捷的市政網路行銷入口網站
，便利民眾快速獲取本府各項最新市政資訊。
全府電子郵件系 汰換老舊電子郵件系統主機，強化垃圾郵件平
統平台功能提昇 台偵測機制，確保郵件傳遞資訊安全，提昇本
。
府各機關同仁利用電子郵件進行各類公務自
動化處理服務效率。
寄存機關網站環 擴增全府機關網站軟硬體平台環境，強化機關
境平台提昇。
網站寄存服務，以節省各機關網站建置與管理
費用成本，達到主機環境資源有效共享共用目
標。
三、機房網路 網路骨幹核心系 配合行政院 IPv6「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
建置市府光纖乙太骨幹網路，提供完整 IPv6
及資安管理 統
服務支援，高速網路頻寬效能、網路管理，服
務品質存取服務，滿足市府各局處網路傳輸需
求。
防火牆功能擴充 提昇防火牆效能，配合行政院 IPv6「網際網路
通訊協定升級」，提供 IPv6 對外服務。
防火牆 IPS 軟體 防火牆 IPS 功能授權，增加鳳山行政中心網路
傳輸安全及防駭。
授權
資訊安全管理系 持續本中心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複核。
統(ISMS)複核
資安預警系統功 持續建置資安預警系統功能擴充，將電腦設備
LOG 記錄彙集儲存分析，對於資安威脅事件進
能擴充
行分析與防範、預警處理，縮短服務資安事件
恢復時間，確保電子化政府服務持續性。
建置本府網路資 加強本府網路環境資訊安全，建置網路資訊安
訊安全防護監控 全防護監控機制，並配合與中央建立通報管道
，形成資安聯防體系，提升資安防護與迅速提
機制
供通報及修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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