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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人事處110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人事處為市政府行政幕僚單位，職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組織編制、人事人員管理、

公務人員考試分發、任免遷調、考核獎懲、訓練進修、待遇福利、退休撫卹、人事資料管理

等人事事項，並推動整體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施政目標以精實組織人力、活化用人效益

、加強員工協助、落實公平公正公開用人、培訓優質公務人力、保障員工福利權益、營造高

效能的市府團隊為重點目標。 

 

壹、 年度施政目標 

 

一、妥善調整人力資源，合理配置各機關員額：（業務成果面向） 

配合本市政策及機關業務需求，以業務區塊管理、總量控管為策略，運用組織員額評鑑

措施，召開本府「組織調整及員額評鑑審議小組會議」，於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下，適

時調整各級機關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靈活運用本府有限員額，改善政府服務效能。 

二、秉持人事人員服務守則，打造高效能人事團隊，構建「專業-創新-關懷」人力資源策略

夥伴角色：（組織學習面向） 

（一）建構績效導向陞遷制度，依據不同層級訂定全方位接班人計畫，強化人事機構積極性

及創新力，按年辦理所屬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提升人事人員專業管理績效。 

（二）致力「希望家園」施政願景，持續優化員工協助方案推動成效力，活化內外部資源，

建立多層次關懷網絡，提供切合員工需求的多樣化協助性措施，提昇員工身心健康與

組織效能，打造幸福活力友善關懷職場。 

三、落實『用人唯才，適才適所』，掄選拔擢優質人才：（業務成果面向） 

（一）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嚴選適切人才，預計 110 年度辦理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薦任第八職等以上職務任免遷調案件 140 件以上。 

（二）為維持人事陞遷公平性，以公開透明甄選機制，協助教育局及衛生局辦理臺南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護理人員及營養師三階段遷調作業，預計 110 年度辦理 2

次。 

（三）貫徹「考試用人」精神，活絡組織人力資源：提列高普考等各項考試職缺，為組織挹

注活水，提升公務人力素質，並提供民眾更多服公職的機會。預計 110 年度考試提缺

比達 35%以上。 

（四）精實配置非編人力，提升用人效能：落實約聘僱員額零成長之原則，合理控管機關非

編制內之人力，每年定期召開「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約聘（僱、用）人員審查會

議」，預計 110 年度辦理 1 次約聘僱審查會議。 

（五）營造友善工作職場，積極辦理各機關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為落實照護弱

勢族群及身心障礙者之工作權，積極督促各機關按規定比例足額進用是類人員。預計

110 年度各機關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人員比例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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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公務人力職務歷練與交流，賡續辦理職期調任：（業務成果面向） 

透過職務歷練及人員交流學習，增進人員專業知能之廣度，並發掘人力潛能。預計110

年度各機關職期屆滿輪調人數達職期屆滿人數20%以上。 

五、提供國家考場在地化服務，型塑優質、便捷的應考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協辦國家考試臺南考區試務工作，透過經驗傳承，培育優質專業試務工作人員，營造大

臺南舒適、便捷的應考環境及服務品質，降低考生及家長應考之費用與時間，提升本地

考生錄取率。預計110年度辦理8個場次，服務考生人數約達2萬人次。 

六、建立植基於績效導向的考核制度，提升市府服務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一）激勵公務同仁工作士氣、樹立標竿楷模，選拔本府模範公務人員，原則遴選 10 名具

體事蹟優異足堪公開表揚者，並從中擇優薦送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二）強化符應市政政策目標之考核制度，結合團體及個人績效之考評，提升本府團隊競爭

力、為民服務品質及效能，型塑優質組織文化。 

（三）制定並落實友善職場差勤管理規範，督促各機關確實維護辦公紀律，以提高本府行政

效率及服務品質。 

七、聚焦施政主軸相關職能訓練，激發服務動機：（組織學習面向） 

（一）以本府年度施政目標及各局處訓練需求為課程設計之主軸，透過系統性課程規劃及創

新培訓模式，藉由培訓機制，提升公務人力為民服務的素質，預計受訓人次為 11,000

人次。 

（二）透過本府員工職能學習 履歷，定期檢視及分析主管對員工訓後行為及組織績效改

變之感受程度，確保課程品質符合施政目標，訓練成效獲 85%以上主管認同。 

八、以多元管道全面強化英語訓能，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行政效率面向） 

（一）進行英語種籽培育及進階培訓，擴散英語共學效應，型塑英語學習氛圍與環境。 

（二）調查及分析各機關英語訓練需求，據以規劃多元化公務英語課程，預定辦理 10 班，

培訓 1,500 人次，持續提升公務人員英檢通過率，並強化英語溝通能力。 

（三）英語班期實體課程搭配相關數位課程，並分享英語自主學習資源，加速本府公務人員

英語學習成效。 

（四）各類職能課程內容加入英語元素，增進本府公務人員接觸英語機會，提升英語熟悉度。 

九、精進培訓系統，啟發創意思考，擴大培訓效能 

（一）落實運用 PDDRO 訓練流程（Plan-計畫、Design-設計、Do-執行，Review-查核，

Outcome-成果），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系統化管控及持續改善訓練品質。 

（二）辦理課後學員滿意度問卷普查，藉由分析問卷回饋持續改善，以提升學習品質及行政

服務效能，整體課程學員認同度達 85%以上。 

（三）運用共享概念推動跨機關課程分享，整合訓練供給及需求，有效發揮訓練資源效益。 

十、豐富數位學習網，營造雲端學習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維護數位學習平台品質及開發優質數位課程，並逐步規劃微學習，突破時空藩籬，提供

本府同仁多元自主學習管道。 

十一、打造員工與機關雙贏之退撫機制，提升退撫資料運用效能：（業務成果面向） 

（一）為預計退休員工試算並解說離退給與內容，妥為說明各項權益及退休後應注意事項，

提供關懷、貼心服務，協助從容辦退；同時考量機關人力運用之需求，審慎分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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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使員工退休需求與機關人力控管雙方面皆獲得滿足。 

（二）確實要求並協助各機關學校於退撫平台建立正確完整退休人員資料，以利資料統計分

析，提供政策參考；並落實全面以平台辦理退撫照護、給付、查驗等作業，避免錯誤

且簡化程序，使發放正確率達 100%。 

（三）輔導機關學校建立退撫挹注經費控管表，確實掌握退休人員人數及發放退離給與情

形，使每年核對節省經費業務快速又精確。 

十二、覈實辦理員工待遇及生活津貼，確保同仁權益：（業務成果面向） 

（一）擬訂待遇檢核實施計畫機制，運用系統交互檢核機制，以達到行政作業資訊化並確保

公教同仁待遇支給正確無誤。 

（二）依法辦理公教人員待遇、加給、獎金等事項，並盤點各項用人費用，強化用人費成本

觀念，以利財政支出管控及提升人力效能，提供未來用人費用精進參考方向。 

（三）主動辦理員工各項生活津貼申請，即時維護同仁權益，輔導人事同仁各項生活津貼實

務作業，定期檢查津貼發給情形，力求正確發給各項補助費，並研議簡化作業流程。 

十三、精進人事業務資訊化，提升作業效能：（業務成果面向） 

（一）充分運用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統計分析，持續推動人事業務資

訊化，達到人事資料庫即時更新、正確、完整，確保人事資料正確率 100%。 

（二）打造升級版人事處官網，符合網站無障礙標章規範，建構即時訊息公告系統、線上表

報系統及人事業務知識庫等，提升作業績效。 

（三）規劃人事資訊種籽教師系統輔導機制設置輔導責任區，並積極辦理人事資訊系統操作

教育訓練，預計調訓 250 人次以上。 

十四、規劃辦理各項員工文康活動及「健康城市從員工健康做起 2.0 Plus」實施計畫，鼓舞

工作士氣：（業務成果面向） 

（一）辦理各項員工文康活動，同時提供員工交流平台，培養團隊精神進而鼓舞工作士氣，

提昇服務效能。 

（二）廣納員工建議優化健康職場對策，並整併內外部行政資源，提供更貼近員工需求的優

質服務方案，營造 2.0 Plus 版友善健康的職場環境。 

（三）適時提供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相關健康訊息資源，提醒並鼓勵同仁記錄自己健

康狀況，增進自我健康管理。 

十五、精進業務職能，厚植人力資本：（組織學習面向） 

本府職員每年均應學習與業務相關之課程，學習時數應達20小時，其中必須完成當前政

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10小時課程，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 

十六、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年度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撙節各項支出。預算數執行率達

90%以上。 

 

貳、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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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企劃組織及

人事管理 

辦理本府暨所屬各機關

單位員額評鑑，最佳化

本府組織架構與人力配

置。 

配合機關業務需求及本市施政優先順序，

召開本府組織調整及員額評鑑審議小組會

議，於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下，適時調整

各級機關組織架構與員額配置。 

中央：0 

本府：20 

合計：20 

秉持人事人員服務守則

，打造高效能人事團隊

，構建「專業-創新-關懷

」人力資源策略夥伴角

色 

一、建構績效導向陞遷制度，依據不同層

級訂定全方位接班人計畫，強化人事

機構積極性及創新力。 

二、落實績效管理目標導向精神，辦理所

屬人事機構人事業務績效考核。 

三、以「希望家園」主軸，持續優化員工

協助方案推動成效力，活化內外部資

源，建立多層次關懷網絡，提供切合

員工需求的多樣化協助性措施，提昇

員工身心健康與組織效能，打造幸福

活力友善關懷職場。 

中央：0 

本府：435 

合計：435 

任免遷調 落實『用人唯才，適才

適所』，掄選拔擢優質

人才 

一、恪遵公平、公正、公開之甄選機制，

辦理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薦任第八職

等以上職務任免遷調案件 140 件以上

。 

二、維持人事陞遷公平性，以公開透明甄

選機制，協助教育局及衛生局辦理臺

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

護理人員及營養師三階段遷調作業，

以落實人事遷調公平性。 

三、提列各項考試職缺，活絡組織人力資

源，以提升公務人力素質，提供民眾

更多服公職的機會。 

四、每年定期召開「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

關約聘（僱、用）人員審查會議」，合

理控管非編人力員額規模，以達精實

用人之目標。 

五、積極督促各機關按規定比例足額進用

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人員，增進其

工作權，以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中央：0 

本府：300 

合計：300 

強化公務人力職務歷練

與交流，賡續辦理職期

調任 

一、實施職期調任，透過職務歷練，增進

人員專業知能及服務廣度，發掘人力

的潛能，以提升用人效能。 

二、各機關得依職期調任實施計畫，規定

辦理易滋弊端業務之約聘僱人員任同

一業務之最高年限。 

中央：0 

本府：30 

合計：30 

提供國家考場在地化服 協辦國家考試臺南考區試務工作，透過經 中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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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務，型塑優質、便捷的

應考環境 

驗傳承，培育優質專業試務工作人員，營

造大臺南舒適、便捷的應考環境及服務品

質，降低考生及家長應考之費用與時間，

提升本地考生錄取率。 

本府：70 

合計：70 

考核獎懲訓

練 進 修 

（含公務人

力發展中心

「人事業務

－教育訓練

研習」預算

金額） 

建立植基於績效導向的

考核制度，提升市府服

務效能 

一、激勵公務同仁工作士氣、樹立標竿楷

模，辦理本府模範公務人員選拔活動

。 

二、強化符應市政政策目標之考核制度，

結合團體及個人績效之考評，提升團

隊競爭力、為民服務品質及效能。 

中央：0 

本府：258 

合計：258 

優化差勤系統，提升勤

惰管理效率 

一、透過集中化、雲端化方式即時管理，

全面掌握人員服勤情形。 

二、督促本府暨所屬各機關落實友善職場

差勤管理，維護公務紀律，提升服務

品質。 

中央：0 

本府：275 

合計：275 

聚焦施政主軸相關職能

訓練，激發服務動機 

一、配合本府施政主軸，辦理多元訓練課

程。 

二、透過本府員工職能學習履歷，辦理訓

練成果調查，展現訓練成效。 

中央：0 

本府：593 

合計：593 

 

 

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業務費 

中央：0 

本府：3,124 

合計：3,124 

以多元管道全面強化英

語訓能，提升公務人員

英語力 

一、持續規劃、辦理各項培訓及獎勵機制

，俾提升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英檢通

過比例。 

二、規劃多元化公務英語課程。 

三、各類職能課程加入英語元素，增進本

府公務人員學習英語機會，引發學習

動機。 

人事業務－

教育訓練研

習 

豐富數位學習網，營造

雲端學習環境 

一、維護數位學習平台品質及開發優質數

位課程，突破時空藩籬，提升本府公

務人員自主學習意願。 

二、逐步規劃微學習。 

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業務費 

中央：0 

本府：530 

合計：530 精進培訓系統，啟發創

意思考，擴大培訓效能 

一、推動跨機關課程分享，整合訓練供給

及需求。 

二、運用 PDDRO 訓練流程，提升訓練品

質。 

三、辦理課後學員滿意度問卷普查，提升

學習品質。 

打造友善訓練學習環境 透過學員滿意度調查結果統計分析，持續

精進舒適、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提升

學習效益。 

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業務費 

中央：0 

本府：2,460 

合計：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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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待遇退撫及

人事資訊管

理 

打造員工與機關雙贏之

退撫機制，提升退撫資

料運用效能 

一、為預計退休員工試算並解說離退給與

內容及各項權益，引導妥適退休生涯

規劃並從容辦退。 

二、輔導人事人員配合新修正退撫法規辦

理相關作業內容，提升專業度並維護

員工權益。 

三、確實要求各機關學校建構正確完整退

休人員資料，以利資料統計分析。 

四、落實全面以退撫平台辦理退撫照護、

給付、查驗等作業，簡化程序並使正

確率達 100%。 

五、輔導各機關學校建置年改挹注經費控

管機制，可確實核對節省經費金額。 

中央：0 

本府：1,118 

合計：1,118 

覈實辦理員工待遇及生

活津貼，確保同仁權益 

一、訂定待遇檢核實施機制，落實推動。 

二、依法辦理公教人員待遇及生活津貼事

項，並研議簡化作業流程。 

中央：0 

本府：348 

合計：348 

精進人事業務資訊化，

提升作業效能 

一、持續改善及提升人事數位綠能共享平

臺功能再升級。 

二、建構人事機構間即時訊息公告系統、

線上表報系統及人事業務知識庫等，

提升作業績效。 

三、督促依限填報各項人事異動資料、待

遇資料、退撫資料及各項調查表資料

等，成績達滿分，並輔導各人事機構

人事資料建檔正確完整。 

四、 運用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資料庫資料統計分析，提供政策參

考。 

五、辦理人事資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預

計調訓 250 人次以上。 

中央：0 

本府：428 

合計：428 

落實辦理職

員待遇、文

康活動等事

項，鼓舞工

作士氣 

規劃辦理員工文康、聯

誼活動及「健康城市從

員工健康做起 2.0 Plus」

實施計畫，鼓舞工作士

氣 

一、 辦理各項員工文康活動，同時提供員

工交流平台，培養團隊精神進而鼓舞

工作士氣，提昇服務效能。 

二、 廣納員工建議優化健康職場對策，並

整併內外部行政資源，提供更貼近員

工需求的優質服務方案，營造 2.0 Plus

版友善健康的職場環境。 

三、適時提供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相關健康訊息資源，提醒並鼓勵同仁

記錄自己健康狀況，增進自我健康管

理。 

中央：0 

本府：1589 

合計：1589 

 

 

 

 

總計 

中央：0 

本府：11578 

合計：11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