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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102 年度施政計畫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人事處係市府行政幕僚單位，為培育所屬公務人員，打造市府成為高效率、高競爭力的

行政團隊，「優良公務素質人力」是提升本市競爭力與行政效能的基石。為提升人力素質，並

建構具競爭力及執行力的行政團隊，人事處除持續致力於公務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之推動外，

積極培養公務人員學習、思考及創新能力，提升公務人力素質，追求人事業務之創新，以回

應環境變遷及市民需要，善盡本府「市長專業人事幕僚」、「各機關人事策略伙伴」、「全體同

仁人事專業服務便利商店」等三大角色功能，締造市府永續發展的基礎。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覈實配置各級機關公務人力：（業務成果面向） 

（一）因應本府政策需要，賡續推動本府組織架構再調整作業。 

（二）配合各級機關業務功能調整、人員隨同業務移撥，辦理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 

（三）依員額設置基準控管超額機關職缺，員額移撥人力不足機關。 

二、落實人事管理，打造人事團隊專業、服務、創新、關懷形象：（業務成果面向） 

（一）規劃人事團隊年度專案計畫，厚實人力資本。 

（二）推動人事管理工作，策進人事體系執行力。 

（三）辦理人事人員系列訓練、講習及法規測驗 2 場以上，精進專業知能。 

（四）落實平時考核，辦理所屬一級機關及區公所計 55 個人事機構年度業務績效考核。 

（五）推動員工協助方案，辦理相關講座 3 場以上、人事人員助人技巧訓練，關懷同仁。 

三、用人唯才，遴補優質公務人力：（業務成果面向） 

（一）公開、公平、公正辦理公務人員任免遷調，擇優遴用、陞任人員；預計辦理本府暨所

屬機關學校薦任第八職等以上職務任免遷調案件120件以上。 

（二）貫徹考試用人：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試用人規定，提列各項考試職缺；預計考試

提缺比達50%以上。 

（三）儲備各區公所優秀區長人才：透過甄選、培訓、用人三個階段，擇優派任區長，以應

市政發展需要，發揮行政效能，提升整體競爭優勢；預計辦理 1 次儲備區長甄選及培

訓作業。 

四、實施職期輪調，提升本府正面形象：（業務成果面向） 

有效培育人才，落實職務代理；合理的人才流動，增進職務歷練及防止弊端發生，增進

服務效能；預計 102 年度各機關職期屆滿輪調人數達職期屆滿人數 20%以上，並於 9 月

份統一辦理遷調。 

五、協辦國家考試，合理規劃人力運用策略：（業務成果面向） 

（一）協辦國家考試臺南考區試務工作，便利本市市民及南部民眾應考；預計辦理 8~10 個

場次。 

（二）加強約聘僱計畫之審查，控管約聘僱員額；預計辦理 1 次約聘僱審查會議，約聘僱員

額以零成長為原則。 

（三）落實市長照護弱勢族群及身心障礙者福利政策，協助機關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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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員；預計各機關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人員比例為 100%。 

六、建立機關內部合理的差勤制度、公平合理的考核制度：（行政效率面向） 

（一）落實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辦理本府模範公務人員選拔，原則遴選 10 名具體事蹟優異足

堪表揚者公開表揚，並從中擇優薦送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以激勵工作士氣。 

（二）落實工作績效與考績結合之機制，訂定各機關公務人員年度考績甲等比例標準，以使

各機關作客觀公平之考核，彰顯考績功能。 

（三）強化差勤管理，整飭公務紀律，督促所屬每月定期抽查並記錄該機關或所屬機關勤惰

情形，預計定期抽查率達到 90%，另本處每月不定期抽查本府及所屬機關勤惰管理及

辦公情形，預計不定期抽查機關數量年達 90 個，以維護辦公紀律。 

七、培育公務人力與領導力：（組織學習面向） 

（一）結合市政願景與策略目標，辦理多元終身學習政策性訓練及數位化學習資訊分享，預

計辦理相關活動達 50 場次以上。 

（二）針對各階層公務人力培育發展之需要，分層規劃整合性、系統性、永續性之培訓班別，

加強各階層人員核心職能及在職訓練，強化中高階文官領導力培訓發展，並辦理至少

3 日以上在職培訓課程，提升公務人力素養並降低公務人員職能落差，期以營造廉潔、

公正、高效能的行政團隊。 

（三）推動公務人員辦理讀書會，型塑組織學習風氣，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

念，強化同仁終身學習觀念，提升參與學習意願，預計辦理專書閱讀相關活動 3 場次

以上。 

八、強化培訓品質系統：（業務成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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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建立標準化作業程序，提升辦訓品質與專業度，並通過認證。 

（二）藉由職能地圖，每年辦理 1 次調查各科室職能訓練需求，透過訓練需求決策系統輔助

年度培訓計畫產出，提升訓練與目標需求的結合，以有效提升人力資本，創造組織競

爭優勢。 

（三）新增中心全球資訊網功能，建置訓練決策與績效統計分析系統，提高學員訓練統計資

料信度及效度。 

（四）強化「預防與矯正作業程序」及建立內部稽核機制，落實訓練的定期分析，有效監控

異常狀況之再現性。 

九、增進行政績效與服務品質：（行政效率面向） 

（一）為建立客觀訓練成果評估機制，藉由「訓練成果問卷調查表」及員工學習履歷，定期

統計分析主管對員工訓後行為及組織績效改變之感受程度，平均值達 80 分以上，展現

具體之訓練成效。 

（二）透過學員滿意度問卷調查表，瞭解參訓學員對參訓課程受訓反應效果（講座及課程規

劃）、受訓學習效果、受訓行為效果及行政服務等四大面向之滿意度，各面向滿意度

平均值達 82 分以上，不斷回饋修正以提升學習品質及行政服務效能。 

十、積極辦理員工退撫及待遇福利業務，增進員工福利，激勵工作士氣：（業務成果面向） 

（一）正確辦理退休案件，並妥適辦理退休所得再調整方案相關事宜，貼心妥為說明，正確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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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規定確實辦理退休人員照護事項，正確率 100%。 

（三）協助屆退人員退休後生涯規劃，激發參與公共服務意願，持續善用專業知能造福社會，

人數 50 人，志願服務 1,000 小時。 

（四）積極主動辦理公教人員待遇福利事宜及研議簡化作業流程達 0.5 天以上。 

（五）辦理員工文康聯誼活動，鼓舞工作士氣，預定辦理公教人員桌球賽、未婚聯誼活動 3

場次等。 

十一、積極推動人事業務資訊化政策：（業務成果面向） 

（一）持續積極推動人事資訊化業務，達到人事資料庫即時更新、正確、完整，確保人事資

料正確新穎，正確率 100%。 

（二）積極推動各人事機構使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作業，達 90%以上，同時整合人事作業資

訊及數位介面，提升行政效能，建構優質人事團隊，提供關懷、友善、人性化服務。 

（三）規劃人事資訊種籽教師系統輔導機制，劃分輔導責任區，協助各機關學校推動人事資

訊業務，每月考核 99%機關學校達滿分。 

（四）運用資訊種籽教師擔任講座，積極辦理人事資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6 場次以上，調訓

300 人以上。 

十二、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職員年學習時數平均達 40 小時以上，且數位學習時數平均達 5 小時以上。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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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預算數執

行率達 95%以上，資本門預算數執行率達 90%以上。 

 

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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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編制 一、辦理各級機關組織規程、編制表修訂

事宜。 

二、辦理組織編制調整後，各級機關分層

負責明細表修訂事宜。 

中央： 

本府： 

合計： 

人事人員管理 一、規劃人事團隊年度專案計畫，厚實

人力資本。 

二、定期召開人事主管會報，凝聚共

識，提昇服務效能。 

三、按月編製「電子報」，提供同仁人事

相關訊息。 

四、擬定策略性人事行政研究發展寫作

競賽制度，全面提升人事研發量能。 

五、選拔績優人事人員，建立標竿學習

楷模。 

六、推動員工協助方案，辦理相關講

中央： 

本府：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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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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人事人員助人技巧訓練。 

任免遷調 用人唯才，遴補優質公

務人力 

一、公開、公平、公正辦理公務人員任免

遷調，擇優遴用、陞任人員。 

二、貫徹考試用人：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考試用人規定，提列各項考試職缺。 

三、儲備各區公所優秀區長人才：透過甄

選、培訓、用人三個階段，擇優人員

派任區長，以應市政發展需要，發揮

行政效能，提升整體競爭優勢。 

中央： 

本府： 

合計： 

厲行職期輪調提升本府

正面形象 

一、有效培育人才，落實職務代理。 

二、合理的人才流動，增進職務歷練及防

止弊端發生，增進服務效能。 

三、各機關得依職期調任實施計畫，規定

辦理滋弊端業務之約聘僱人員任同一

業務之最高年限。 

四、100年度各機關輪調人數皆符合規定，

101年度賡續辦理，並於9月份統一辦

理遷調。 

中央： 

本府： 

合計： 

協辦國家考試，合理規

劃人力運用策略 

一、協辦國家考試臺南考區試務工作，便

利本市市民及南部民眾應考。 

二、加強約聘僱計畫之審查，控管約聘僱

員額。 

三、落實市長照護弱勢族群及身心障礙者

福利政策，協助機關足額進用身心障

礙及原住民族人員。 

四、持續檢討區公所可精簡之非編制內人

力，提升用人效能，有效落實撙節用

人。 

中央： 

本府： 

合計： 

考核獎懲訓

練進修 

公務人員考核及獎懲 一、落實平時考核功能，獎優懲劣，並作

為年終考績、陞遷等重要依據。 

二、辦理本府模範公務人員選拔活動，以

激勵士氣。 

三、訂定各機關公務人員年度考績甲等比

例標準。 

中央： 

本府： 

合計： 

差勤管理 每月不定期抽查本府及所屬機關勤惰管理

及辦公情形，以維護辦公紀律。 

中央： 

本府： 

合計： 

訓練、進修及研習 一、推動終身學習相關政策性訓練，提升

公務人員職能及行政效能。 

二、推動數位學習，激發公務人員學習動

機，開發公務人力無限潛能。 

三、有效培訓初、中、高階主管人員領導

中央： 

本府：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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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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專業能力，厚實公務資本。 

四、積極推動組織辦理讀書會，型塑組織

學習風氣。 

五、訂定公務人員參加英檢之補助措施，

開辦英語研習課程，鼓勵本府同仁提

升英語能力。 

教育訓練研

習 

強化培訓品質系統 一、建置訓練決策與績效統計分析系統，

提高學員訓練統計資料信度及效度。 

二、調查參訓學員對講座及課程規劃、學

習效果、行為效果及行政服務等四大

面向之滿意度。 

三、分析主管對員工訓後行為及組織績效

改變之感受程度。 

四、強化「預防與矯正作業程序」及建立

內部稽核機制，落實訓練的定期分

析，有效監控異常狀況之再現性。 

中央： 

本府： 

合計： 

行政管理 打造友善訓練學習環境 透過滿意度調查結果回饋修正，營造舒

適、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提升服務品

質。 

中央： 

本府： 

合計： 

待遇退撫及

人事資訊管

理 

落實辦理員待遇、文康

活動等事項，鼓舞工作

士氣 

一、依規定辦理公教員工待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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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兼職人員確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

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列冊管制，且

其兼職費支給符合規定。 

三、規劃辦理員工文康、聯誼活動，預計

辦理公教人員市長盃桌球比賽及未婚

連誼等活動。 

中央： 

本府： 

合計： 

妥善規劃退休機制，促

進人員新陳代謝，提升

人力資源素質 

一、審慎周詳規劃退休經費，完全滿足申

請退休需求。依法核定退休撫卹案

件，促進人員新陳代謝，活化人力資

源，提升人力素質。並積極推動退休

公教人員參與公共服務，運用退休人

力資源，提升機關形象及服務品質。 

二、彙集辦退事項及應領款項、權益等，

貼心叮嚀，簡化作業程序，使辦退流

程便捷貼切，各項權益措施均能完整

明瞭。 

三、向退休人員妥為分析說明各項退休所

得及依退休所得合理化規定核算之優

存上限。督導所屬機關按時繳納退撫

中央： 

本府：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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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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費用，並依限填報公務人員人事服

務網調查表系統各項表報。 

四、協助屆退人員退休後生涯規劃，並激

發其參與公共服務意願，持續善用專

業知能造福社會，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積極推動人事業務資訊

化，提升服務效能 

一、嚴格要求人事資料建檔正確完整，並

稽催各人事機構依限於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人事行政資訊系統填報各項人事

異動資料、待遇資料、退撫資料及各

項調查表等，以確保人事資料庫正確

新穎。 

二、積極推動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人事機

構，使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WebHR處

理人事業務及統計各項分析數據，以

提升行政效率。 

三、建立人事資訊種籽教師輔導系統，並

運用資訊種籽教師擔任講座，舉辦人

事管理資訊系統操作訓練研習，以提

升人事同仁處理人事業務資訊知能。 

四、整合人事管理資訊系統與機關內部之

相關資訊系統，以簡化作業流程，提

升人事服務效能。 

中央： 

本府： 

合計： 

 

 

 

 

 

 

 

 

 

 

總計 

中央： 

本府： 

合計： 

承辦：                                                機關(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