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106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本處依據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施政綱要，並持續上年度施政成
效，編訂 106 年度施政計畫，其重點及主目標如次：
一、 審慎總預算籌編，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二、 督導單位預算執行，提升資源運用效能。
三、 落實特種基金預算管理，協助推動重大市政建設。
四、 增進促參財務規劃知能，善用民間資源。
五、 推動新會計制度與會計資訊系統更新作業，提升會計資訊品

質與管理。
六、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協助達成施政目標。

七、 增進社會經濟資料庫決策應用系統推廣運用，強化統計資訊
查詢服務。
八、 精實市政統計指標編布與區政統計研編，提升統計支援決策
效能。
九、 辦理物價基期改編與精進家庭收支調查作業，強化統計分析
運用。
十、 積極辦理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精進統計調查品質。
本處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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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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106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來源及金額
類

項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3,839
3,541
231
40
27

壹、一般行政
一、行政管理
二、人事業務
三、政風業務
四、會計業務

貳、總預算編審與督導執行

373

總預算編審與督導執行

參、事業預算編審與督導執
事業預算編審與督導執行
行

185

肆、會計與決算

會計與決算

591

伍、公務統計

公務統計

287
2,509
179
2,330

陸、經濟統計
一、物價調查與統計分析
二、民間經濟活動調查

87,609
87,553
56

柒、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金

95,393

合計

貳拾柒、主計處

2

備考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106 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壹、一般行政
一、行政管理
(一)總務管理

(二)研考業務

二、人事業務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1.加強 事務 管 1. 依照採購法、事務管理等相關法規，確實辦理
理，有效執
採購，並落實管理。
行一般行政 2. 加強廳舍、車輛及設備管理，勵行節約能源，
工作
推動事務性工作外包，簡化工作流程，以節省
公帑及人力。
2. 加強文書管 賡續推動公文管理資訊化，以提高行政效率；辦
理，推動文 理公文講習充實文書處理知能；積極辦理檔案建
書電腦化管 檔典藏、銷毀等管理工作，提升檔案執行效能與
理及檔案管 品質。
理
1. 彙編年度施 1. 依據院頒施政方針及本處發展目標，編訂本處
政綱要、施
年度施政綱要，並據以編訂年度施政計畫。
政計畫、施 2. 依據各業務單位提送施政績效資料彙編年度施
政績效成果
政績效成果報告。
報告
2. 加強公文稽 1. 不定期辦理公文查詢或稽催，強化公文管理。
催，提高公 2.按月上網填報公文時效統計表，檢討分析簽陳
文處理時效
首長並分會各科室，俾提升公文處理時效。
3. 加強研究發 1. 鼓勵員工精進業務創新作為，主動發掘問題，
展工作，促
研提業務革新研究，提升行政效能。
進業務革新 2. 對同仁所提業務革新建議案件予以評審及獎勵
並作為改進之參考。
1. 健全機關組 1. 依據「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中央行政
織，有效運
機關組織基準法」及「行政院功能業務及組織
用人力
調整暫行條例」組織改造配套基礎法案辦理，
並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員額設置原則」
對所屬主計機構力求人力配置合理，遇所在機
關新訂或修正組織編制時，提出合理員額，配
合修正，並參酌本市財政從嚴審核。
2. 加強推行工作簡化，提高工作效率。
2. 辦理職務歸 依據「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及「職務歸系辦
系
法」等有關規定程序辦理。
3. 辦理主計人 依規定循主計人事系統辦理主計人員任免送審案
員任免送審 件。
4.辦理 主計 人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暨施行細則、「主計人
員獎懲
員獎懲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主計人員獎懲。
5. 加強主計人 依業務需要賡續辦理在職訓練、進修、研習，俾
員訓練、進 強化主計同仁專業知能，增進業務效能與品質。
修
6. 辦理退休資 1. 屆齡退休人員於退休前依規定冊列管制、限期
遣撫卹
辦理退休。自願退休人員先行登記，並視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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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來源及金額
備註
(單位：千元)
3,839
3,541
3,506

35

231

情形依序辦理。
2. 協助在職亡故人員之遺眷辦理請卹，以安定遺
族生活。
3. 依據行政院修正退休人員照護事項並依各項有
關規定積極辦理，以照顧退休人員及亡故人員
遺眷生活。
7. 待遇、福利 1.依據待遇、福利、保險等有關規定辦理。
保險及主計 2.配合辦理 106 年主計節南部地區相關活動。
節等活動
三、政風業務

1. 政風法令宣 1.結合他機關政風單位，共同辦理政風法令講習
導
訓練，以提昇同仁法律常識。
2.配合市府大型活動之際，辦理廉政行銷活動，
以擴大社會參與。
3.定期、不定期辦理多元管道宣導。
2. 貪瀆預防
1.召開機關廉政會報，檢討策劃研訂改善政風防
弊措施並落實執行，確保機關廉潔效能。
2.發掘員工廉能事蹟並予簽報辦理表揚，以提振
廉能風氣。
3.適時辦理專案稽核，藉以發掘業務缺失並研提
改進意見。
3. 查處檢舉事 1.辦理上級交查交辦、民意機關質詢反映及媒體
項
報導有關本機關弊端事項之調查。
2.積極查察作業違常、員工生活違常等情事，以
維官箴，形塑優質行政氛圍。
3.執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貪污治
罪條例」、「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有
關規定，秉持毋枉毋縱原則審慎處理檢舉事項。
4. 公務機密維 1.定期及不定期執行公務機密維護檢查，發現缺
護
失即時改善。
2.定期執行資訊安全稽核工作，以防範資訊安全
漏洞與疏失，確保資訊安全。
5. 機關安全維 1.召開維護會報，檢討本機關安全狀況，適時檢
護
討修訂本處預防危害或破壞事項之各項計畫，
強化機關安全設（措）施。
2.結合秘書單位落實辦理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
發現缺失即予改善。
6.公職 人員 財 1.確實掌握本處申報義務人之動態，並適時提醒
產申報
申報人依限申報。
2.依法辦理各項申報暨實質審查作業。

40

四、會計業務

1. 編製年度預
算、分配預
算及決算
2. 加強內部審
核

27

依照「預算法」、「本市地方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決算法」及有關法令規定，編製年度預
算、決算及辦理分配預算。
1.依照「會計法」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及其
他有關法令等規定辦理審核，以防杜不經濟、
不合法之支出、並覈實撙節公帑，提高財務效
能。
2.每年依規定進行現金及財產盤點監盤、出納會
計事務查核及機關年度內部審核作業並作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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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審核紀錄，另依本處自行訂定之「內部控制
制度」配合辦理書面及實地查核作業，以強化
內控機制及嚴密辦理內部審核。
3. 編製各項報 各項月報、年報均能依照會計制度一致規定及會
表
計事務處理程序如期編送，並適時編製執行進度
與經費支用配合情形提供決策參考。
4.審核 發布 公 依據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及各機關統計資料發
務統計
布要點，定期審核及發布公務統計資料。
貳 、 總 預 算 編 1. 編 定 107 年
審與督導執行
度地方總預
算編製作業
手冊
2. 審 編 107 年
度地方總預
算案

依行政院訂頒 107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
原則與直轄市、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配
合中央一致性規範及市府年度預算編製與審議實
際需要，編定 107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編製作
業手冊，作為各機關預算審編之依據。
1.配合財政局估計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後，擬定
各機關未來 4 年中程概算上限數額簽報市府核
定，分行各機關本零基預算精神據以編製概算
並經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審議後，送本處彙編
總預算案。
2.依照地方制度法規定期限，於會計年度開始 3
個月前審編完成本市 107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
送請市議會審議。
依市議會審議總預算案議決情形整編成總預算，
並發布完成法定程序後函送行政院主計總處。

373

審核各特種基金 107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並彙編
綜計表加具說明後，隨同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送請
市議會審議。

185

3. 依 法 發 布
107 年 度 地
方總預算
4. 依法核定各 核定各機關提報按計畫執行及付款進度之當年度
機關分配預 歲入、歲出，或以前年度歲出保留分配預算。
算
5. 嚴適預算執 1.督導各機關加強事先進行相關籌劃作業安排，
行，增益計
及依法令妥適執行預算，並嚴密預算保留審查
畫經費效能
力求計畫經費支用效益。
2.依預算法規定編具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送
請市議會審議。
參 、 事 業 預 算 1. 審 核 彙 編
編審與督導執
107 年 度 附
行
屬單位預算
及綜計表
2. 整 編 107 年
度附屬單位
預算審定表
3. 審核各特種
基金分期實
施計畫及收
支估計表
4. 督導各特種
基金計畫實
施進度及執
行績效並監
督財務狀況

依照市議會審議意見，整理彙編 107 年度預算審
定表，作為各基金預算執行之依據。
各基金管理機構依預算計畫實施進度，擬編年度
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由各基金主管機
關核定後，轉送本處審查備案。
適時實施督導與考核，以期各基金管理機構嚴密
有效執行預算，積極提升基金營運效能，增加經
營績效及資源運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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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協助 促參 案
件財務分析
靈活公共建
設財源籌措

藉由參與促參案件研討與座談，提升財務分析知
能，協助機關重大建設促參案件之財務可行性分
析，以期妥適引進民間資金，活化資金運用，減
輕市庫財務負擔。

肆 、 會 計 與 決 1.辦理 市府 總 依市庫收入數與財政局支付科執行後之支付數，
算
會計事務
參照市府所屬各機關單位會計報告資料，按月統
制紀錄，編製總會計報告，分送中央及審計處等
有關機關。
2. 彙 編 105 年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規定，依限於會計年度
度高雄市地 結束後 4 個月內彙編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
方總決算暨 決算及綜計表，提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函送審
附屬單位決 計部高雄市審計處依法審定。
算及綜計表
3. 彙 編 106 年 依據決算法第 31 條準用第 26 條之 1 規定，依限
度高雄市地 於 8 月底前編製 10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暨附屬
方總預算暨 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函送審計部高
附屬單位預 雄市審計處依法查核。
算半年結算
報告及綜計
表
4.督導 各機 關 1.辦理會計業務訪視，考核缺失及時檢討改進，
學校會計業 加強會計管理。
務
2.督導各機關學校預算之執行，促請切實按照預
定進度辦理各項計畫，相關執行情形並據以辦
理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考核事宜。
3.抽核市屬各機關學校會計報告之編製內容及財
務收支事項是否符合規定。
5. 精 進 會 計 制 1.修訂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核定
度及辦理業
基金會計制度。
務講習
2.協助各機關強化內部控制機制，提升施政效能。
3.不定期辦理會計業務講習，增進會計人員專業
能力。

591

1. 強 化 各 機 關 1.督導各機關統計工作辦理，推動各一級機關及
公務統計作
區公所訂定年度統計業務實施計畫，並定期檢
業執行與管
核計畫執行情形，精進各機關統計業務辦理。
考，提升統 2.強化公務統計查報作業，辦理各機關統計業務
計品質
稽核複查。就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情形、
統計方案之實施情形、統計資料之時效、確度
與應用成效，以及統計檔案之管理等事項隨時
加以稽核複查。
3.建置統一窗口規範各機關依據「各機關統計資
料發布要點」辦理市政統計資料發布。
4. 研修各項統計作業標準流程，提供市府同仁辦
理統計實務時所應具備相關知識、技能及方法
俾利提升統計作業效率，迅速提供正確的施政
決策所需資訊，發揮統計支援決策功能。
2.精進 各類 統 1.充實各項市政統計書刊與統計指標編製及發布，

287

伍、公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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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書刊編印
並提供便捷與創新的統計資訊查詢服務。
及分析報告 2.依據編製之公務統計、調查統計及可供參考之
撰研，提供
各種統計資料，加強分析比較，撰研統計通報
施政決策所
與專題分析報告，提供制定政策、擬定計畫與
需
執行公務參考。
3.推動區公所訂定公務統計方案，協助各區按年
度編撰區政統計年報。
3.增進 社會 經 加強系統使用效益，持續擴增市府機關輔導對
濟資料庫決 象，推廣各機關自行建立首長決策資料查詢平台；
策應用系統 並推動跨域整合之主管決策查詢平台，建立機關
推廣運用， 首長跨類別資料查詢服務，提供施政決策參考。
強化統計資
訊查詢服務
陸、經濟統計
一、物價調查
與統計分析
(一)辦理本市消 1. 按旬辦理本
費者物價調查
市消費者物
價調查
2. 按月編算消
費者物價指
數，分析物
價變動情形
3. 編製本市物
價統計月報
電子書，提
供各界參考
(二)辦理本市營 查編本市營造
造 工 程 物 價 調 工程物價指數
查

2,509
179
依據「高雄市消費者物價調查實施計畫」之規定，
按時派員前往各零售市場調查生活用品及勞務等
項目群價格。
按月編算本市消費者物價總指數、7 大類及各中
分類指數，分析物價變動情形，簽陳市長核閱，
並刊布於本處網站供各界參考。
按月將消費者物價指數、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及物
價變動分析編製「高雄市物價統計月報」電子書，
提供各界參考。

1.依據「高雄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實施計畫」，
由市府工務局所屬工程單位、水利局及教育局
所屬學校就大型工程辦理勞務類項目查價工作
另材料類項目群則由本處負責查價。
2. 按月編算本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材料類、勞
務類及各中分類指數，另按工程類別分編建築
工程及土木工程兩種複分類指數，並刊布於
「高雄市物價統計月報」電子書提供各界參考
應用。
3.按月分析本市營造工程物價變動情形，簽陳
市長核閱，並刊布於本處網站，供各界參考。
(三)辦理 105 年 研擬編製物價 辦理 105 年物價基期改編作業，納入合併後本市
物 價 基 期 改 編 基期權數
38 區家庭收支調查消費支出統計，研擬編製 105
作業
年基期權數，並調整新查價項目查訪區域，俾精
實物價調查統計作業，即時反映本市消費者及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事實現狀。
二、民間經濟
活動調查
(一)辦理本市家 1. 辦理 105 年 1. 依據「高雄市家庭收支調查實施計畫」，辦理
庭收支調查
本市家庭收支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訪問調查
貳拾柒、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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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資料經審核後利用電腦處理，並編印「高
雄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分送各界參考應用。
2. 辦 理 106 年 選定家庭收支記帳調查戶，每月分上、下各半月
家庭收支記 派員分赴各記帳家庭輔導記帳並收發帳本。資料
帳調查
經審核處理後陳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彙辦。
(二)配合中央機 配 合 中 央 機 關 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及中央各部會辦理 105 年工
關辦理 105 年工 辦 理 105 年 工 業及服務業普查及各項統計調查，調查所得資料
業 及 服 務 業 普 業 及 服 務 業 普 經審核整理後，按規定陳送各相關機關彙辦。
查及各項調查 查 及 各 項 統 計
調查

貳拾柒、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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