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人事處107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落實員額管控措

施，依市政發展

政策及「總量管

制」原則，就各機

關組織與業務消

長情形合理設置

機關並配置員額

一、厲行依市政發

展需要，員額

配置策略化

為落實本府人力合理配置與精實管理，打造一個「精實、彈性、效能

的政府」，於各機關提出用人需求時均同時考量人事成本概念，以

減輕本府財政負擔，並同時確保施政及業務推動順遂，相關具體

做法如下：

1.強化機關定位組織功能，訂定組織編制

(1)修正本府組織自治條例暨編制表

配合本府秘書處更名為行政暨國際處及運動發展局之成立，

修正本府組織自治條例第6條，並自107年 9月 1日施行。

(2)訂定運動發展局組織編制

為結合中央體育運動發展政策，整合相關局處資源，全力發

展本市運動人口、推廣運動專業及扶植運動產業，將本府教

育局所屬二級機關本市體育處提升為府屬一級機關運動發展

局，訂定組織規程暨編制表，編制員額共計 64人，並廢止

本市體育處組織編制，自107年 9月1日施行。

(3)修正教育局組織編制

配合本府運動發展局成立，修正該局組織規程第 9條及第14

條，自107年 9月 1日施行。

(4)修正行政暨國際處組織編制

鑑於近年本市正值轉型之際，國際業務邁向多元化與專業

化，茲推動城市國際交流及接待訪賓等國際事務，為本府秘

書處重要之任務，因應重新定位專責國際事務機關，將本府

秘書處更名為「行政暨國際處」，爰修正行政暨國際處組織規

程暨編制表，編制員額總數維持 92(1)人，自 107 年 9 月 1

日施行。

2.依據員額評鑑結論及機關業務需要，修正組織及人力配置

(1)修正本市鹽埕區等34區公所組織編制

為瞭解本市各區公所業務消長、人力運用現況及員額配置合

理性，辦理本市各區公所員額評鑑，爰修正本市鹽埕區等 34

區公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合計減列編制員額 63人，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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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落實員額

精簡管控，以

撙節人事費

貳、多元人力進用，落

實 考 試 用 人 政

策，公平公開拔

擢優秀人才，活

化人力資源，透

過 精 實 公 務 人

力，提升人力素

108年 1月 1日生效。

(2)修正交通局車鑑會組織編制

考量鑑定業務主要為蒐集、彙整肇事案件相關資料供委員參

考，並依鑑定會議決議撰寫鑑定意見書，業務性質較屬行政

事務，爰將技士改置為科員，修正後編制員額總數維持 6(8-

12)人，自107年 3月 3日生效。

(3)修正衛生局組織編制

茲為擴大該局與所屬機關暨公立醫療機構醫事人員職務歷練

交流機會，並增加遴用醫療專業人力資源之多元管道及因應

公衛醫療業務實務發展需求，爰增訂「技正及技士員額總數

十五分之一以下，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

當級別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但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一人

計。」修正後編制員額總數維持262人，並自107年 6月 16日

施行。

(4)修正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表

茲社會局統籌辦高雄市之保護性業務，考量業務之繁重程

度及案件複雜性較以往提升，組長僅得由家防中心高級社會

工作師兼任恐無法因應。爰修正編制表內有關組長職務，除

由家防中心高級社會工作師兼任外，增列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工作督導亦得兼任。修正後編制員額總數維持 97(12)

人，並自107年 6月 16日施行。

(5)修正本市各衛生所組織編制

茲為解決醫事人員高資低用問題，爰將具師類醫事證書者改

以師(三)級任用，並搭配其他醫事職務師級與士(生)級共用

員額方案，推動各衛生所護士改以護理師進用，修正後編制

員額總數維持 516(216)人，並自108年 1月 1日施行。

本府107年各機關賡續落實員額精簡管控，107年度現職人員因年

資或晉級所需增加經費2％部分，藉由管控人事費不成長達成，並

在現有人事費額度內規劃人力之進用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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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深化為民服

務品質

一、積極提報考試

職缺

二、拔擢具績效之

優秀人才並適

當配置

參、推動性別平等意識

培力，培養公務

人員具性別敏感

度，於擬定政策、

計畫及措施時融

入性別觀點，建

構友善職場環境

一、深耕性別平等

業務，強化推

動機制功能

二、加強性別意識

培力，消除歧

視落實性別平

權

1.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配合中央考試用人政策，積極提列考試分發

職缺，107年提列考試職缺計349個，提缺比率達53%。

2.本府積極協辦國家考試，以服務南部考生，107年度協助辦理17

項國家考試南部考區試務工作，服務南部考生計70,357人。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對人才之進用與考評，均本「人」與「事」適

切配合之旨，並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

人員陞遷法」之規定，本專業專才、適才適所及綜覈名實、獎優汰劣

之旨辦理，以貫徹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

1.為積極推動性別平等觀點納入各項政策、方案、計畫、預算及法案

當中，業於103年訂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一級機關設置性別平

等執行小組計畫」，107年本府各一級機關全數成立性別平等執

行小組並召開會議，藉由各機關執行小組會議機制落實推動性別

友善措施。

2.依據「107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

務輔導獎勵計畫」報送本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執行成果必評項目

及自行參選項目「性別平等創新獎」、「性別平等故事獎」，衛生局

與社會局之提案皆獲選進入複評。經評審結果，本府金馨獎評審

成績獲甲等，自行參選項目由衛生局提案之「孕作幸福：身心平

衡與健康平權『新住民孕產婦跨文化身心健康精進計畫』」獲選

「性別平等創新獎」。

1.本府性別意識培力完訓情形

(1)性別主流化訓練：依「高雄市政府第四階段推動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規定，每人每年須完成2小時訓練時數，截至 107

年 12月完訓人數計16,647人，完訓率 99.3%。

(2)CEDAW教育訓練：為促進各機關同仁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理念運用於業務中，依據「消除對婦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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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展本府員工協助

方案(EAP)，提升

服務內容深度及

廣度，增進職場

幸福感及團隊競

爭能力

一、提供員工諮商

服務

二、辦理宣導活動

三、增強關懷員職

能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及成效評合實施計畫」規

定以，106至 108年 3年內受訓涵蓋率至少達50%(含實體、數

位課程，每人至少 3小時)，其中實體考課程應達 15%且至少

2,000人。106年至 107年 12月共計15,195人完訓辦理 CEDAW

訓練課程，比率達 86.4%，業達成106至 108年 3年內受訓涵

蓋率至少達50%之目標(107年 1至 12月計7,284人完訓)；其

中12,296 人完成實體課程，完訓率為 63%，業達成106年至

108 年完訓率達編制員額數 30%之目標(107 年 1至 12 月計

6,940人完訓實體課程)。

本府自民國92年起至今，持續推展並導入本府公教同仁心理健康

及員工協助方案概念，以落實人性關懷，發現並協助公教員工解

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107年執行成果如下：

1.個別諮商服務

107年委託「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提供員工專業諮商服

務，諮商服務由「張老師」針對個案需求，搭配相關專業領域諮

商師，以提升諮商服務之品質，107年 1至 12月計提供 16人次

個別諮商服務。

2.團體諮商服務

為創造更佳的職場組織氣候，預防不良情緒因子影響工作表現

及個人身心，並促使組織有效溝通凝聚向心力，107年 1至 12

月共辦理新進人員職場適應輔導 1場次、減壓團體諮商 4場次及

哀傷輔導團體諮商 3場次，共計8場次。

1.107年度計畫業製成電子書置於本府員工協助方案專區及人事服

務網供公務同仁下載運用。

2.辦理宣導共 580場次，計31,168人參加。

1.107年 5月8日訂頒「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關懷員培訓計

畫」，組織本府關懷網絡，專案培訓本府關懷員。

2.107年度培訓分 4階段，全程參與 4階段課程後頒發證書，本次

計有 28名人員完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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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立文官核心能

力，實施核心職

能評鑑，整合在

職培育訓練，建

構公務人員學習

地圖，厚實人力

資源之發展

一、精進文官多元

核心能力培訓

課程

(1)專班課程：107年 3月 5日、7日、9日、13日及15日共 5天辦

理「關懷員認證初階班」。

(2)參訪及實例實習：107年 9月 26日參訪本府衛生局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及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並於10

月 31日前繳交至少 3篇關懷心得報告。

(3)研討與分享：107 年 12 月 11 日辦理以分組方式分享心得所

學。

3.成立本府員工協助方案工作坊，分別於107年 3月 31日、11月 27

日邀請相關10個局處(行政暨國際處、教育局、都市發展局、消防

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地政局、主計處、勞工局及警察局)召開

會議，共同交流推動成效並集思廣益規劃未來方向。

1.配合本府核心職能架構，規劃多元培訓課程，提升公務人力素質

(1)107 年度賡續配合本府職能模型，依據職能缺口發展職能導

向系統學習，並結合市政發展需要，規劃市政發展願景、國家

發展政策、共通核心職能、管理核心職能、專業核心職能等五

大核心職能主軸研習課程。

(2)107 年度原計畫開辦實體訓練班次 376班，復經各機關再提

需求，實體訓練班次增加為 386 班，計培訓 21,586 人

次，35,216人天次，有效提升本府同仁專業核心能力及公務

人力素質。

2.精進公務同仁專業核心能力，辦理各類專業認證班期

(1)辦理政府採購專業人員基礎班 5期，進階班 1期

為增進採購人員專業知能，提升政府採購效率及品質，預防

採購缺失發生，107年計辦理政府採購專業人員基礎班 5期、

進階班 1期，計有 339人取得公共工程委員會核發採購基礎班

及格證書、18人取得進階班及格證書。

(2)辦理少年犯罪防治宣導講師認證班 1期

學習運用簡報短講的技巧宣導少年犯罪防治，並教導兒少如

何拒絕誘惑、遠離毒品。於3月2日辦理6小時，計44人通過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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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資源，學

習在地化

三、厚植人事人員

專業核心能力

四、新進人員集中

實務訓練

(3)與本市大學合辦專業認證班期

為落實訓練與專業結合，提升訓練價值，與高雄科技大學合

辦「為民服務溝通認證班」，計30小時，計38人取得認證。

3.運用翻轉學習技法，辦理 MOOCs混成課程      

(1)107 年 3 月 19 日至 5月 14 日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合作辦理

「大數據的設計思考研習班」，採實體與線上共學，結合人發

中心 3次實體課程，運用雲林科技大學 E-class 線上討論平

台，進行課程操作、線上互動與測驗，以培育研究議題發想、

盤點檢視資料、應用分析結果、論述表達等能力，以回應民眾

需求，參訓人數計36人。

(2)為提升本府公務人員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並促進國際交流自

信，與中原大學合作辦理「多益 FUN輕鬆研習班」，結合人發

中心 3次實體課程，課程期間學員及講師運用中原大學「C-

learning開放式教育平台」進行線上課程及互動討論，截至

課程結束止，參與社群討論區互動，發表、提問計有 102則，

並於實體課程中進行課前、課後測驗，藉此瞭解學習成效，有

效提升英語能力，參訓學員計29人。

訂頒「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運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幸福高

雄‧創新卓越』學習列車辦理，107 年計辦理 256場次、參訓

16,185人次，另為配合機關專業訓練之需求，亦鼓勵各機關辦理

專業訓練，以發揮策略聯盟及在地化培育之訓練效益。

1.為強化各層級人事人員專業核心能力，培育更多歷練豐富且具備

解決問題能力的人事主管，107年依據「人事人員專業培訓計畫」

暨「人事人員專業核心能力學習地圖」，辦理「儲備主管班」人事

人員專業培訓班，共計有 30 人參訓，訓後課程滿意度達

86.67%。

2.本專班之講師係由人事處科長、專員、股長及所屬資深人事主任等

人擔任，課程講授係以實務案例與法規進行經驗傳承交流與分

享，期透過專業職能核心課程之設計與教授，全面提升人事人員

專業與效能，協助機關成就施政願景。學員回饋意見表示：實務

經驗講解清楚，案例分享更為清晰明瞭，獲益良多。

為提升新進人員瞭解本府市政願景，並縮短適應期及確保執行職

務程序之正確性，特舉辦106年地方特考錄取人員一般行政、土木

工程及水利工程共 3類科之新進人員集中實務訓練，計 38 人完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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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落實身心障礙者權

益及原住民族工

作權保障，超額

進用身心障礙與

原住民人員，保

障就業權益

一、足額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

二、落實進用原住

民

柒、建立楷模，表彰績

優，有效激發公

務人員士氣與潛

能，提升團隊績

效

一、表揚模範公務

人員

二、請頒功績獎

章，獎掖有功

人員

捌、整合訓練資源，拓

展數位服務，鼓

勵 多 元 學 習 機

制，培育具數位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本府至 107年 12月止應進用身

心障礙者 1,171人，已進用1,961人，進用比率達 167％。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應進用原住民 65人，已進用

207人，進用比率達 318%。

為激勵工作熱忱及基層士氣，提高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依據「行

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及「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選拔模

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本府107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經評審結果核定警察局翁隊長士閔等 10人當選模範公務人員，並

業於107年 7月 24日第 384次市政會議中表揚，依規定頒發獎狀

1幀、獎金5萬元，並給予公假 5天。

1.為獎掖卸職首長對本府貢獻，以表彰優異，本府新聞局丁前局長

允恭、經濟發展局曾前局長文生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前主任

委員進興卸職後，本府即依相關程序報送行政院請頒獎章，經該

院分別於107 年3 月21日及9 月6日核頒在案。

2.嗣分別於 107年 04月 17日及 10月 23日市政會議頒發三等功績

獎章感謝渠等之付出。

3.另交通局陳前局長勁甫及教育局范前局長巽綠三等功績獎章部

分，經行政院 107年 12 月19日核頒，並業經頒發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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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創造力、溝通

力、經營力之市政

治理人才

一、開拓數位課程

新識界，啟動

優質行動學習

新未來

二、培育潛力人

才，深化國際

視野

1.啟動數位培訓新思維

訂定高雄市政府107年度推動數位學習實施計畫，提供多元學習

管道，積極推動數位學習，型塑優質組織數位學習文化。

2.擴大數位應用價值，提升學員自主學習行動力

加盟中央「e等公務園+」公部門數位學習資源整合平臺，發展高

雄在地數位學習知識，以高雄城市治理典範與特色，打造智慧學

習新模式，本府「e等公務園+～港都e學苑」數位學習平台提供

多媒體動畫、影音課程，計有政策能力訓練、領導力發展、機關業

務知能訓練、自我成長及其他等四大類別，共 200門 345 小

時，107 年度認證人數 724,398 人次，認證時數 1,268,892小

時。

3.數位課程參與國際競賽獲肯定

本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數位課程「一看就懂的公民審議與參與式

預算」參加 2018 年美國 Brandon Hall國際認證競賽，於 Best

Advance in Custom Content項目榮獲金牌獎。

4.翻轉政策亮點行銷，擴散數位學習成效

辦理數位課程閱讀行銷活動，增加「港都 e學苑」線上閱讀人

數，達到有效推廣數位課程、政策宣導及促進相關學習資源利用

之目的，擴散數位學習成效。107年辦理「e等學習Plus」、「eye

上學習」、「新知在港都，e起樂學習」、「新課有 eye，學習無礙」

四場次數位行銷活動，計有 37,867人次參與。

1.中高階主管人才培育

(1)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

為培育本府高階公務人員卓越之管理能力，期配合國家重要

政策與未來發展願景，推薦教育局黃副局長盟惠參加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高階文官飛躍方案之「管理發展訓練」，

赴英國文官學院訓練 2週。

(2)高階領導研究班

為強化本府高階主管人員政策分析及管理能力，並促進高階

人才交流，推薦都市發展局王副局長屯電參加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高階領導研究班，赴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訓

練 2週。

(3)組團出國專題研究

為擴展本府高階公務人員國際視野，提升渠等政策規劃能力

並強化其國際競爭力，推薦研考會資訊中心李科長春霖參加

行政院 107年組團出國專題研究「資通安全班」，赴以色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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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專題研究 2週。

(4)地方領導研究班

為培育地方機關未來高階主管人員，強化其政策溝通、區域

治理與領導管理能力，推薦本府水利局張主任秘書世傑、交

通局黃主任秘書榮輝參加「地方領導研究班」，於107年 8月

15日至 8 月 31日於總處人力發展學院南投院區住班參加為

期 10天之訓練。

(5)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習班

為強化初任薦任主管人員之團隊建立、表達、溝通、創意、執行

力、為民服務等管理能力，俾勝任主管職務，依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 14條規定，於 107 年 6月 28 日至 7 月 13 日及 10 月

16日至 26日分別辦理2班期「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

習班」，計有 80人參訓。 

(6)中階主管「專案管理人才精進班」

為精進本府中階主管人員管理能力，期渠等能如期、如質、如

預算地完成專案，達成市政策略目標，實現願景與使命，於

107年 4月 10日至5月17日辦理1班期「專案管理人才精進

班」，計有薦任八職等以上主管人員31人參訓，訓後平均滿

意度達 99.38%，學員回饋意見表示：理論與實務並重，課程

內容充實、專案管理課程對於工作邏輯思考有助益。完訓後並

建立人才資料庫，提供各機關首長作為機關職務出缺時優先

選員陞任之參考。

(7)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習班

為強化初任薦任主管人員之溝通協調、組織發展、績效管理、

媒體互動、依法行政等管理能力，俾勝任主管職務，依公務

人員陞遷法第 14條規定，於 107年 6月 28日至 7 月 13日及

10月 16日至 26日分別辦理 2期「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人

員研習班」，每期各 5天、30小時，共計80參訓。

(8)辦理本市國中小校長、主任儲訓班，培訓治校專才

於 107 年 4 月至 5月辦理為期 8週之本市國中小校長儲訓

班；另於7月辦理為期 4週之國中及國小主任儲訓班，以增

進教育政策理念及教育行政知能，計儲備 14 名候用國小校

長、儲備主任國中30名、國小 60名。

2.辦理各類國際語言班期，增進外語溝通能力

(1)函頒英語檢測補助英檢報名費用等激勵措施，如通過英語檢

定後，由各機關視其經費情形酌予補助每人最高新台幣

5,000元。107年賡續鼓勵同仁參加英語檢測，並於 11月 12

日假本府人發中心辦理多益測驗，計有 45人到考。截至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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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培育立足高雄、放

眼世界，具前膽

國際視野領導人

才，加值市政服

務品質

一、辦理首長共識

營

二、培育市政治理

人才

止，本府通過英語檢定人數計 5,105人，比例達 26.95％，

較行政院「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改進措施」規定18％，高出

8.95%。

(2)辦理「多益檢定密集加強班」

為提升本府員工英語能力及強化考試技巧，於 107年 2月辦

理，計 18小時，參訓人數 38人，課程規劃密集多益模擬試

題與考試技巧演練等。

(3)辦理「英文能力(多益)檢定班」

為提升本府員工英語能力，促進國際交流能力，於 107年 7

月 3日至 23日辦理，共計 36小時，參訓人數 32人，課程規

劃有多益模擬試題與考試技巧演練、聽力、閱讀訓練等，並鼓

勵於結訓後參加多益測驗，以促使本府公務人員英文檢定通

過率逐年提高。

(4)辦理「多益 FUN輕鬆研習班(MOOCs)」

為提升本府公務人員英文聽說讀寫能力，本府人發中心與中

原大學合作辦理「多益 FUN輕鬆研習班」，本班以 MOOCs課程

方式授課，實體課程搭配運用中原大學「C-learning開放式

教育平台」，進行課程學習、線上互動與測驗，參訓學員計29

人。

辦理市府首長團隊共識營，凝聚施政共識及能量

於107年 3月 11、12日假宜蘭辦理「幸福高雄‧驚艷山海」107年第

1次首長團隊共識營，議程安排研考會以「高雄。進步的軌跡」為主

題，進行本府市政績效成果專題報告，並由工務局等 8局處分別

報告各局處歷年施政成果，最後再由研考會以「施政的最後一哩

路」為專題，提出各局處107年尚待完工之重大市政建設報告，本

次共識營共計有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一級機關首長及

機要人員等 59人與會。

為強化本府新進同仁熟稔市政願景，提升市政效能，本年度規劃

辦理 2班期市政生力軍研習，遴聘研考會郭榮哲組長擔任講座，

第1期於107年 3月 14日假人發中心辦理完竣，計有 94人參訓，

訓後平均滿意度達 91%；第2期於107年 9月 10日假人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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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貫徹推動退撫制

度，妥編退撫預

算；加強關懷照

護退休員工及遺

族，維繫退休人

員情感

一、合理籌編退撫

預算，依實辦

理退休、資遣、

撫卹案件

二、加強關懷退休

人員

三、協助退休生涯

規劃

拾壹、激發現職及退休

公教人員積極

參與公共服務

動能，運用公

私協力模式，

提供多元友善

辦理完竣，計 94人參訓，訓後平均滿意度達 92%，學員回饋

意見表示：瞭解目前高雄發展問題，對於未來市政規畫、高雄的歷

史、面臨的困境及未來願景，有更進一定的認知與了解，收穫很

多。

107年辦理退撫資遣情形如下：

1.退休公務人員379人、教育人員428人，合計807人。

2.公務人員撫卹 13人、教育人員13人，合計26人。

3.資遣公務人員1人、教育人員0人，合計1人。

1.如期發放月退休金

自 107年起如期於每月 1日發放退休人員月退休金，截至 12 月

支領月退休人員共計24,123人，其中公務人員8,957人次、教育

人員15,166人。

2.核發年節特別照護金

依據考試院訂頒「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

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點」規定審核發給春節、端午、中秋三節特別

照護金，單身者每節 18,000元；有眷者每節 31,000元，107年

三節計核發單身 80人次、有眷 25人次，合計105人次。

為鼓勵公教人員提早預為規劃退休生涯，並鼓勵退休人員積極投

入社會志願服務工作行列，107年 2月 23日、及8月6日假本府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分別辦理「退休生涯規劃研習班(一)、(二)、」二場

次，計144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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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措施，創

造員工幸福職

場

一、激發公教參與

志願服務

二、規劃公教未婚

聯誼，拓展社

交生活領域

1.運用員工興趣及專長，辦理多元志工體驗活動

(1)107年 1月 26日結合本府勞工局、民政局、財政局、水利局及

交通局以跨局處策略聯盟方式，共同辦理「107年度十犬十美

迎新春贈春聯」活動，邀請具有書法暨表演專長的高齡者及公

教（退休）人員展現才藝，撰寫春聯供民眾索取；另邀請由

高齡者成立之歌仔戲團(大寮社區千歲歌仔戲團)演出迎春祈

福戲碼，讓長輩及志工得以參與社會服務暨回饋社會。

(2)107年 10月 4日辦理「公教志工一日體驗營」研習，以「安養

照護」為課程主軸，前往本市旗山區喜憨兒天鵝堡照顧中心學

習體驗，共計40人參加，滿意度高達 9成以上。 

2.導入志願服務理念，充實員工生涯規劃

(1)107年 7月 16日及18日辦理「公教志工基礎訓練班」研習，

以鼓勵有意願擔任志願服務之現職公教人員參與基礎訓練，

瞭解投入志願服務工作對自身的重要性及如何參與志願服務

行列，並充實志願服務知能，完訓人員計有 24人。

(2)輔導本市關懷公教退休人員協會於 107年 12月 3日、10日假

本市鳳山區誠正國小、岡山區前峰國中舉辦高齡志願服務經驗

分享，以增進退休人員社會參與及展能舞台。

1.為拓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營造兩性互動機會及友善聯

誼，本府107年度規劃辦理8場次樂婚聯誼活動，計有 296人(男

性148人、女性148人)參加，互指為心儀對象達 44對。透過巧思

籌辦知性與感性兼備的聯誼活動，並融入當地人文風情，建構良

好互動環境，搭建兩性交流鵲橋，讓情人成眷屬，良緣得夙締。

2.活動除運用不同場域與設施規劃各式多元活動，如美食 DIY、茶

會、遊港、旅遊、漆彈射擊及踏青等，透過精心設計兼具知性與感

性的聯誼活動外，也規劃結合當地風土民情的聯誼，如手工紅龜

粿、客家擂茶、香料體驗等，藉以營造良好互動氛圍，增進兩性互

動元素及情感交流，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讓情人成

眷屬，良緣得夙締。

3.另於107年 3月 24日辦理本府人事人員單身聯誼活動，邀請本府

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院南部各部會、南部各縣市政府、國（公）

營事業機構及民營企業正職未婚人員參加，計有 39人（男性20

人、女性19人）參加；活動內容先以參加人員生日、星座、血型等

特質進行破冰暖場，再進行一見鍾情配對；並藉餐會及團康活動

增進彼此互動，計有 6對人員配對成功，參加人員在歡樂又愉快

的氛圍下，為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落實員工健康

自主管理，補

助公教健檢費

四、優化多元員工

社團，鼓勵工

作生活平衡

五、豐富多元福利

措施，延伸服

務效能

為落實公教健檢，關照同仁健康，特訂定「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員健

康檢查作業規範」，補助本府公教同仁實施健康檢查。107年計補助

6,135人，補助金額25,589,378元，補助標準如下：

1.機關首長或職務列等最高第十三職等以上且經銓審第十三職等以

上者，不限年齡，受檢次數：每年一次，補助金額：新臺幣

7,900元。

2.機關副首長、職務列等最高第九職等以上且經銓審第九職等以上

者，補助金額：新臺幣 7,900元，受檢次數：(1) 50歲以上者，

每年一次(2)未滿 50歲者，每二年一次。

3.不具上述身分之本府所屬公務人員，年滿 40歲以上，受檢次

數：每二年一次，補助金額：新臺幣 3,500元。

為培植多元員工社團，倡導正當休閒生活，輔導成立 22個員工社

團，共計動態社團 14 個、靜態社團 8 個，並各指定 1個輔導機

關，以輔導社團自治運作。107年 1月至 12月除定期活動外，計舉

辦38場次專案性活動。

1.賡辦急難貸款，紓困員工負擔

為紓解公教人員急難狀況，於發生傷病住院、疾病醫護、喪葬及

重大災害等事項時，可依需要申請救助貸款，利息負擔以郵政儲

金 2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減年息 0.025厘計算，目前貸款

利率為年息 1.07厘，最長還款年限 6年。截至 107年 12月底尚

在貸款中者有 18件，貸款金額885萬元。

2.賡續辦理自費汽、機車強制保險服務措施

為照護員工生活需求，具體落實人事福利政策，辦理107年自費

汽、機車強制保險，由臺灣產物產險公司承作，提供優惠措施，

嘉惠本府公教員工多元選擇運用。

3.規劃健康檢查特惠方案

宣達 2017~2019「健康 99─全國公教特惠健檢」，以新臺幣 3,500

元規劃健檢方案，作為現職員工、退休人員及其眷屬健康檢查時

之選擇參考。

4.續辦「繁星好康」計畫，福利優化特色加值

為妥善運用民間資源，建構公私合作機制，透過本府人事處及所

屬各級人事機構，研析員工消費喜好，據以推薦優良商店與本府

特約合作，優化員工福利項目，並綜整提供本府員工、退休人員

及各機關學校志工相當於會員或九折以上優惠方案福利資

訊。107年度辦理續約調查，經彙整續約優惠店家計390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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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擴大公務人力資

料加值應用，深

化大數據資料科

學分析，滾動優

化 循 證 決 策 品

質，再創人事服

務新形象

一、深化人事資訊

服務品質

二、精進人事決策

品質

設計繁星好康識別標章，以供優惠商家自行黏貼識別。

5.積極宣導「築巢優利貸」優惠方案與多元房貸管道

本方案經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辦理公開招標，106年 1月 1日

至 107年 12月 31日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貸

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固定加碼 0.465％機

動計息，提供同仁多元購置住宅貸款管道。

6.轉知短期信貸資訊，回應同仁財務即時需求

轉知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貼心相貸」資訊，80萬元以下

信用貸款免保證人，年息依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蓄機動利率固

定加 0.505％機動計息，每月攤還本息不得超過月俸給總額

1/3，貸款期限最長7年。

1.提升 WebHR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功能

107年新增及修正 WebHR系統個人資料、組織編制等17項子系統

功能計241筆，改善系統操作流程，快速更新資料。

2.辦理資訊系統等教育訓練，維護人事資料正確無誤

為善加運用各式人事資訊系統使用與管理，同時強化人員資安觀

念，本府人事處計辦理「人事資料考核系統及 eCPA應用系統研習

班」(1場次共42人)、「資訊安全教育訓練研習班」(5場次共201

人)等各類資訊教育訓練共6場次，計243人次參訓。

創造人事決策循證機制，人事服務流程再進化

為擴大人事資料加值應用範圍，強化各項人事資訊系統與業務整

合，於 105年1月上線及推廣「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iKPD人事服務

網介接平台」，目前已有 12個機關42個系統核准介接申請，有效

輔助本府各機關提升行政效能，整體效益如下：

(1)簡化及整合人事資訊作業流程，提供安全便利之人事服務。

(2)強化人事資料共享，提供各機關資料加值應用。

(3)精進人事資料統計，提升人事決策循證化。

擴大一般同仁使用 iKPD人事服務網

1.為擴大人事資料加值應用廣度與深度，107年持續推動 iKPD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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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人事服務

應用層面

服務網人事服務，系統使用對象涵蓋一般職員與職工，目前各機

關已開通帳號人員使用系統情形良好。

2.擴大推動線上差勤管理系統（WebITR）

本府自100年起分三年積極推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開發之全國

共享版機關內部差勤電子表單系統(WebITR)，至 107年底止，共

計有民政局等185個機關導入實施，除警察、消防(外勤)、及市

立醫院等特殊勤務性質機關除外，本府業已全面達成機關員工差

勤資訊化管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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