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民  政
一、區里行政

（一）強化區政監督及輔導，貫徹便民服務措施
1.辦理鄰編組調整

請各區公所依據「高雄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第
基層人員勞逸平均、資源合理配置。
2.落實走動式服務

提昇里幹事服務效益，本府民政局督導區公所平時查核里幹事為民服務工作，要求里幹事充分落實走動式服務，主動發掘區里問題。
民意案件174
3.主動發掘待援個案

主動解決社會弱勢、急難等亟待援助個案，本府民政局責請區公所督導里幹事主動發掘待援個案，並透過社政、衛政系統給予必要之扶助，
4.推動婦女社會參與業務，鼓勵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1）為鼓勵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本市

2）為提昇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的知能，
次。
（二）輔導區公所發展區特色活動
高雄具有山、海、河、港等資源，分佈於各行政區域。為輔導區公所行銷在地文化特色、農漁業特產及觀光遊憩景點，並活絡相關產業經濟活動，特訂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區特色活
動審核作業實施計畫」，補助區公所延續或創新辦理各項地方特色活動。
與美濃等14
（三）協助防治登革熱

.高雄地處亞熱帶，為登革熱疫情好發地區。為預防與遏止登革熱疫情蔓延，
內好發陽性呈現點，巡查監控與發掘髒亂點，通報區級指揮中心進行處理列管，達到各鄰（里）「戶外零積水容器」之目標。

.依據「高雄市登革熱病媒蚊密度分級調查防治計畫」規定，原則上高流行風險區巡檢動員每週至少
20,362次、

.依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登革熱防疫整備標準作業程序」，各區持續辦理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
（四）協助提昇防救災整備能力

.配合本市防災計畫及深耕計畫，建置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決策系統，使各區級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來臨前，依最新數據擬定策略。

.為利市民獲得汛期疏散撤離相關訊息，隨時更新里民防災卡資訊。

.督導各區公所於網站公告沙包整備訊息，俾利汛期發放予民眾使用。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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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7月至
民眾共計 5,258

二、自治行政
（一）辦理本市第

.依地方制度法第
但所遺任期不足

.106年 7月至

苓雅區

林靖里
許瑞泰

105年

12月 27日

因病

逝世

里幹事

趙德光
106年 7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

前鎮區

鎮昌里
林芝螢

因案

解職

里幹事

蘇展

106年 1月 25日至

106年 7月 25日止

課員

林淑薇

106年9月 1日起至

107年 2月 28日止

林園區

頂厝里
黃金定

106年

3月8日

因病

逝世

課長

李瑞財

106年 3月8日起至

107年 3月 7日止

鹽埕區

新化里
許國榮

106年

4月 6日

因病

逝世

課員

黃馨儀

106年 7月 1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

杉林區

月眉里
邱志明

106年

5月 3日

因案

解職

里幹事

鍾淑芳

106年5月 3日起至

107年5月 3日止

岡山區

華崗里
許瑞敏

106年

5月 23日

因病

逝世

里幹事

曾永欽

106年5月 23日至

107年5月 24日止

鳥松區

鳥松里
陳清茂

106年

5月 25日

因案

解職

里幹事

王姿閔

106年5月 25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

左營區

福山里
萬春賢

106年

7月5日

因案

解職

課員

洪燕玉

106年 7月5日至

107年 1月 4日止

前鎮區

鎮海里
蔡漢章

106年

8月 19日

因病

逝世

里幹事

倪慧婷

106年9月 1日至

107年 2月 28日止

大樹區

三和里
林天賞

106年

8月 30日

因病

逝世

秘書

朱永

106年8月 30日至

107年 2月 28日止

梓官區

大舍里
歐安治

106年

9月 1日

因病

逝世

里幹事

劉念魯

106年9月8日至

107年 2月 28日止

鳳山區

忠誠里
趙時慶

106年

10月 3日

因病

逝世

里幹事

王明財

106年 10月 4日至

107年 4月 3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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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
依據本市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實施辦法第
則」。106年
理情形答復建議人。
（三）督導各區召開里業務會報

.各區公所視實際需要召開里業務會報，本府民政局及權管機關均派員列席，以即時解決基層問題與民眾需求。為表示對地方民意之重視，除請各局處指派業務單位且具決策權的人員外
並由副市長及秘書長分別列席指導，以提高轄區內各機關協調聯繫效率。

.106年 7月至
（四）辦理「本市里政業務講習暨市政建設參訪活動
      政」

.本府民政局為創新里政業務經營模式，建置「里政線上
上 e指通 APP

.本活動於106
（五）辦理「高雄市里政線上

.為協助里長以全新智慧方式服務里民，民政局特地建置里長與里民互動平台「高雄市里政線上
讓里長透過

.為期使里幹事、里長、區公所同仁等主要使用者熟悉
作，如里長報修、重要訊息推播、里佈告欄、活動花絮、討論區、實物共享等功能。
（六）辦理
為強化基層組織，發揮自治功能，鼓勵里長為民服務熱忱及表揚工作績效，本市
優里長91位，資深里長
（七）督導各區辦理本市
為感謝鄰長協助里長落實政令宣導，及配合登革熱防疫工作之辛勞，區公所每年辦理特優暨資深鄰長表揚活動。
長會議或其他活動等辦理完竣，表揚特優鄰長
（八）辦理市議員及里長福利互助補助
依據「高雄市市議員及里長福利互助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市議員、里長福利互助補助，
額 246萬元；殘廢補助
（九）辦理里鄰長喪葬補助及遺族慰問
依據「高雄市里鄰長喪葬補助及遺族慰問實施要點」之規定，核發本市里鄰長喪葬補助及遺族慰問金，

三、役政業務
（一）主動積極的徵集業務

.提供外縣市役男申請代辦體檢線上預約系統服務：
為擴大簡政便民，提升服務品質，於本市兵役處網站設立「外縣市役男代辦體檢線上預約系統」，外縣市役男未能返回戶籍地接受徵兵檢查時，可預約於本市接受徵兵檢查，減少役男
奔波往返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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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兵處理成果：

1）106年 7
（1.2％）。

2）106年 7至

.放寬申請服替代役、補充兵役及提前退伍（役）條件：
為因應募兵制實施，放寬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補充兵役及提前退伍（役）條件，以照顧弱勢家庭，

1）168人服家庭因素替代役。

2）494人服補充兵役。

3）19人申請提前退役。

4）49人申請提前退伍。
（二）替代役役男訓練與公益活動

.替代役在職訓練及法紀教育講習：
為加強替代役管理，宣導正確替代役服勤觀念，於
守法知識，引導役男正確服務觀念，提昇替代役守法守紀正面形象。

.推動替代役役男公益活動：

1）辦理寒暑假捐血活動：
為讓替代役役男利用服勤之餘，發揮「分享健康

2）辦理獨居老人關懷活動：
整合服勤本府替代役役男，協助獨居、年邁行動不便或生活自理困難長者居家清潔及生活關懷，業於
活動投入 28
（三）貼心照護的役男及家屬之福利措施

.關心在營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凡經濟發生困難者，列級生活扶助等級，
次，並委託郵局於節前

.落實照顧列級家屬保險及就醫，

.發放本市義務役傷殘除役軍人

.現役軍人傷殘死亡慰問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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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先烈秋祭國殤
106年9月 3
（四）幸福溫馨的眷村服務

.協調陸軍第八軍團及海軍陸戰隊等國軍權責單位，對左營、前鎮、小港、鼓山、鳳山、岡山等眷村及眷地，協助環境衛生改善、路樹修剪及安全防護等工作，
10件服務案件。

.在地關懷的眷村衛生保健講座：
為落實健康城市理念，關心及協助眷村里保健工作，辦理眷村里居民安康講座，提供各種疾病預防及健康管理知識。
辦公處邀集眷村里民眾於活動中心或適當場所舉行，本市兵役處並配合辦理里民對施政滿意度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眷村里居民對本處辦理的各項活動及人員的服務禮貌等，滿意度調
查達 92%均肯定支持。
（五）慎終追遠的軍人忠靈祠業務

.綠草花香的優質環境：
本市軍人忠靈祠分設燕巢園區及鳥松園區，佔地面積分別約為
厝忠靈骨灰單櫃

.緬懷忠靈的祭祀大典：
106年9月 3

.創新貼心的網路
因安厝於本市軍人忠靈祠日益增多，及考量諸多遺族常因工作忙碌或交通等因素，無法經常到忠靈祠祭祀而感遺憾。因此，本市兵役處建置全國首座軍人忠靈祠（燕巢園區）網路祭拜
系統，採會員登入與互動選項方式，遺族家屬點選先人資料，如生平事蹟等，即可跨越時間與空間限制因素，隨時於網路祭祀，並可依個人信仰，選擇祭拜儀式及背景音樂，以解思親
之情。截至

六）緬懷忠烈彰顯義行功績忠烈祠為彰顯開國烈士及英勇殉職殉難義士功績，
網站，提供民眾旅遊深度及優質服務。
（七）特色八二三戰役紀念館推展全民國防教育
本市於103年
役中的歷史英雄，並可作為戰爭與和平之全民國防教育場域，讓國人省思和平的可貴，
（八）熱愛鄉土的後備軍人公益活動

.捐血公益活動
鳳山及大寮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分別於

.掃街防疫公益活動
高雄市高縣退伍軍人協會於
（九）執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守護大高雄

.本市106年度第
四支部（需求部隊）、相關區公所及後備軍人輔導中心共同前往簽證廠商及管理單位實施訪查並提供查訪紀錄表，並於經濟部物力調查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建立及更新，俾據以策訂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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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及配合年度簽證作業施行，有效支援軍事作戰及災害防救任務，並遂行各項動員整備。

.本府各分類執行機關依據中央方案主管機關暨計畫主管機關頒訂之
主管機關執行，以健全本府動員體系及完備行政動員準備，並支援災害防救。

.協調國軍救災守護家園：
106年 7月尼莎、海棠颱風及
（十）敬軍慰勞：
106年秋節及澎湖外島敬軍，慰勞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及陸軍澎湖防衛指揮部等

四、宗教禮俗

一）與內政部合辦宗教團體法（草案）座談會（南區場次）
為加強各界宗教團體法（草案）認識並透過意見交流，於

二）辦理105
為鼓勵宗教團體力行祭典節約，將節省經費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於
體共122家，其中

三）辦理106
活動於106年
階段無後顧之憂，另安排孝行楷模進行點心

四）辦理106
活動於106年

五）辦理106
活動以「多元公民
同志相關議題。

六）辦理106
為協助本市宗教團體解決目前遭遇困境及進行相關議題研討，於
提案討論事項

七）辦理「2017
活動於12月

八）辦理人權學堂業務
學堂每月皆製作次月活動預告及當月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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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活動內容

7月

.7
葬人格化之合理性。

.7
年長者的生活態度與晚年權益等，層面傳達自身對美好晚年的期待，更期深入介紹瑞典以「平等」及「共享」為精神，回應政府拉動「長照

8月

.8

.8
離

9月
.9

.9

10

月

.
們現身分享過往經歷。

.10

11

月

.

.11
更深入了解。

12

月

.
告訴下一個世代：這場運動尚未結束。

.12
聆聽。

九）持續辦理本市寺廟及教會設立登記
自縣市合併以來，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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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件數計17

十）持續輔導宗教用地及建物合法化
自縣市合併以來，截至
同意件數計

十一）辦理宗教活動防制計畫

.訂定行政規則：

.宗教活動通報（宣導）案件數：截至
或宣導）。

.宗教活動裁罰案件數：截至
持續針對未登記宗教場所加強宣導。

十二）協助莫拉克颱風重建區內的宗教設施重建工作

.杉林大愛園區內（含日光小林北極殿）宗教設施興建申請案，計有
地公廟、日光小林土地公廟）、杉林重生教會等，已全數核定各宗教團體所提報之興建計畫書並簽訂興建協議書。

.截至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施行期滿前（
真耶穌教會、天主教山地教會及愛農教會等
執照；白雲寺及北極殿（小愛小林土地公廟、日光小林土地公廟）未於重建特別條例施行期限內取得建照，將依一般申請興建寺廟程序辦理。

.其中青山教會部分，依據市府與教會
該設施中。

五、殯葬業務

一）公墓及納骨塔設施增設及改善案

.杉林區第四公墓暨納骨塔新設工程
為有效解決杉林區第四公墓舊納骨塔滲水陳疴，因應當地居民身後晉塔需求，並配合覆鼎金公墓回教墓區遷葬後回教徒墓葬用地需求，規劃於杉林區第四公墓範圍內（杉林段
號）新設納骨塔（可容納
年 2月完工，納骨塔預定

.高雄市公立納骨塔增設櫃位及周邊修繕案
為解決納骨塔櫃位不足之需求並考量宗教性差異，自
足之需並美化納骨塔周邊環境。櫃位面板均採現代化設計，並配合裝潢燈光，營造高質感的緬懷空間，除單人櫃位，並增加雙人位、西式櫃位，提供多樣選擇。

.完成公墓道路、納骨塔設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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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 639萬

.完成旗津生命紀念館增設「祈福燈」
為活化旗津生命紀念館空間利用，運用民間寺廟光明燈構想，於
請，截至12

二）辦理覆鼎金公墓遷葬案
覆鼎金公墓面積

於106年 1月

代為起掘於

三）殯儀館設施增設及改善案

.第一殯儀館火化場家屬休息室改善工程
第一殯儀館火化場家屬休息室因現有空間使用動線、設施陳舊不足，難以符合民眾需求，重新規劃家屬休息室之空間動線及提供溫馨休息環境，並於整修後委由民間專業廠商經營輕食
餐飲區域，藉此方式提供簡單、健康之輕食及飲品，以服務治喪及洽公民眾，塑造專業、便民、高效率的服務，期能提升市府為民服務品質，讓家屬、業者滿意及政府形象提升之三贏
局面。

.開放信用卡繳納規費
為提供民眾繳款便利性，與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合作，建置「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自
件。

四）改善空氣污染防制方案

.進行第二殯儀館火化設備全面汰換及火化煙道即時監測
為減少火化作業產生的空氣污染，第二殯儀館自
化場建置火化煙道即時監測系統，數據透過連線傳到服務中心螢幕，民眾可觀看即時監測數值；對外連線至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網站及環境保護局主機系統，共同監督確保設備正
常運作。室內外空間外觀改善。第二殯儀館火化場除將設置獨立空間家屬休息室外，另將火化場建築外觀噴漆繪圖美化、內部牆壁重新粉刷、地板更新、燈光採用間接光源投射，提供
治喪家屬溫馨休息環境。

.推動環保金爐委外經營及禁止庫錢露天燃燒
為徹底解決露天焚燒紙庫錢的空氣污染問題，本市殯葬管理處於
量 420公噸，
保金爐設備移交予廠商開始收費經營管理（

.第一殯儀館及第二殯儀館禮廳全面實施電子輓額
為持續推動垃圾減量環保措施，避免燃燒傳統布（紙）製輓額造成空氣污染，第一殯儀館及第二殯儀館於
始試辦電子輓額，
電子輓額，成效卓越。截至

.本市樹灑葬免收規費再延長
為落實殯葬設施環保化，本市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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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4月 25
654件，106

.舉辦聯合奠祭
為倡導節葬、簡葬的環保觀念，結合民間資源，由高雄市佛臨濟助會協助辦理無名氏聯合奠祭，並鼓勵有親人往生的民眾參與。
截至106年 12

五）核發殯葬禮儀服務業經營許可案
本市殯葬禮儀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案，
可總件數550

六）拆除三處違法殯葬設施
本市於106年

七）處罰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規定之案件
辦理本市106

六、戶籍行政

一）便民服務－增加戶政服務時段

.實施「戶政早班車」措施
102年 3月 27
提前於上午

.實施「中午不打烊」措施
為便利上班族民眾申辦戶籍案件，戶政事務所中午休息時間（

.實施「6912
為提供民眾更方便、更貼心的服務，本市戶政事務所自
新興、苓雅、前鎮、小港、鳳山區第一、鳳山區第二、仁武、大寮、岡山、梓官、旗山及美濃等
至12月受理

.例假日受理預約結婚登記服務
因應民法第

二）積極推動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高雄市戶政線上
全國首創「戶政線上
新消息、戶政資訊、線上查詢、尋找戶所等服務項目，利用手機功能加上簡單的流程，將申請資料連同應附繳證件掃描或以相機拍照影像檔上傳作業系統完成登記，就能節省民眾辦理
等待的時間。運用行動裝置，讓戶籍登記變得輕鬆簡單，打造領先的智慧城市行動戶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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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行動戶政所」
為提供更方便洽辦戶政業務的管道，提供便捷的戶政服務，本市於
義守大學、祥和山莊等地點。開辦至

.全國首創戶政「走動式充電站」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自
站」則突破傳統方式，讓民眾洽公充電不中斷，符合便民需求。

.推動「走動式櫃台」創新服務
因應數位化時代趨勢，本市戶政事務所秉持創新服務的理念，打造更人性化、即時互動的「走動式櫃台」，由服務人員走出櫃台，運用平板電腦，透過「戶政資訊服務網」平台，主動
提供民眾諮詢、預審及各項戶政業務申辦須知，同時介紹各種便民措施，宣導最新戶政法令，

.推動「戶政有愛 溝通無礙」手語服務
為協助聽（語）障的朋友消除語言溝通之困擾，本市戶政事務所自
鳳山區第一、鳳山區第二及大寮等
至12月計受理

.N合1「戶政跨機關通報服務」
戶政跨機關便民資訊平台通報服務，讓民眾在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遷徙或變更姓名後，僅需填妥「通報作業民眾同意書」並勾選申辦項目，即可由戶政人員於線上登錄並立即傳輸同意
書至相關機關完成申請手續，節省民眾寶貴的時間，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設置「戶政服務站」
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設置「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戶政服務站」，由楠梓、大社、橋頭、梓官、左營、三民區第一、三民區第二、鳳山區第一及鳳山區第二等
四下午派員到場辦理保護家庭暴力資料註記、離婚登記及收養登記等戶籍登記，家暴被害人於接獲法院審理終結核發保護令時，可立即在戶政服務站或以傳真方式向戶政機關申請註記
「禁止相對人閱覽或交付被害人及受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子女戶籍資料」，提供即時、便捷之服務，

.結合市民專線「
為關懷弱勢民眾，民政局
眾申請補領國民身分證及印鑑登記、變更等服務，

.鄰近縣市跨域合作
為擴大便民服務效益，本市與澎湖、金門、連江、臺東、花蓮及屏東等縣市實施跨域合作，各戶政事務所實施戶政業務行政協助，受理民眾申辦出生（含同時認領）、原住民身分登記
等戶籍案件服務，免除民眾往返舟車勞頓之苦。

0.與法律扶助基金會跨域合作推動視訊法律諮詢服務
為扶助本市地理位置較偏遠的民眾取得法律諮詢資源，以解決所遭遇的法律問題，民政局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運用電腦視訊功能，於旗津等
免費提供預約視訊法律諮詢服務，讓需要專業性法律幫助之民眾，能夠得到法扶資源協助，以維護其權益。

1.設置戶政「愛心親善櫃台」
自 103年 11
務人員引導至櫃台優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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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站設置「人生大小事」資訊專區
民眾經常於辦理戶籍登記後，不清楚後續需向哪些機關辦理哪些事。例如親人死亡登記辦妥後，需結清銀行帳戶、申請各項給付、退保及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等。為方便民眾獲得資訊
民政局及各戶政事務所於網站建置戶政小叮嚀「人生大小事」專區。

3.提供協尋親友服務
於依法原則下，本府民政局訂定「高雄市各區戶政事務所提供協尋親友服務實施計畫」，運用戶政現有資源，由戶政事務所代轉尋人訊息，讓被尋人自行決定是否聯絡，提供民眾一個
尋找失聯親友的管道，

三）協助其他機關辦理各項服務作業

.協助本府社會局發放婦女生育津貼及育兒袋
為鼓勵市民生育並獎勵、慰勞婦女生育及養育之用心，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協助發放婦女生育津貼及育兒袋，凡申報出生登記案件符合請領條件者，可領取生育津貼
至12月計發放
7月至12月發放

.協助內政部核發自然人憑證作業
為鼓勵民眾申辦自然人憑證，使用政府機關提供之各項應用服務系統，除不定期致贈宣導品，並於本市辦理之各項大型活動中宣導，

.協助外交部受理護照親辦人別確認業務
為維護民眾權益，避免護照遭冒辦，自
別確認後，再將普通護照申請書併同申請護照應備文件委託旅行業者或親友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

.設置稅捐遠距視訊便民服務系統
為便利民眾申辦稅捐業務，戶政事務所與稅捐稽徵處合作，自
甲仙辦公處）、茂林、桃源及那瑪夏等戶政事務所辦公廳舍內，設置遠距視訊系統設備與本市稅捐稽徵處所屬鳳山、大寮、岡山及旗山分處連結，民眾可以直接在戶政事務所透過系統
視同臨櫃申辦稅捐案件，不需往返兩地奔波，展現跨機關

.為落實簡政便民工作目標，

17,706件。

.協助衛生局清查龍發堂設籍案主戶籍資料共計

四）新住民的服務措施與活動

.106年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暨多元文化認知講座
民政局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向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申請經費

1）「新住民參與社區多元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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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土地到餐桌

3）「新住民機車考照輔導班」

4）「新住民社區治安暨人身安全防治教育訓練」

5）106年移民節

五）妥善規劃設置家戶門牌及大型中英雙語指示門牌

.清查門牌損壞、脫落或未釘掛情形
為有效改善本市門牌老舊脫落情形，由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啟動清查計畫，如發現門牌老舊模糊不清、損壞、脫落及未編釘者，立即主動協助辦理，
發門牌 1,494

.設置新式門牌及大型中英雙語指示門牌
為提升本市國際城市形象，自
樑柱增設大型中英雙語指示門牌，累計達

六）全國首創同性伴侶證及其事宜

.本市於105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自

已可跨區受理註記。

七、基層建設

一）賡續推動
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包括
資 9,911萬 3,000
辦工程、里活動中心修繕及民政工作加強便民服務改善設施，

二）辦理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及里活動中心考核
1.為確保各區公所執行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品質及執行效能，民政局召集本府工務局、水利局及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組成考核小組，就小型工程品質及行政作業，考核各區公所
行成果，於

2.為加強各里活動中心之使用、管理與維護，民政局組成考核小組，就里活動中心使用情形及管理維護，考核
於區政會報頒獎表揚。

三）工程技術小組研議各項工程作業標準機制

13



1.本市幅員廣大，各區道路或因面山、臨海、沿河、鄰港、靠川而有不同型態，道路維護施工作業面臨的問題亦多所迥異。因此，民政局於
層建設小型工程技術作業參考手冊」，內容包括：參考規範、標準圖、派工機制、施工檢驗程序及隨機抽樣鑽心方法等標準文件，俾利區公所有統一遵循標準。

2.為使上開參考手冊更臻完善，
層」、「再生瀝青混凝土」及「鋼筋」等章節之施工規範，另訂定技術服務契約相關罰則，供各區公所視需求納入契約，以約束技術服務廠商，避免缺失重複發生。

四）透過教育訓練及經驗分享，建構耐震補強基本概念
為協助區公所人員了解建物耐震補強方式、施工重點及常見缺失等相關常識，於
活動中心建物耐震情形，以及順利執行後續建物補強事宜。

五）推動6米巷道孔蓋齊平計畫
為提升本市
無法下地之孔蓋則與路面齊平為次要考量。
（65.3%），未來將持續推動及擴大示範區域，期許轉化為各區公所小型工程改善之基本內涵。

六）推動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健檢實施計畫
為確保小型工程能如期如質完成，民政局於
問題，106年度於旗山、田寮、內門、永安及彌陀等

七）協助區公所申請內政部健全地方發展計畫之經費改善里活動中心
106年度共申請

106年度內政部補助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彙整表

編號 區公所 計畫名稱
內政部核定

補助金額
辦理情形

1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各里辦公

處廣播系統增設計畫

320,000
已函報內政部

核銷完成

2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活

動中心申請廣播器材補

助計畫

150,000
已函報內政部

核銷完成

3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活

動中心消防設備修繕更

新計畫

400,000
已函報內政部

核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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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3件 870,000

八）協助區公所申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機能，以達永續服務。各區公所獲內政部補助

初評 詳評 補強 廣播系統 合計

數量 20件 9件 21件 1件 51件

經費
107,100元 4,085,000元 98,340,000元 74,000元

102,606,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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