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叁拾壹、人  事

一、活化組織功能，合理管控員額

（一）配合市政發展需要，強化組織人力運用

1.修正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第3條、第12條暨編制表

為因應本市智慧城市政策，辦理都市更新及公辦都更等相關業務，

於該局總員額不變之前提下，增設都市更新科，並修正部分科室

業務職掌及調整員額配置，修正後編制總員額維持不變，共計 170

人。

2.修正水利局組織規程第3條、第5條、第12條暨編制表

為提升城市競爭力，落實「精實、彈性、效能」組織目標，於該

局總員額不變之前提下，修正調整科室職掌、名稱及員額配置，

並裁併勞工安全衛生室，修正後編制總員額維持不變，共計203人。

（二）落實員額精簡管控，撙節人事費支出

110年度賡續落實各機關員額精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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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在現有人事費

額度內規劃人力之進用及期程，倘已逾當月人事費管控比率，除專

案簽報市府核准外，應自該職務出缺之日起管控 4個月後始得辦理

公開甄選。



二、多元管道遴補公務人力，保障弱勢族群工作權益

（一）內陞外補並重，招募優秀人才

本府各機關均依業務需求，秉持內陞與外補並重之原則，辦理公務

人員職缺遴補作業。職缺如以外補方式辦理，資格條件等相關訊息

均刊登本府全球資訊網徵才公告。110年 1月至 6月期間，各機關

外補 397 人，機關內部人員陞任部分，委任職晉陞 72人、薦任職

晉陞241人。

（二）提供身障及原住民族群就業機會，積極促進職涯發展

1.超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766人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截至 110 年 6月份止，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1,194人，已進用1,960人，進用比例達164％，超額進用766人。

2.超額進用原住民130人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截至 110年 6月份止，應進用原住民 61人，

已進用191人，進用比例達313％，超額進用130人。

（三）協辦國家考試，服務南部考生

110年 1月至 6月，協助考選部辦理國家考試南部考區試務工作，

服務南部考生計14,617人，並達行銷本市及活絡商機等效益。



三、培力核心職能，育成市政專才

（一）規劃公務人力發展計畫

本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為配合市政建設及發展之需要，開辦「市政

發展願景」、「國家發展政策」、「共通核心能力」、「管理核心

能力」、「專業核心能力」等 5類訓練課程，110年 1月至 6月計

開辦191班，參訓人數計9,371人次。

（二）開辦學習列車，推動資源共享

訂定 110年度「樂活社會、國際接軌」學習列車實施計畫，鼓勵本

府所屬各一級機關、區公所及學校運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資源，在

地辦理專業訓練、一般管理、政策性及生活多元議題等訓練，發揮

策略聯盟及在地化學習之訓練效益，110年 1月至 6月各機關學校

運用「樂活社會、國際接軌」學習列車計79場次，3,533人次參訓。

（三）提升專業能力，優化治理效能

1.深化主管職能，精進市政效能

（1）市政願景執行力專業知能研習班

為提升本府市政團隊執行力，參照「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

機關公務人員學習地圖」薦任核心管理職能、本府重點施政

目標及近 3 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課程，規劃

「市政重大議題」及「中階公務人員管理」課程，並於 3月 8



日至3月30日辦理完竣，計有各機關薦任第九職等人員 39人

完訓。

（2）儲備中階主管－數位治理管理知能研習班

為因應當前本府推動高雄「智慧城市」發展政策，提升中階

主管政策執行及管理能力，規劃「數位治理政策現況與展

望」、「2020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案例『高雄市緊急救護雲

端聯網』標竿學習」、「數位治理趨勢下的服務創新」、

「大數據治理與資料分析」、「電子治理趨勢下的主管職涯

發展規劃」等數位治理管理課程，原定 4月 30日至 5月 26日

間辦理，惟因應疫情延期辦理。

（3）體驗式團隊活動成長營-進階班

透過經驗分享及自我反思之過程，增進主管領導溝通、協調

及問題解決能力，3月 24日、29日辦理「體驗式團隊活動成

長營-進階班」，計有各局處會計主管人員36人完訓。

（4）政策行銷與媒體溝通策略研習班

為提升消防人員與媒體溝通技巧及政策行銷要領，1月 20日、

21日辦理「政策行銷與媒體溝通策略研習班」，計79人完訓。

（5）公共管理系列班期



為加強本府主管人員之創新思考、績效管理、風險管理、溝

通協調、團隊建立等管理職能，110年 1月至 6月開辦「打造

共好的卓越團隊~團隊合作魔力研習班」等管理類班期共 12

班，計519人次完訓。

2.厚植新進人員職能，提供市政即戰力

（1）市政生力軍入門研習班

為促使本府新進同仁熟稔市政願景及施政重點，規劃市政願

景相關課程及 i-ride 模擬飛行體驗課程，4 月 14 日辦理

「市政生力軍入門研習班」，計39人完訓。

（2）市政生力軍行政職能班

為提升本府新進人員專業職能並增進科技運用能力，因應防

疫於6月 24日採遠距教學方式辦理，課程除規劃提升公文能

力課程外，並安排居家辦公軟體運用研習，計48人完訓。

3.資訊科技知能訓練

（1）推動智慧城市種子人員培訓班

為學習透過雲端運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協助市政治

理，建立種子人員對智慧城市相關技術應用的知能，期能觸

類旁通運用於各局處業務，以提升工作及便民服務效能，於 4

月16日至5月14日辦理5天課程，計56人完訓。



（2）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宣導研習班

為提升本府同仁網路資訊實務概念，加強本府網路安全防護，

 4月 7日辦理「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宣導研習班」，計 41人

完訓。

（3）數位轉型服務創新設計研習班

為擺脫思維框架，運用新服務及科技概念，解決工作所遭遇

難題，1月 15日辦理「數位轉型服務創新設計研習班」，計

39人完訓。

（4）大數據分析及資訊視覺化研習班

為使同仁認識大數據分析，進而以視覺化圖表呈現資料，協

助分析並改善公務應用效能，2月 20、23日辦理「大數據分

析及資訊視覺化研習班」，計39人完訓。

（5）科技新廊道-高雄智慧產業發展研習班

為提升本府同仁對高雄創新科技走廊的認識，瞭解高雄推動

產業轉型的目標、過程與成果，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廖泰翔局

長分享「高雄產業轉型 高值化 數位化 智慧化」，介紹公共

服務創新的相關新知與實際案例，並於 1月 27日辦理完竣，

計39人完訓。

（6）高雄新動能-數位會展科技運用研習班



為增進本府同仁辦理會展實務能力，發展創新、豐富而多元

的會展體驗，於 4月 30日邀請高雄展覽館股份有限公司許力

文經理分享會展融入科技的模式運用，計39人完訓。

4.防疫知能訓練

（1）超前部署~防疫有感研習班

為加強公務同仁對病原災害之認識，增進有關登革熱及

COVID-19新冠肺炎的防治知能，1月6日辦理「防疫有感研習

班」，計32人完訓。

（2）遠端辦公科技研習班

為使本府同仁瞭解各項遠端辦公方式，增進遠端協同作業知

能，以提升防疫作戰業務應變能力，1月 20日辦理「遠端辦

公科技研習班」，計38人完訓。

5.經典名人講座，拓展公務視野

 3月 24日辦理「經典名人講座(一)-熱情不滅，創意無限」，邀

請知名人士許傑輝先生講演其人生打拼經驗，分享只有熱情與創

意的堅持，才能改變自己的視野，開啓更積極的人生，計 276 人

完訓。

（四）後疫情時代線上學習，人才培育不間斷

1.開發優質多元數位課程，深化公務人員線上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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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學習新模式，110年 1月至 6月間，

本府「e等公務園+～港都 e學苑」數位學習平台，計 517,352 人

次選課、415,552人次完成學習、學習總時數 628,401小時。

2.疫情期間學習不中斷

為達成政策宣導與提升數位學習課程參與率，本府港都 e學苑於4

月 12日至 5月 24日間辦理「來 e點公共政策剖析」數位閱讀行銷

活動，計有17,171人次參與。

3.因應防疫政策，開辦遠距教學

（1）教育人事法規系列主題研討班（二）(遠距班)

5 月 10日辦理「差勤法令研討及案例解析」課程「實體班」

及「遠距班」，分別計有71人及22人完訓。

（2）人發樂學堂(一)-CEDAW實務案例(含引用 CEDAW指引)研討

6 月 25日採遠距方式，邀請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蔣理事長

琬斯主講，協助同仁於政策規劃及執行業務時納入性別主流

化及多元觀點，以營造性別友善環境，計25人完訓。

（五）增進外語能力，提升國際溝通力

1.訂定補助英檢報名費用等激勵措施



凡通過英語檢測者，各機關視其經費情形酌予補助每人最高 5,000

元，以鼓勵同仁參加英語檢測。截至 110年 6月止，本府同仁通過

各項英語檢定人數計5,687人，比率28.22％，已逾行政院「提升

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改進措施」之18％規定。

2.辦理各項外語學習課程，開拓國際視野

為擴展公務人員國際視野及提升外語相關業務能力，強化對外國

文化與語言之掌握力，分別於 3月 16 日至 31 日及 5月 3日至 10

日辦理「國際事務班」及「跨文化溝通班」，共計102人完訓。

3.辦理各類國際語言班期，強化國際連結

為增進本府公教人員外語素養，強化公教同仁對外國文化與語言

之掌握力，並期提升本府國際競爭力，於 2月 2日至 3月 24日間

辦理「開拓全球視野-SHOW出高雄亮點英文研習班」及「越南語言

文化研習班」，共計51人完訓。

四、深耕性別平等政策，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一）促進性別意識融入政策，績優案例榮獲行政院肯定

為鼓勵本府各機關於擬訂政策、計畫及措施時，皆能融入性別觀

點，主動推展性別平等創新措施，並積極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

別平等，爰辦理本府「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性別平等故事獎」



評選事宜，並各擇優 2案薦送行政院參選，其中本府勞工局「勞

動女性的再次回眸」及地政局「繼承平權．家和諧」均榮獲行政

院「性別平等創新獎」肯定。

 (二)強化性別敏感度，落實性別意識培力

1.性別主流化訓練

為落實本府性別平權政策，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爰規劃數位學

習、專題講座、工作坊、電影研析、座談會等多元化方式辦理課

程訓練，以提升各機關同仁性別意識及知能，並針對不同業務屬

性人員規劃辦理業務專班及進階課程。

2.CEDAW教育訓練

依據行政院「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及宣

導計畫(109-112年)」辦理相關實體課程訓練，並按各層級同仁需

求，規劃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以持續深化本府同仁對於直接歧

視、間接歧視、暫行特別措施及多元性別之認識。

（三）拔擢女性主管

本府各機關女性首長及副首長計66人、女性簡任主管及非主管計

48人；一般機關女性一級主管計409人，比率49.52％，已達本府

一級單位主管女性佔四分之一之目標。

（四）持續推動各機關任務編組、考績甄審委員單一性別達一定比例



本府各局處任務編組計 156 個委員會（小組、會報），除職務指

派免受性別比例限制者外，依性別比例規定聘（派）者 88個，占

80％，將持續追蹤並對於聘期屆滿之任務編組，擴大徵詢各界推

薦人選，以利委員聘派符合性別比例規範。另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考績甄審委員會均符合任一性別比例規定。

五、表彰績優楷模，拔擢傑出貢獻

（一）辦理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1.為激勵工作士氣及獎勵優秀青年，依據「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選拔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辦理本府 110年模範公務人員

選拔，本年度選拔名額由10人增加至12人，評選消防局宋隊員哲

仲等12 人獲獎，並擇期於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2.另依據「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遴薦消防局宋隊員哲仲

及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姚主任昱伶等2員參加行政院 110年模

範公務人員選拔。

（二）推薦參選傑出貢獻獎，激勵工作熱忱

1.依據「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及「公務人員傑

出貢獻獎遴薦選拔審議及表揚要點」遴薦本府績優人員及團體參

與選拔。



2.推薦個人組2人及團體組2組參加110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

（1）個人組﹕消防局小隊長簡羣泰及本市動物保護處技士楊世杰。

（2）團體組﹕經濟發展局「和發產業園區開發推動小組」及捷運

工程局「高雄環狀輕軌工程」。

六、整合人事資訊服務，優化介接加值應用

（一）推動優質整合式人事服務

輔導各機關同仁經由本府 iKPD人事服務網進入使用 WebITR 差勤

系統、防疫關懷、福利、學習、特約商店、差勤獎懲及退撫等各

式人事服務專區，目前已有598個機關導入使用本系統。

（二）推動各機關資訊系統介接本府 iKPD人事服務網

為促使跨機關資料流通，極大化人事資料價值，爰透過資料介接

標準流程，助本府各機關業務橫向實質連接，目前計 15 個機關、

52個系統達成介接本系統，進而提升機關行政效能。

（三）推動機關全面差勤作業電子化

截至 109年 12月止，本府所屬各機關及 250所學校差勤作業完成

電子化，目前賡續進行本府警察局暨所屬分局、大隊等25個機關

外勤人員及103所學校導入作業，預計110年 9月完成差勤作業全

面電子化目標。



七、輔導公務人員協會，推展會務正常運作

為促進公務同仁互動交流，本府賡續輔導本市公務人員協會推展會務

及辦理相關活動，並依「高雄市政府補助公務人員協會作業要點」規

定，核撥補助經費，維持協會正常運作。

八、人事關懷全方位，提升職場心韌力

（一）導入多元化員工協助方案，營造團隊互助職場環境

為落實關懷量能，型塑溫馨互助之組織文化，訂定本府 110年員

工協助方案「職場心韌力‧幸福So Easy」實施計畫，執行成果如

下：

1.提供員工個別及團體心理諮商服務

（1）員工個別諮商服務﹕委託「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提

供本府員工專業諮商服務，諮商服務涵蓋個人身心、家庭、

情感、生涯規劃及職場壓力等廣泛面向，服務方式由「張老

師」針對個案需求，推介專業領域諮商師進行諮商，110年 1

月至6月計提供 14人次個別諮商服務。

（2）員工團體諮商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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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0年 3月進行1場團體輔導諮商，參加人數共

計9人。

2.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暨身心健康關懷宣導活動

為促進本府員工心理韌力及增強體適能，辦理本府 110年 EAP健康

促進作為「下一站．幸福」及「添材雄愛動」宣導體驗活動，共計

511人參加，活動反應熱烈。另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籌組內部

關懷工作團隊，以團隊機制提供關懷服務，並利用簡報、梗圖及

海報等媒材宣導員工協助方案資源。

3.運用雲端服務，線上關懷無時差

（1）豐富本府 EAP關懷網

藉由充實完善的 EAP資源與即時服務資訊，提供本府同仁運

用員工協助方案雲端服務，期解決影響同仁工作效能的相關

問題，並培養員工健康自主管理，增進面對疫情的心韌力。

（2）優化本府防疫關懷網

持續更新並提供本府員工於防疫期間適用之差勤、待遇、保

險等等人事法規以及各式措施功能(含線上人事業務服務)，

並整合組織管理、工作、健康及生活等各面向防疫資訊、各

式身心線上檢測，俾助同仁防疫期間安心執行職務、自我照

護並提升心理健康能力。



（二）匯集公教福利資訊，創造福利運用價值

1.為提升員工福利價值，綜整各項福利服務措施、特約商店及 EAP

等各項資源，藉由數位雲端技術打造福利服務專區、特約商店專

區及員工關懷網等3專區。截至110年 6月底止，各專區總瀏覽人

次為42 3,051人，有效提升員工士氣，活絡組織氣氛。2.另為邁

向一站式模組化的人事服務，本府防疫關懷網、學習、差勤獎懲

退撫專區及公職入門快捷鑑等5專區陸續上線提供服務，截至 110

年 6月底止，總瀏覽人次為90,540人次。

（三）善用公私協力量能，加值員工多元福利

1.運用員工規模議價能力，協洽願意提供相關資源或給予優惠措施

之民間機構，建構公私合作模式。藉由人事機構探勘員工消費喜

好，據以推薦優良商店與本府特約合作，提供所屬員工、退休人

員相當會員或9折以上優惠方案，積極爭取員工福利。

2.截至 110 年 6月底，本府員工特約店家共計 767 家，新增店家計

89家，另設計「繁星好康標章」供特約商家標示，以利識別及推

廣本府特約商店。

（四）積極推動公教健檢，鼓勵員工健康管理

1.本府訂有「高雄市政府補助公教人員健康檢查作業規範」，鼓勵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40歲以上之公教同仁，定期接受健康檢查，並



補助健檢費用，110年度上半年計有公教同仁 703人完成健檢並申

請補助，補助經費為281萬 5,840元。

2.為鼓勵本府40歲以上公務人員自主健康管理，當年度未獲健檢補

助者，亦得申請公假進行自費健康檢查，惟仍須符合公務人員一

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之規範。

3.又為照顧本府全體公務人員身心健康，對於未滿 40歲公務人員自

費參加健康檢查，得比照「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

基準表」每 2年 1次給予公假 1天前往受檢。

4.另為照護員警身心健康，並考量員警工作特殊性，本府警察局暨

所屬機關未滿 40歲且實際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

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之警職人員，其健康檢查補助費每 3

年補助1次，最高以新臺幣 3,500元為限。

（五）籌劃員工單身聯誼，締結美好姻緣

1.為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觸角，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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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交流

鵲橋，讓有情人結成連理，並提升婚育率。

2. 110年度員工單身聯誼活動規劃辦理5場次，4月業辦理1場次(2

天 1夜)32人參加，其中互表心儀對象達 7對。另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 110年 5



月19日起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爰餘 4場次配合本府防疫

政策延期，並視疫情狀況擇期辦理。

（六）員工社團精彩亮麗，友善職場樂活魅力

依「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輔導各

機關成立員工社團，現有22個社團（動態社團 14個、靜態社團8

個），110年 1月至 6月間辦理專案性活動8場次，部分活動配合

防疫停止(暫緩)辦理。

（七）提供急難貸款，安定員工生活

為紓解公教人員急難狀況，於發生傷病醫護、喪葬、災害、育嬰

及長期照護等事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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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還

款年限 6 年，截至 110年 6月底尚在貸款中者 27 件，貸出總金額

計1,409萬 9,270元。

九、關懷照護退休人員鼓勵參與志願服務

（一）覈實辦理退休案件

為保障公教人員權益，本府以退休前 1 年辦理之退休登記調查為

依據估算經費，另未登記而具特殊情形申請自願退休者，亦得專

案報府核准。110年上半年計有225人辦理退休（公務人員167人、



教職員58人），較 109年同期增加54人(公務人員增45人、教職

員增9人)。

（二）如期發放退撫給與

1.本府統籌編列退撫金預算，由各機關學校依規定發放各項退撫給

與，110 年 6 月各機關學校退休公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人數為

24,848人(其中公務人員 9,310 人，教職員 15,538人)，110 年 1

月至 6 月發放金額合計 42億 8,255萬 8,075元(公務人員 13億

7,309萬 6,166元、教職員29億 946萬 1,909元)。

2.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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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發給 68年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之退休

人員三節特別照護金，單身者每節發放 21,600元，有眷者每節發

放 37,000元，110年度春節發放單身20人次、有眷 6人次，端午

節發放單身20人次、有眷 5人次，共計51人次。

（三）辦理退休生涯規劃研習

2 月 24、26日於本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退休生涯規劃研習

班」，邀請專家學者分享生涯規劃設計、理財、養生、志願服務

等經驗，提升即將退休人員自我生涯規劃能力，再現金齡風華，

計有 82人參加，滿意度逾90%。

（四）鼓勵參與志願服務活動



1.為媒合員工專長並體驗志願服務，邀請本府員工社團（書法社）

社員於團練時書寫春聯，透過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於春節歲末送暖活動時，轉贈本市經濟弱勢家庭，發揮正向力量。

2.為深化環境教育政策，以「地球這麼美」為主軸，3月 10日於壽

山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辦理「公教志工一日體驗營」，體驗學習

生態保育工作，計有員工36人參加，滿意度逾90%。

3.本府「110年度推動數位學習—『其樂無比游於ｅ』實施計畫」~

職場ｅ定通（市政專業知能訓練組裝課程）納入志願服務經驗分

享（2小時）課程，110年 1月至6月計有3,859人次選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