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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隨著整體環境變遷趨勢，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競爭亦愈益

明顯，公務體系面臨多元的新挑戰，民眾對政府施政需求與期待亦隨之日益

多樣及紛雜，在政府的施政作為上均須秉持創新及以民為本的新思維，聆聽

市民聲音，即時回應人民需求，建立市民優先的行動力政府。而在激烈的全

球化競爭中，公務人力的良窳是影響政府效能的主要因素，現階段當務之急

乃順應全球化、多元化、專業化及競合化的環境發展趨勢，以城市為核心的

區域整合潮流，並配合市政發展願景及施政目標，藉由彈性授權、合理調整

機關員額、形塑學習型組織及顧客導向服務等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打造以

效能為導向的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架構，提供市民最佳滿意的服務，帶來城

市真正改變的元素，以全面提昇本府競爭力，確保組織的永續發展，增進民

眾最大的福祉。為期落實上述施政願景，茲研擬策略績效目標如下： 

一、 精實組織，創造公務人力運用極大化，建立市民優先的行動力政府

（策略績效目標一） 

(一) 合理調配機關員額，以符合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及規定。 

(二) 落實管控約聘僱等臨時人力，員額管制以「零成長」為原則，貫徹

員額精簡政策並撙節人事費用。 

二、 積極進用原住民族及身心障礙人員，以照護弱勢族群（策略績效目

標二） 

(一) 落實政府照護弱勢族群政策，積極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二) 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積極進用原住民族以提升就業機會。 

三、 推行公務人力發展策略，型塑學習型政府，提升公務人員專業核心

能力，建構優質人力（策略績效目標三) 

(一) 營造良好學習環境，型塑學習型組織文化。 

(二) 精進行政團隊知能，培育高素質公務人力，提升市政建設品質。 

(三) 提供多元學習管道，推動公務人員數位學習。 

(四) 積極辦理英語能力研習課程，提升公務人員國際英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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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貫徹推動工程獎金績效化（策略績效目標四) 

推動工程績效管理，各機關研訂績效評核指標核發工程獎金，

有效激勵士氣與提升效能。 

 

  



 

24-3 

第二部分：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7 年 
年度目標值 

一 

精實組織，創造公

務人力運用極大

化，建立市民優先

的 行 動 力 政 府

(20%) 

一 

本府及所屬機關

年度編制員額總

數符合行政院員

額 管 制 規 定

(10%) 

1 
統計 

數據 

本府及所屬機關年度編

制員額總數－行政院核

定本府可運用編制員額

總數上限≦0 

≦0 

二 
約聘僱人力年成

長率（10%）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本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聘僱人力總數－

前一年度本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聘僱人力總數）

≦0。 

≦0 

二 

積極進用原住民族

及身心障礙人員，

以照護弱勢族群

（20%） 

一 
身心障礙人員進

用比率（10%） 
1 

統計 

數據 

（已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總人數／依法應進用身

心障礙人員總人數）×

100%。 

110% 

二 
原住民進用比率

（10%） 
1 

統計 

數據 

（已進用原住民人員總

人數／依法應進用原住

民人員總人數）×100%。 

150% 

三 

推行公務人力發展

策略，型塑學習型

政府，提升公務人

員專業核心能力，

建 構 優 質 人 力

(15%) 

一 

機關人員完成年

度最低終身學習

時數要求之比率

(15%) 

1 
統計

數據 

本府及所屬機關人員達

到年度最低終身學習時

數之人數/本府及所屬

機關人員總數*100% 

80% 

四 
貫徹推動工程獎金

績效化(15%) 
一 

年度達成工程績

效獎金計畫所訂

績效而核發獎金

機關比率(15%) 

1 
統計

數據 

達成年度工程績效獎金

計畫所訂績效機關數/

年度核發工程績效獎金

機關數*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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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精實組織，創造

公務人力運用

極大化，建立市

民優先的行動

力政府 

1. 合理調配機關員額，以

符合行政院員額管制

政策規定。 

1. 配合市政發展及各機關業務需要，適時檢討

調整本府組織架構，並配合修正組織規程及

編制表。 

2. 參照行政院總員額管制之精神，並衡量各機

關實際業務消長情形，以政策性、業務急迫

性等原則，審慎評估人力需求，合理調配組

織員額，以達精實機關人力。 

3. 適時執行本府及所屬機關員額評鑑作業，提

供各機關作為員額調整時之參考及精實組

織之依據。 

2. 落實管控約聘僱等臨

時人力，員額管制以

「零成長」為原則，貫

徹員額精簡政策並撙

節人事費用。 

配合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8條第 2項之規

定，落實管控約聘僱員額成長，本府所屬各機

關學校出缺之聘僱等臨時人力職缺，以出缺不

補為原則。本府成立人力專案小組，各機關如

有新增業務且既有人力確實無法調配支援，以

致有新增聘僱等臨時人力之需求，須先行提報

本府人力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審議。 

二、積極進用原住民

族及身心障礙

人員，以照護弱

勢族群 

1. 落實政府照護弱勢族

群政策，積極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 

落實照顧弱勢族群，確實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規

定，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提供身心障礙人

員適當工作機會。 

2. 保障原住民族工作

權，積極進用原住民族

以提升就業機會。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督促本府

所屬機關學校積極進用原住民族，以保障原住

民族工作權，提升原住民族就業機會。 

三、推行公務人力發

展策略，型塑學

習型政府，提升

公務人員專業

核心能力，建構

優質人力 

1. 彰顯並型塑學習型組

織文化，建構良好學習

環境。 

1.各機關藉由學習推動組織之運作，有效推動

學習型政府行動方案： 

 (1)檢視並解決機關組織學習問題、檢討學習

成效及研擬精進作為。 

 (2)藉由組織學習型行動團隊，機關內至少每

月定期舉辦單位研討或發表組織學習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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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2.辦理中、英文讀書會： 

 (1)為倡導閱讀風氣，鼓勵主動學習，透過讀

書會分享與討論，延伸無限知識，達終身

學習目的，依據本府「攏來讀冊」讀書會

實施計畫，籌辦中文及英文讀書會。 

 (2)活動採自由報名為原則，讀書書目由參加

學員討論決定或以國家文官學院公務人員

專書閱讀推廣活動「每月一書」書目暨專

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指定書目、專書

閱讀推廣活動推薦延伸閱讀書目擇一實

施。 

 (3)各機關學校得自行舉辦導讀會及讀書會等

活動，舉辦時間及方式由各機關學校自行

規劃實施。活動結束後將優良讀書心得公

告本府人事處網站，達激勵及經驗分享目

的。 

 3.推廣數位教學課程及各類網路學習平臺： 

鼓勵公務人員踴躍選讀各訓練機構學習網站

數位學習課程，並透過各類社群網站相關公

共論壇，對於各項議題提出討論與分享，以

獲得良好學習成效。 

2. 精進高素質公務人

力，培育一流行政團

隊，提升市政建設品

質。 

根據市長施政願景與政策理念，研訂本府年度

訓練實施計畫，以領導、管理、專業、發展、

政策等五大類別，規劃各類研習課程，又依簡、

薦、委等不同層級人員設計不同之課程內容、

培訓方法與評量方式，藉以精進公務人員專業

內涵，提升本府人力素質，培育一流行政團隊。 

3. 積極推動公務人員數

位學習，建構多元學習

模式。 

1.透過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之網路報名

方式，有效宣導訓練班別資訊，並覈實登錄

學習時數，便利公務人員進行學習，以落實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2.在不影響業務推動的前提下，設置「數位學

習角落」供同仁於部分辦公時間進行數位學

習：鑒於各機關數位資源落差及業務屬性差

異，本府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及陽明大樓電

腦教室設置數位學習角落，利用年度訓練計

畫資訊課程外之空檔時段，由需求機關與本

府人事處考訓科聯絡，洽借場地與設備以應

數位學習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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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3.為提升本府及所屬機關公務同仁數位學習意

願，除藉由數位學習獎勵措施外，另以多元

學習管道及建構學習課程多元性方式，推廣

數位學習模式。 

4. 打造公務人員黃金英

語力，積極辦理提升英

語能力相關訓練研習

課程。 

1.為加強本府公務人員外語能力，本府特與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合辦英語檢測研習班、日常

英語會話研習班等外語訓練班，提升本府公

務人力國際化程度。 

2.另為增進同仁國際觀、世界觀與處理國際事

務與溝通協調之能力，除辦理上述實體課程

外，並結合數位學習課程、線上討論及心得

分享等多元學習管道，增加學習效果。 

四、貫徹推動工程獎

金績效化 

年度達成工程績效獎金計

畫所訂績效而核發獎金機

關比率 

推動並貫徹本府各提撥工程獎金之機關均研訂

績效目標及績效評核指標，並訂定「工程績效

獎金目標管理實施計畫」，俾依績效評核結果百

分之百核發工程績效獎金，有效達成績效目

標，激勵與提升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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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上(106)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106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精實組織，創造公務

人力運用極大化，建

立市民優先的行動

力政府(20%) 

本府及所屬機關年

度編制員額總數符

合行政院員額管制

規定 (10%) 

≦0 依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縣市改制

直轄市 3 年期滿之員額管理原則及

補充規定，本市於 106 年編制員額

總數上限為 7,489 人（不含警消及

和平區公所），經審酌本府施政優

先順序，並覈實考量各機關業務量

與職能性、政策性之施政作為、預

算收支規模及自主財源等因素作合

理之員額配置，截至 106 年 6 月底

本府各機關編制員額總數 7,291

人，確實符合上開規定，亦符合原

訂目標值。 

聘僱人力年成長率

（10%） 

≦0% 有效管控聘僱人員員額成長，除新

增業務項目外，餘以出缺不補為原

則。106 年度本府暨所屬機關（學

校）約聘僱員額總計有 915 人，與

105 年度員額數 905 人相較，增加

約僱人員 10人（係因本市所轄原國

立高中職改隸移撥聘 (僱 )用人

員），員額成長比率為 1.1%。將賡

續由本府人力專案小組審議機制嚴

格控管，以貫徹員額精簡政策並撙

節人事經費。 

二 積極進用原住民族

及身心障礙人員，以

照護弱勢族群(20%) 

身心障礙人員進用

比率（10%） 

110%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本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1,119 人，實際進用 1,650 人，已

超額進用 531 人，進用比率達

147.5%，成效良好。 

原住民進用比率

（10%） 

150%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本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依法應進用原住民 51

人，實際進用 339 人，已超額進用

288人，進用比率達 664.7%。 

三 推行公務人力發展

策略，型塑學習型政

府，提升公務人員專

業核心能力，建構優

質人力(15%) 

機關人員完成年度

最低終身學習時數

要求之比率(15%) 

70%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本府及所屬

機關人員達到年度最低終身學習時

數之人數 14,184 人佔公務人員總

數 16,375人之 86.6%，已達成年度

70%之預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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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四 貫徹推動工程獎金

績效化(15%) 

年度達成工程績效

獎金計畫所訂績效

而核發獎金機關比

率 

100% 本府所屬各機關提撥工程獎金之工

程案件均訂定績效目標及評核指

標，依績效評核結果核發工程績效

獎金，本府績效評核係採年終考評

方式辦理(執行期間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日)，評核期間為 12月。本年

度工程績效獎金計畫所訂績效機關

數計 31 件，均確實依工程獎金計畫

執行，目前執行達成績效成效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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