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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111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落實市長施政理念，本局依據本府8大核心價值及12大施政發展策略，

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針對未來發展編定111年度施政計畫。 

民政業務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關乎市民從出生至離世期間的生活。作為

市民與政府接觸最為頻繁的窗口，本局秉持「媽媽市長」的為民服務理念，並

以「市民即是家人」之信念，用心體察民眾需求，善用數位科技推動各項簡政

創新措施，提供更即時、便利、貼心且接地氣之優質服務，讓每位市民都能享

受幸福生活。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12大施政發展策略 

(一)3-4-6興改建里活動中心 

1、 審慎評估各地方需求，積極督導各區里活動中心興(改)建工程，每週定期

追蹤辦理進度，以期藉由里活動中心之設置，滿足地方對活動空間的需

求，凝聚地方向心力。 

2、 為有效活化並強化里活動中心功能，提升活動場域應有品質，編列相關預

算，協助區公所辦理轄內公有建物修繕或充實設備。 

3、 結合市府各類公共建設場館，強調里活動中心功能多元化，鼓勵「產官學

多方資源」進入社區，達到公產資源共享利用並節省土地資源之效能。 

(二)5-1-6公墓遷葬 

持續推動「公墓禁葬、遷葬及公園綠美化」作業，依地方民意反映及需

地機關需求持續進行，以達市地重生、美化市景及大幅提升居住品質之目

標。 

(三)6-3-8輔導宗教團體執行各項低碳及節能措施 

1、 規劃低碳宗教為核心理念的創新政策，提升宗教團體低碳、環保、永續新

觀念。 

2、 鼓勵宗教場所申請低碳認證標章，推動中台灣七縣市宗教場所節能減碳作

為。 

3、 推動「拜拜一炷香」、「環保禮炮車」、「紙錢集中燒」、「LED燈具取代

傳統燈泡」等節能減碳措施，營造低碳宗教環境。 

(四)6-3-9汰換東海館火化場3~4號火化爐 

將於111年汰換2座火化爐，提升火化效率，降低公安危險。 

(五)6-3-10汰換東海館火化場空氣汙染防制設備第4套 

將於111年汰換1套空氣汙染防制設備，以有效改善廢氣排放，提升空氣

品質。 

二、推動市政發展項目 

(一)建構完善區里服務網絡，迅速回應市民需求 

1、 強化市府與基層縱向及橫向聯繫，迅速有效掌握輿情，增進為民服務之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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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由各式通訊平臺建立本局與各區公所、里鄰組織之聯繫網絡，並定期檢

視更新網絡平臺，確保聯繫資訊之即時性及有效性。 

3、 定期召開區長座談會及各項區級會議等多元方式，建立市府與各區公所雙

向溝通及協調之平臺，以利區政推展及各項市政宣達。 

(二)辦理基層幹部訓練研習與考核，強化基層幹部服務知能，激勵為民服務士氣 

1、 針對里鄰長、里幹事及區公所承辦自治業務相關人員等不同研習訓練對象，

規劃合適課程內容，提升基層幹部為民服務知能，期正確、即時協助市民

解決問題，落實為民服務工作。 

2、 為激勵基層幹部為民服務士氣，提升其榮譽感並凝聚向心力，藉由辦理績

優人員表揚活動，期互相激勵，以精進各項為民服務工作。 

3、 為增進各區里長及區公所民政業務基層幹部之遠識及為民服務能量，辦理

基層幹部重大建設參訪活動，透過參訪他縣市重大建設，擷取成功經驗，

積極應用內化於本市各里鄰服務，以激勵區里自治幹部之見聞及廣度，培

育卓越之基層民政幹部。 

4、 為健全基層組織、提高工作績效，定期辦理區公所民政業務考核，透過業

務改善建議等意見交流、相互學習，針對成績優良者辦理獎勵與表揚，鼓

舞同仁服務精神，凝聚民政團隊向心力並提昇民政業務執行品質及績效。 

(三)落實里守望相助隊之管理及輔導 

1、 輔導本市各區里守望相助隊之成立，藉由警民合作建置綿密的巡邏網，共

同守護地方治安。 

2、 提升各項福利、汰換裝備及充實保險內容等，維護隊員出勤權益。 

3、 落實里守望相助隊業務輔導，透過滾動式教育訓練，使各區公所及里守望

相助隊於推展為民服務工作能越加專業與順遂。 

(四)優化各區公所辦公廳舍並朝聯合行政中心規劃，強化民眾洽公之便利性 

1、 透過整合各區行政機關，打造聯合行政區域，更進一步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2、 針對有維護需求之辦公廳舍進行補助，辦理修繕工程及充實內部設備，以

強化民眾洽公之安全性，提供更舒適便利的服務場所。 

(五)健全宗教組織與管理、鼓勵興辦公益慈善事業 

1、 輔導宗教團體運作正常化與合法化，健全宗教組織與管理。 

2、 鼓勵宗教團體辦理回饋社會、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 

3、 維護與傳承優良宗教禮俗、發展多元宗教文化，建構優質宗教文化城市。 

(六)辦理單身聯誼活動 

1、 藉由多元、創意及促進交流互動的活動內容，提高本市單身民眾參加聯誼

活動意願，提供彼此良好互動及情感交流的機會，進而擴大交友圈，讓參

與者以愉快、輕鬆的態度敞開胸懷，勇於追求幸福走入婚姻。 

2、 積極推動「樂婚、願生、能養」之人口政策，持續強化營造鼓勵適齡結婚

生育氛圍，提供單身民眾交友平臺，增加單身男女交往及結婚機會，進而

建立美滿幸福家庭，提高本市婚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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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住民異動資料通報機制 

1、 由本市各戶政事務所與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臺中市服務站跨機關合

作，推動新住民ｅ化通報服務，使新住民資料異動即時通報不漏接，後續

並以電話溫馨提醒、通知，從新住民角度，用心感受其需求。 

2、 整合資源，提升機關間行政效率，與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臺中市服

務站跨域合作連線，提供新住民所需業務諮詢及通譯服務。 

(八)落實照顧新住民輔導措施 

1、 召開「臺中市新住民事務委員會」會議，規劃及推動新住民相關政策、計

畫及活動。 

2、 開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及主題專班，依地區特性及新住民需求規劃課

程。 

3、 不定期修訂「臺中市新住民生活資訊手冊」，提供新住民最新資訊參考。 

4、 辦理「臺中市新住民藝文中心」常設展及相關活動，提供新住民相關藝文

展演、研習或輔導之成果發表、多元文化交流之聯誼場所。 

(九)推動兵役資訊 e化，提升服務效能 

1、 持續透過「徵兵處理進度流程查詢系統」提供役男線上查詢徵兵處理進度，

改善役政業務效能，實現智慧電子化政府的精神。 

2、 維護新兵樂體位查詢系統資訊，以圖像式及圖表化便利役男查詢及呈現體

位區分資訊，強化役政資安，提升服務效能。 

(十)優化役男就業人才，提升替代役效能 

1、 於役男抽籤場次邀請就業服務處前往宣導政府青年就業方案，並前往校園

進行役政業務宣導，讓役男做好服役心理準備，並有機會儘早規劃未來。 

2、 配合內政部役政署研發替代役及專長資格替代役宣導，培育優質役男人才，

結合興趣、專長、服役、就業四合一，主動服務役男順利銜接職業生涯。 

3、 活化替代役人力運用，推動替代役役男參與公益服務及關懷弱勢團體等活

動；提升替代役役男服勤效能，落實替代役役男法紀教育、在職訓練及防

救災專業訓練。 

(十一)強化役政關懷， 以家人角度關心市籍役男 

1、 規劃市籍役男訪視慰問活動，主動關懷部隊生活適應情形；辦理轄內駐軍

三節(春節、端午及中秋)前夕勞軍活動；探視、慰勞市籍教召召員(後備軍

人)，以關懷行動，提升市民對本市役政措施之認同。 

2、 配合內政部役政署實施替代役提供袍澤生活協助計畫及辦理中區縣市袍澤

情深座談活動，使其獲致適切的服務，感受社會溫暖；關懷服役期間身障

退伍(役)人員生活情形，於三節(春節、端午及中秋)前夕發放慰問金及安

養津貼，表達市府關懷之意。 

(十二)提升安心家園防衛能量，落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1、 為提升轄內防救災能力，以及區域內重要基礎關鍵設施安全防護作為，整

合政、軍、警、消、民間救援能量，藉由召開相關會議或舉辦演習，強化

各單位在災害時橫向溝通協調，落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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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使行政院動員會報瞭解本府動員工作推動概況，配合「行政院動員會報

111年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動員業務訪評計畫」，本府整備年度執行全

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12條所列各項工作成效資料受評，以精進動員準備業

務。 

3、 為提升替代役備役役男對災害防救、急難救護、避難逃生等專業技能，辦

理年度替代役備役役男演訓召集，以儲備災害發生、非常事變或戰時之輔

助人力。 

4、 透過宣導、講習及活動等方式，提升市民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及國防知識，

積極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以完善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全。 

(十三)活化公墓用地、配合地政局區段徵收 

持續配合地政局辦理烏日區第2公墓之遷葬及整地環境整理工程，預

計於111年6月底前將土地點交予地政局。 

(十四)推動多元環保葬、整頓無主葬埋亂象 

1、 持續推廣環保自然葬宣導，並透過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參訪樹葬專區，宣

導「節葬、潔葬、簡葬」的綠色殯葬理念，提供樹葬及海葬等多元葬法選

擇。 

2、 為解決百姓公祠無主骨灰(骸)散置問題，規劃針對各地區百姓公祠無主骨

灰(骸)數量彙整，並配合地方需求時程遷移至「無主聚寶盆」。 

(十五)改善及增加殯葬設施 

1、 持續整建老舊殯葬設施、活化舊有空間、充實硬體設備及優化治喪環境。 

2、 增設東勢殯儀館周邊停車空間，滿足民眾治喪停車需求。 

3、 盤點后里區、大雅區、烏日區、大甲區、神岡區、清水區、潭子區及南屯

區第一花園公墓榮美殿等8區納骨櫃位及神主牌位需求，進行增設工程。 

4、 積極推動殯葬設施興辦事業計畫，提供山城及海線民眾完善治喪環境。 

(1) 辦理「臺中市東勢區第一公墓新建納骨塔工程」，改善山城地區現有納

骨塔櫃位不足之情形。 

(2) 辦理「臺中市北屯區第28公墓新建納骨塔工程」，打造綠美化環境並提

供更完善之殯葬設施。 

(3) 辦理「臺中市太平區第一花園公墓內第3座納骨塔園區新建工程」，提供

當地居民更完善之殯葬設施。 

(4) 辦理「外埔區第二示範公墓增設骨灰(骸)存放設施工程」，提供在地往

生者貼心安置處所。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2大施政發展

策略 

3-4-6興改建里

活動中心 

針對興(改)建中南區長春里城隍里活動中心、西屯區港尾里活動

中心、北屯區陳平國小體育館暨多功能市民活動中心、豐原區陽

明民生東勢里聯合活動中心、翁社里活動中心、社皮里活動中

心、大里區瑞城里活動中心、梧棲區中正里、文化里、安仁里及

中和里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興農里永寧里及永安里三里聯合活

動中心、太平區坪林大興勤益里活動中心、大甲區武陵社區活動

中心拆除及擴建社區長壽會館等11座，以及111年獲核編預算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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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之南區永興工學永和三里活動中心、神岡區庄後里市民活動中心

等2座里活動中心，督導區公所興(改)建工程進度，俾如期完工，

提供地方活動空間需求。 

5-1-6公墓遷葬 一、南屯區第21公墓(山子腳段)預計111年上半年度完成遷葬作

業。 

二、潭子區第3及第4公墓公告遷葬期間為110年4月至6月，持續受

理民眾認領(有主)遷葬，預計111年上半年度進行(無主)遷

葬，預計111年底前完成遷葬作業。 

三、大安區第10公墓(下大安段268-8號部分遷葬)公告遷葬期間為

110年5月至7月，持續受理民眾認領(有主)遷葬，預計111年5

月(清明節後)進行(無主)遷葬。 

四、本局配合地方需求辦理公墓禁葬、遷葬，透過公墓公園化策

略，改善地方景觀及提供市民更佳之休憩空間。 

6-3-8輔導宗教

團體執行各項

低碳及節能措

施 

一、規劃低碳宗教為核心理念的創新政策，提升宗教團體低碳、

環保、永續新觀念。 

二、鼓勵宗教場所申請低碳認證標章，推動中台灣七縣市宗教場

所節能減碳作為，如：空氣品質宣導旗幟推廣、空氣緊急惡

化應變機制，並呈現各區宗教團體減碳成果。 

三、推動「拜拜一炷香」、「環保禮炮車」、「紙錢集中燒」、

「LED燈具取代傳統燈泡」等節能減碳措施，營造低碳宗教環

境。 

6-3-9汰換東海

館火化場3~4號

火化爐 

為改善空汙問題，經評估東海殯儀館火化爐具老舊且效能不佳，1

09年已汰換2座火化爐具，110年辦理汰換4座火化爐具，111年持

續汰換2座火化爐具。 

6-3-10汰換東

海館火化場空

氣汙染防制設

備第4套 

為改善空汙問題，109年已汰換1套空汙防制設備，110年辦理汰換

2套空汙防制設備，111年持續汰換1套空汙防制設備。 

強化民政基層

實力，優化服

務品質 

建講完善區里

服務網絡 

一、 定期召開區長交流座談會及區級重要會議指導等，透過座

談、會議等多元方式取得各區地方大小事資訊，迅速有效掌

握輿情，並建立市府與各區公所雙向溝通及協調之平臺，以

利區政推展及各項市政宣達。 

二、 持續推動區政管理系統各類建議案件之執行效率，使建議案

件有效縱橫向勾稽聯繫，並提升執行效能。 

基層幹部研習

及訓練 

一、 針對里鄰長、里幹事及區公所承辦自治業務相關人員等對

象，辦理為民服務相關知能之研習及訓練，期正確、即時協

助市民解決問題，落實為民服務工作。 

二、 辦理年度績優民政人員、特優里長、績優及資深鄰長表揚，

以提升其榮譽感並凝聚向心力。 

三、 帶領里長及區公所基層幹部參訪他縣市重大建設，精進服務

內涵，積極應用內化於本市各里鄰服務以激勵區里自治幹部

之見聞及廣度，培育卓越之基層民政幹部。 

充實本市各里

守望相助隊巡

一、111年編列守望相助巡邏車輛補助預算395萬3,000元(汽車:15

輛；機車:9輛)及每隊3萬元之裝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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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裝備，強化

里 隊 協 勤 治

安、預防犯罪

之效能 

二、推動作為： 

(一)補助常年里守望相助隊新購或汰換巡邏汽、機車經費(補助

車款49%)。 

1、汽車最高補助新臺幣24萬5,000元/輛。 

2、機車最高補助新臺幣3萬870元/輛。 

(二)衡酌里隊隊員執勤安全與地方治安維護需要，編列相關 預

算，充實本市各里守望相助隊巡邏裝備，使里守望相助隊發

揮協勤治安功效。 

活 化 公 有 空

間，充實硬體

設備 

輔導公所規劃

興建聯合行政

辦公廳舍 

一、 霧峰區聯合行政中心： 

        協助霧峰區公所籌編聯合行政中心興建預算約4億3,160

萬元(分年編列)，111年預計完成都市計畫審查、建照取得

(含拆照)、細部設計、預算書圖審查及工程招標。 

二、 大里區聯合行政中心： 

        協助大里區公所辦理聯合行政中心興建工程，分年編列

預算共計9億元；考量未來整體發展性，111年研議引進民間

投資興建聯合開發案可行性評估，並視評估結果研議辦理聯

合開發案先期規劃。 

三、 太平區聯合行政中心： 

        協助太平區公所籌編聯合行政中心興建預算約4億6,830

萬元(分年編列)，111年預計完成規劃設計(基本設計及細部

設計)、建築許可(都市計設計審議、建造執照取得、五大管

線審查、綠建築/智慧建築證書)及工程發包。 

修繕活化現有

場館及提供地

方多功能活動

中心 

一、編列相關預算，進行本市公有建物修繕、興(改)建規劃設

計、耐震評估與充實內部設施設備等作業，期藉由提高活動

場域的品質，整合里內各項資源、活絡地方文化，營造優質

之生活環境與品質。 

二、推行多功能活動中心，結合市府各類公共建設場館(如公托、

公幼)，鼓勵「產官學多方資源」進入社區，達到公產資源共

享利用並節省土地資源之效能。 

建構優質宗教

文化城市 

健全宗教組織

與管理、鼓勵

興辦公益慈善

事業 

一、辦理寺廟登記、換證等作業，健全宗教組織與管理。 

二、推動宗教團體相互交流、鼓勵宗教團體回饋社會、興辦公益

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 

三、維護與傳承優良宗教禮俗、發展多元宗教文化，建構優質宗

教文化城市。 

優化戶政業務 臺中市111年單

身民眾聯誼活

動實施計畫 

一、推動「樂婚、願生、能養」人口政策，鼓勵本市單身民眾擴

大社交生活領域，促進彼此交流機會，進而提升本市婚育

率。 

二、規劃辦理7場次，其中一場由中彰投苗雲五縣市共同辦理，增

加聯誼範圍之廣度。 

三、參加人數預計500人次。 

臺中市政府關

懷新住民 e 化

通報便民服務

計畫 

持續推動跨機關合作機制，關懷新住民生活適應情況，瞭解需求

並適時提供協助，積極塑造政府機關便民、利民服務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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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臺中市政

府新住民生活

適應輔導班實

施計畫 

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使其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與

國人共組美滿家庭，共創多元文化社會，111年預計開辦10班新住

民生活適應輔導班輔導新住民適應我國生活環境，授課內容包含

居留、定居、歸化、家庭婚姻(家暴性侵防治)、衛生保健、語文

教育、子女教養及社福教育資源介紹…等輔導課程，預計招收學

員150人次以上。 

役政業務 推動兵役資訊 e

化 

推動兵役資訊 e化，透過「徵兵處理進度流程查詢系統」以線上體

檢作業，實施智慧電子化政府精神；維護新兵樂體位查詢系統資

訊，以圖像式及圖表化便利役男查詢及呈現體位區分資訊。 

優化役男就業

人才 

於抽籤場次請就業服務處協助宣導政府青年就業服務，並適時前

往校園進行役政宣導；另配合內政部役政署研發替代役及專長資

格替代役宣導，結合興趣、專長、服役、就業四合一。 

推動參與公益

服務及辦法替

代役相關訓練 

一、推動替代役役男參與公益服務(如捐血、淨溪等)及關懷弱勢

團體。 

二、辦理替代役役男法紀教育、在職訓練及防救災專業訓練。 

辦理探視入營

新訓役男及關

懷 傷 殘 退 伍

(役)人員 

一、配合年度徵集梯次，主動關懷市籍役男入營生活適應情形，

辦理新兵訓練中心訪視慰問活動。 

二、於三節(春節、端午及中秋)前夕至轄內駐軍部隊展開勞軍活

動，表達對駐軍部隊官兵捍衛國家、安定民心的崇高敬意。 

三、關懷服役期間身障退伍(役)人員生活情形，於三節前夕發放

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四、配合內政部役政署實施替代役提供袍澤生活協助計畫，使其

獲致適切的服務，感受社會溫暖。 

五、配合內政部役政署辦理中區縣市袍澤情深座談活動，提供身

障退伍(役)人員人際交流機會，藉由經驗分享、同袍學習及

擴展人際網絡等方式重新出發，正向、積極面對生活。 

行政院動員會

報111年對本府

動員業務訪評 

為使行政院動員會報瞭解本府動員工作推動概況，配合「行政院

動員會報111年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動員業務訪評計畫」，本

府整備年度執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12條所列各項工作成效資

料受評，以精進動員準備業務。 

辦理本市111年

度替代役備役

演訓召集 

為提升替代役備役役男對災害防救、急難救護、避難逃生等專業

技能，辦理本市111年度替代役備役演訓召集，以儲備災害發生、

非常事變或戰時之輔助人力，執行協助各項災害防救、復原、重

建及後勤工作。 

殯葬業務 

 

 

活 化 公 墓 用

地、配合地政

局區段徵收 

持續配合地政局辦理烏日區第2公墓之遷葬及整地環境整理工程，

預計於111年6月底前將土地點交予地政局。 

持續推動多元

環保葬 

一、111年本市聯合海葬預計規劃名額有32位(預計辦理4場次，，

每場次8位)，另有中彰投苗名額4位，共計36位。 

二、111年預計辦理2場殯葬講習教育，課程主題分別為:性別平

等、殯葬自主、悲傷輔導及多元環保葬等。 

本市各殯儀館

環境設施改善

工程 

一、崇德殯儀館： 

(一)第一靈位區、第二靈位區、服務中心、家屬休息室、懷仁

廳及懷賢廳之冷氣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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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丙級禮廳電子牌樓建置案。 

(三)景福廳禮廳整修工程。 

(四)崇德館發電機汰換案。 

二、東海殯儀館：汰換辦公室前2座金爐。 

三、東勢殯儀館：靈堂區採光罩增設工程。 

臺中市東勢區

第一公墓新建

納骨塔工程 

本案預計於110年底前完成興辦事業計畫核定，111年辦理遷葬作

業、規劃設計及工程發包。 

臺中市北屯區

第28公墓新建

納骨塔工程 

本案預計於110年底前完成興辦事業計畫核定，111年辦理遷葬作

業、規劃設計及工程發包。 

臺中市太平區

第一花園公墓

內第3座納骨塔

園區新建工程 

本案預計於110年底前完成水土保持工程，111年辦理規劃設計及

工程發包。 

外埔區第二示

範公墓增設骨

灰(骸)存放設

施工程 

本案由建設局新工處代辦，已於109年8月13日開工，預計於111年

底前完成。 

大甲殯葬設施

更新遷移工程 

一、本案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之開發計畫書【使用分區變更】(修

正本）已審查通過，刻正辦理開發計畫第二階段審查作業，

俟審查通過後，將辦理大甲區劍井段792地號土地撥用事宜。 

二、本案刻正辦理遺址調查、水土保持計畫及交通影響評估作

業。 

臺中市納骨堂

塔納骨櫃位及

神主牌位增設

工程 

盤點后里區、大雅區、烏日區、大甲區、神岡區、清水區、潭子

區及南屯區第一花園公墓榮美殿等8區納骨櫃位及神主牌位需求，

進行增設改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