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9 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工務局秉持市長揭示「臺南標竿計畫」及中央推動「前瞻計畫」的施政理念，積極辦
理本府各項重大建設及開發，俾使便捷交通路網、低碳永續環境，大幅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 執行重要建設，擘劃先進城市無縫路網：（業務成果面向）
（一） 賡續推動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四年（104-107 年）及延續性（108-111 年）生
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1.市區道路：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西港東側外環道路新闢工程、臺南市仁德特 27
號道路東段工程、臺南市六甲西側外環道路工程（南段）、國道 1 號永康交流道聯
絡道工程、永康臺 20 線北側增設國道兩側平面道路工程、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
（臺 1 線至保安路）拓寬工程、臺南市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新建工程、臺南市中西區
和緯路五段延伸工程、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銜接樹谷園區連絡道、新港社大道與南科
聯絡道路口轉向改善工程、永康區忠孝路 20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及永康區次 17-1
號-12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復國路至忠孝路） 、永康創意設計園區北側聯外道路
工程、南區 4-69-15M（明興路 619 巷）及 SC-14-15M 道路工程（永成路至省道台
17 線）等，預計於 109 至 111 年陸續完成。
2.公路系統：辦理山上區南 140-1 區道拓寬工程及市道 172 線安溪寮段至白河區拓寬
工程，預計於 109 及 110 年完成。
（二） 辦理道路興闢、拓寬及橋梁新建、改建工程：臺南市新化區南 175 道路拓寬工程、
左鎮區左鎮橋改建工程、北門區永隆溝排水永隆橋改建暨引道、護岸銜接工程、學甲
區南 53 線（台 19 線至市道 174 路段）道路拓寬工程、
白河區市道 172 線 18 米計
畫道路開闢工程、東山區南 102 線田尾橋拓寬工程及臺南科學園區特定區內 5-40m 計
畫道路開闢工程。
（三） 配合中央辦理各國道及省道改善及新建工程執行。
（四） 配合各項重大建設及開發，執行各項公共工程：109 年辦理國防部砲校關廟校區興建
工程、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 —成棒球場興建工程、辦理興建大臺南會展中心工程、
臺南榮家遷建工程及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北門分院整建等重大建設與開發，完成陸軍
砲兵訓練指揮部新虎山訓練場、場區連絡道及南 169 線改道工程。
（五） 配合前瞻建設計畫，執行沙崙綠能科學城聯外道路工程。包含聯外道路建置 —高鐵
臺南沙崙站銜接南 154 線聯絡道工程、歸仁十三路延伸至關廟道路工程及配合公路總

局辦理臺 86 線大潭交流道匝道（往高鐵）拓寬工程。水環境建設，包含竹溪橋整建
及周邊景觀營造工程。
二、
落實路平管理，建立發達城市無礙交通：（業務成果面向）
（一） 預先辦理管線協調持續辦理路平專案各項工程， 109 年度預計辦理 30 公里路段改善，
逐步提升道路品質，串接各年度已完成路段形成路平路網，以達成路平、路容之目標。
（二） 持續辦理本市 37 區市區道路養護及督導考核，提升道路品質。
（三） 加強辦理改善人行道景觀，建置人行無障礙環境，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辦理騎樓整平
計畫，構築完善通行空間。
（四） 定期維護本府轄管橋梁，109 年度預計維修 50 座橋梁，提升橋梁緊急搶修與搶險效
率，確保市民用路安全。
（五） 配合中央政府補助辦理前瞻計畫－提升道路品質，透過公共建設與友善環境規劃，
健全環境空間設計，打造更友善的新規格道路。
（六） 強化國民、安南兩座 AC 廠瀝青料產能，109 年度產量預計達 8 萬噸，並加強道路巡
查及改善，提升用路安全。
（七） 辦理道路搶修開口合約，分區辦理派工、搶修及施工作業，維持道路養護及搶修效
率，減低國賠事件發生頻率。
1.辦理市道道路巡查搶修搶險合約以提升道路即時道路搶修速率，以提升用路人安全，
給市民安全、舒適之行車環境。
2.改善道路設施包含路基、路面及排水溝渠等，維持道路安全使用機能。
3.改善市道路面，落實新鋪路面人孔蓋減量及路面平整，提升市道路面平整度，維護
本市主要聯絡道路通行安全及提供舒適用路環境。
（八） 統籌辦理本市道路災害復建工程，儘速恢復災害地區用路安全。
（九） 強化本市道路挖掘復舊品質抽查驗機制，加強管控管線單位道路挖掘復舊品質，以
確保市民用路權益，109 年度預計辦理抽驗次數 96 次。
三、
打造樂活家園，形塑環保城市低碳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 積極提升綠化面積，建構優質化綠色城市：
1.活化城市綠肺：致力闢建公園綠地，同時配合當地特色，重塑地區性主題式公園，
除綠地面積倍增外，另闢設休閒環境、遊樂設施、體健設施等，使之符合老、中、
少活動休閒使用，提升本市各區民眾生活品質與都市環境生活品質。
2.提升道路綠美化及路容維護，增加用車環境舒適性：市道中央分隔島兩端草花種植、
行道樹及灌木修剪，提供用路人舒適的用路空間，同時促進且呼應大臺南觀光產業。
3.透過前瞻基礎建設及每年度闢建公園提升生活品質：
（1）鹽水區月津港雙星拱月計畫：以月津港、鹽水舊市街為範圍，進行後續整體建
設規劃，以藍綠生態環境營造為主軸，進行公園設施改善，提昇民眾優質休憩
活動場所。
（2）推動南區黃金海岸景觀整體規劃：配合黃金海岸船屋活化招商作業，使招商作
業能有加乘效應，將串連黃金海岸周邊之公園綠地、遊憩用地、堤頂平臺、自
行車道等公共空間及結合親水公園、奇美博物館、大甲濕地重要景點成為旅遊
軸帶。
（3）中西區公 97 闢建工程：營造整體空間提升生活品質結合運河遊船帶動觀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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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留自然資源，達到市容美化及景觀改造的目地，讓府城風華再現。
（4）北區公 66 闢建工程：周邊之公 66 公園用地，規劃開闢其西側約 2.1 公頃公園用
地，結合 321 巷藝術聚落等周邊環境，成為具備高度空間之藝術園區，作為全
市高品質休憩空間及重要藝文創作。
4.透過臺南標竿計畫─環境永續力，推動特色公園，為花園城市增添色彩：
（1）鹽水區公 20 公園規劃服務案：以「特色」為出發點， 希冀結合月津港公園、
舊城區老街，開闢溪北地區第一座共融公園。
（2）新營區公 3 公園開闢工程：以樹屋結合攀爬遊具及現況所遺留之洗石子大象溜
滑梯，再造當時幼兒遊戲空間，並將設置特殊教育的互動式遊具，成為具教育
性質特色的互動公園。
（二） 加強公園維護及經營管理：
1.強化公園綠地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及認養機制，以維持公園綠地之環境。
2.加強辦理公園之保全、清潔及各項設施修繕及管理維護，每座公園及廁所每天 2 次
大清掃，並隨時注意整體環境清潔及突發狀況之清除。
3.辦理 37 區公園綠地維護管理考核，區公所及認養人維護管理之公園，考核成績優
良之區公所及認養人並將予公開表揚，以達促進地方投入公園維護，保持公園環境
品質，營造優質生活空間。
（三） 路燈節能及管理維護：
實施夜間查修作業，報修案件於 3 日內修復，以爭取維修效率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另辦理老舊路燈汰換為節能燈具及增設公用照明，完成全市各主要道路之路燈改採環
保節能燈具，以提升既設路燈發光亮度及照射範圍，保障市民用路安全並點綴亮化城
市夜景。
（四） 落實內政部「加強綠建築推動計畫」，打造本市為低碳城市：
1.賡續加強查核各申請案件是否依規定檢討建築基地綠化、保水、節約能源、綠建築
構造與綠建材及景觀綠化等審核綠建築項目，並確實執行「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
例」第 21 條規定之建築物在申請建造執照時，應在 1 樓頂板勘驗前取得候選綠建
築證書，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一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使本市得以漸漸蛻變為低碳
城市。
2.推廣建築物雨水貯留設施設置：為打造本市為低碳城市，按本府 102 年 6 月 24 日府
水雨字第 1020480512 號公告「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18 條規定應設置防洪
或雨水貯留設施之建築規模辦理，並透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
專章設置回收再利用或雨水貯留利用系統，預計每年度可提供蓄水設施容量約
20,000 立方公尺，有效減少水災發生頻率。
3.賡續推動再生能源的應用，以達到節能減碳之效益：可增加電力外，且可有效解決
屋頂隔熱及漏水、違建問題，本府將積極宣導呼籲市民踴躍裝設，目前每年度預計
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約 50 件，期使設置件數得以逐年增加，以達成節能減碳效益。
四、
強化工務品管，建構安全城市效率服務：（行政效率面向）
（一） 落實公開透明化的建照審核資訊管理，提升行政效能：「臺南市政府建管便民服務
資訊網」業於 100 年 4 月建置，並於 108 年增設手機版建築執照案件查詢系統，提供
市民最便捷查詢管道，可藉由上網瞭解建築物各類建築執照（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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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審查進度及結果，提升行政效能。
（二） 行政改革、打造有效率新臺南：
1.落實專業分工、流程簡化、E 化系統查詢，以縮短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核發日期在
法定期限以下（法定期限供公眾使用 30 日、非供公眾使用 10 日）。
2.裝置行動支付設備方便市民繳費外，亦可讓本市相關建管規費納入系統管理，逐步
建立更有效率、更節能、更減紙之行政運作機制；更可縮短領取建築執照時程。
3.維護建築管理萬事通，並邀請更多專業志願服務人員（如建築師等）加入，於辦公
室值班為民眾解釋建築管理相關疑義。
4.委託第三方勘驗機制，透過專業技師或建築師參與，補足政府機關人力之不足，進
能有效督導施工工地確實依規施作，提升施工品質，確保公共安全。
（三） 加強建築安全檢查及管理：
對於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依法要求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109 年度
預計應申報數為 4,500 件。另對於申報案件辦理抽複查，109 年度預計抽複查件數為
800 件，以利落實簽證負責，達到維護市民居住、消費之安全。
（四） 強化建築物防災耐震：
1.對於公有建築物辦公廳舍及避難收容場所辦理建築物耐震評估，對於須補強之建築
物並督促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辦理補強。
2.每年辦理一次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組訓演練，強化專業人員之臨時動員與編
組能力。
3.對於都市範圍內（不限 88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建照）之住宅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及詳細評估，協助民眾瞭解、改善住宅之結構安全。由中央訂定「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簡稱耐震健檢），地方配合辦理。
4.針對非單一所有權人住宅辦理耐震能力初、詳評結果為有危險之虞之建築物加強輔
導進行階段性補強。
（五） 提升違章建築執行力：
1.對於危害公眾安全或公眾利益之違章建築，優先辦理與執行。
2.依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臺南市政府施工中違建即報即拆作業計畫之法令
整合，以利業務推動。
3.落實臺南市政府處理違規竹木造鷹架廣告物即報即拆作業計畫，以維護市民公共安
全、公共交通、市容觀曕。
（六）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
1.鼓勵本市五層樓以下公寓大廈設置無障礙設施。
2.補助本市原有住宅五層樓以下公寓大廈，無障礙設施改善，逐步提升無障礙居住品
質。
（七） 推動騎樓暢通：
1.為提升大眾對人行路權之重視及市容觀瞻之改善，藉由友善騎樓之推動，鼓勵地方
團體、商圈店家自發性地重新重視騎樓順暢，一起打造友善通行無礙的府城騎樓空
間。
2.配合市政推動計畫，由上而下指定美術館生活圈、重要觀光景點等示範區之路段，
偕同公所推動騎樓暢通計畫，指定暢通路段並優先執行騎樓整平計畫，後續納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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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區路段，同時指定本市其餘重要商圈路段辦理友善騎樓競賽。
3.讓府城漫步通暢無阻，展現照顧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的關愛，並改變都市景觀提高
競爭力，以營造臺南市友善、方便、無礙的環境，成為真正能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
（八） 加強工務局各單位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採購程序，並配合推動採購電
子化及作業程序制度標準化，以提升政府採購效率。
1.依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辦理政府採購業務，並配合推動採購電子化，109 年度電
子領標預計達成率 100%。
2.加強工務局各單位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採購，並訂定採購招標作業程
序，提升採購效率；另針對未達 100 萬元之財物採購案，採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之
預計達成率 15%以上。
（九） 強化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制度化推動，提升本市公共工程品質：
1.有效運用施工查核及回饋機制，加強本府各機關落實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制度，提升
公共工程品質，109 年度預計查核 140 件。
2.配合工程會推動全民監督公共工程運作機制，協助及早發現缺失謀求改善，並加強
查核通報案件數之 10%以上。
3.辦理公共工程品管教育訓練，提升各機關工程品質及履約管理能力，109 年度預計
辦理 6 場以上教育訓練或觀摩。
4.持續推動本府公共工程材料檢試驗統一作業機制之建立與執行，強化材料品質管控。
5.配合工程會推動工程全生命週期品質管理，辦理工程規劃設計及維護管理使用查核
或訪查，提升工程服務品質，109 年度預計辦理 4 件。
6.辦理公共工程優質獎，表揚優秀工程團隊，提升士氣，形成良性競爭，進而提升工
程品質。
（十） 109 年度預計辦理 9 個行政區內寬度未達 8 公尺道路公共管線圖資校正，提升本市公
共管線圖資正確性及完整性，並加強資料延伸應用，並持續推動公共設施管線資料補
正作業；另配合前瞻建設計畫推動建置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發展三維系統應用分析功
能。
（十一） 維護道路養護暨工程資訊管理系統成為工務局新版工程資訊管理系統，並加強
合約管理功能，增加專案工程資訊管理、工程圖籍管理、工程管考等功能，除管控公
共工程之進度及品質，更能以資料庫成果，進行預算編列、施政成果統計及數據分析
應用。
（十二） 擴大實施公文處理電子化，逐步建立更有效率、更節能、更減紙之行政運作機
制。預計 109 年度實施公文線上簽核比率達 46%，實施公文電子交換比率達 70%；提
升公文線上簽核作業，收文簽辦或創簽稿、逐級簽核至主管或首長決行及線上調檔等
作業，以電子化方式全程處理，達到減紙及提升訊息接收時效。
五、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職員每年之與業務相關年學習時數平均達 20 小時以上，其中 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
重大政策 1 小時、環境教育 4 小時及民主治理價值 5 小時（性別主流化（1 小時）、廉
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公民參與等（4 小時），並以數
位學習為優先；加強英語學習，提升同仁英語能力。
六、
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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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效運用年度歲出分配預算，撙節各項支出，並提高歲入及歲出預算執行效率，每
年歲入預算執行率達 80%，歲出經常門預算數執行率達 80%，資本門預算數執行率達
80%。同時參考前一年度決算情形，確實檢討已過時或不具效益之計畫。
（二） 研訂年度預算分配先期規劃作業，輔促各單位覈實編造分配預算。按月統計公布各
單位預算執行情形，敦促落後單位檢討改善。

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名稱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工程建築及 辦理道路用地取得

辦理轄內道路用地取得。

中央：96,000

設備—新建

本府：501,172

工程

合計：597,172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賡續辦理計畫核准之各項工程用地取得與開 中央：40,736
設 計 畫 四 年 （ 104-107 闢作業，並持續爭取計畫新增工程。

本府：3,040,022

年）建設計畫並積極爭

合計：3,080,758

取增列工程及後續生活
圈 計 畫 （ 108-111 年 ）
經費執行
辦理轄內道路拓寬改善 辦理轄區內計畫道路開闢、拓寬等道路交通 中央：601,000
及附屬設施工程計畫

工程，以增進道路交通便利與順暢。

本府：155,200
合計：756,200

辦理轄內橋隧拓寬改善 改善橋梁安全與車流通行效率，辦理轄區內 中央：2,000
工程計畫

規劃中之橋隧新建、改建等工程。

本府：49,200
合計：51,200

新建工程行政管理

辦理新建工程所需相關行政業務，提升業務 中央：0
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2,975
合計：2,975

工程建築及 永康區砲校遷建案

辦理永康區砲兵學校遷建於關廟校區，其有 中央：14,186

設備—建築

效促進永康區地方繁榮發展。

工程

本府：0
合計：14,186

臺南公六公園及地下停 辦理「高速鐵路臺南車站特定區」內公六公 中央：1,000
車場新建工程可行性評 園增設地下停車場可行性評估，以向中央爭 本府：0
估

取經費進行闢建

建築工程行政管理

辦理建築工程所需相關行政業務，提升業務 中央：0
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合計：1,000
本府：900
合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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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工程建築及 辦理區道、一般道路及 一、

辦理本市亟需改善之道路、側溝、 中央：0

設備—養護 附屬設施路面刨除加封

人行道工程，由本府規劃、設計、發包 本府：145,000

工程

及施工。

及養護工程經費
二、

合計：145,000

彙整各區提報亟需改善之道路，並
依急迫性列入辦理發包施工。

路平專案計畫

以民意為依歸，平衡城鄉差距為為原則，針 中央：0
對交通流量大、人口密集區域辦理道路更新 本府：380,000
改善。

辦理本市橋梁維修及檢 一、

合計：380,000

測作業

每年辦理橋梁定期（或特別）檢查 中央：0
及橋梁資料調查之更新。

二、

本府：55,000

彙整檢測結果評估經費後於隔年度 合計：55,000
編列經費或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整建或
改建。

辦理本市寬頻管道維修 辦理例行性寬頻管道維修，提供穩定的服務 中央：0
品質。

本府：38,000
合計：38,000

養護工程行政管理

辦理養護工程所需相關行政業務，提升業務 中央：0
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4,511
合計：4,511

工程建築及 辦理公園綠地委託民間 一、

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以「在地人管 中央：0

設備—公園 經營管理及認養

理在地事」的社區總體營造精神，鼓勵 本府：3,600

及路燈設施

當地里長、社區理事長等地方人士認養 合計：3,600
與管理當地鄰里公園，以凝聚社區共識，
並藉由考核，讓各公園創造優質環境造
福社區居民。
二、

積極修築綠色道路以建構綠色城市，
並與各區公所及民間綠化團體等共同商
訂各區綠美化計畫，塑造各區里特色，
營造休閒適居的環境與空間。

三、

設單一窗口及統一認養作業流程，
加強認養作業之推廣。

加強辦理公園清潔及各 一、加強辦理公園環境清潔。

中央：0

項設施修繕及管理維護 二、持續辦理公園內各項現有設施及設備管 本府：12,400
理維護。

合計：12,400

三、改善現有公園之無障礙環境。
辦理公園綠地新闢之規 致力闢修公園綠地，同時配合當地特色，重 中央：4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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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劃設計及工程事宜

塑地區性主題式公園，除綠地面積倍增外， 本府：371,078
公園施作品質及管理維護策略也大為提升， 合計：776,378
提供市民更健康安全的公園環境。

新建路燈設施

一、

增設公用照明，全面完成全市各區 中央：0
主要道路之路燈，改採環保且穿透性較 本府：27,000
強之 LED 燈，除了提升既設路燈發光亮 合計：27,000
度及照射範圍，以重塑府城夜景，提供
安全的公共空間。

二、

本年度針對重要道路及人口密度高、
交通流量大之路段及巷道，持續辦理照
明改善。

路燈管理及維護

一、

分區每日主動查修，化被動查報為 中央：0
主動查修，提高當日修復率，並汰換高 本府：69,369
亮度之 LED 燈，打造安全的居家環境。 合計：69,369

二、

針對民眾反應路燈故障或損壞，隨
查即修，確保安全。

三、
公園及路燈行政管理

鼓勵民眾認養。

辦理公園及路燈所需相關行政業務，提升業 中央：0
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292,132
合計：292,132

工程建築及 道路搶修、養護及改善 一、由本局負責發包開口契約施工，改善範 中央：0
設備—第一 工程

圍包含路基、路面及排水溝渠等，爲道 本府：40,000

大隊工程

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

合計：40,000

二、辦理道路搶修開口合約，分區辦理派工、
搶修及施工作業，維持道路養護及搶修
效率。
三、建立道路巡查機制及道路破損迅速修補。
四、迅速處理各區公所改善市容查報及 1999
案件建議養護事項等。
瀝青拌合廠熱拌機操作 辦理國民及安南瀝青拌合工廠操作空污防制 中央：0
空污防制設備

設備，定期辦理空污檢測、濾帶更新及購買 本府：1,000
二氧化氯除臭劑，減少生產瀝青混凝土過程 合計：1,000
產生異味問題。

辦理本市公園綠地設施 一、加強辦理公園環境清潔。

中央：0

修護、環境清潔及植栽 二、持續辦理公園內各項現有設施及設備管 本府：79,202
撫育工程

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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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79,202

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名稱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三、辦理行道樹竄根、隆起及補植工程（小
型零星工程）。
四、辦理公園行道樹維護工程（開口契約）。
道路、公園、行道樹等 道路、公園、行道樹等養護工作所需相關行 中央：0
養護工作之行政管理

政業務，提升業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104,045
合計：104,045

工程建築及 辦理市道道路養護工程 一、

辦理市道公路養護，改善範圍包含 中央：0

設備—第二 及附屬設施養護工程經

路基、路面、橋梁及排水溝渠等，以增 本府：60,000

大隊工程

進道路交通便利及順暢。

費
二、

合計：60,000

為道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勞務設
計採開口契約方式辦理。

辦理區道、一般道路及 一、
附屬設施路面刨除加封

彙整各區提報亟需改善之道路，並 中央：0

及養護工程經費

依急迫性辦理發包施工。
二、

本府：111,837

為道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勞務設 合計：111,837
計採開口契約方式辦理。

三、

辦理區道養護，改善範圍包含路基、
路面、橋梁及排水溝渠等，以增進道路
交通便利與順暢。

本市道路維護小型零星 一、辦理道路維護小型零星搶修工程，建立 中央：0
搶修工程經費

道路巡察機制及道路破損立即作修復。 本府：8,000
二、迅速處理各區公所改善市容查報及 1999 合計：8,000
案件建議養護事項等。

本市路燈及行道樹維護 一、針對民眾反映路燈故障或損壞，隨查即 中央：0
及搶修工程經費

修，確保安全。
二、辦理行道樹維護工程。

本府：3,000
合計：3,000

第二工務大隊行政管理 辦理市道養護工程所需相關行政業務，提升 中央：0
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1,200
合計：1,200

工程建築及 辦理市道道路養護工程 一、辦理市道公路養護，改善範圍包含路基、中央：0
設備—第三 及附屬設施養護工程

路面、橋梁及排水溝渠等，以增進道路 本府：74,609

大隊工程

交通便利與順暢。

合計：74,609

二、爲道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勞務設計採
開口契約方式辦理。
辦理區道、一般道路及 一、彙整各區提報亟需改善之道路，並依急 中央：0
附屬設施路面刨除加封
及養護工程

迫性列入辦理發包施工。

本府：94,958

二、爲道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勞務設計採 合計：9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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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開口契約方式辦理。
三、辦理區道養護，改善範圍包含路基、路
面、橋梁及排水溝渠等，以增進道路交
通便利與順暢。
本市道路維護小型零星 一、辦理道路維護小型零星搶修工程，建立 中央：0
搶修工程

道路巡查機制及道路破損立即作修復。 本府：10,000
二、迅速處理各區公所改善市容查報及 1999 合計：10,000
案件建議養護事項等。

本市路燈及行道樹維護 一、針對民眾反應路燈故障或損壞，隨查即 中央：0
及搶修工程

修，確保安全。
二、辦理行道樹竄根、隆起及補植工程。

本府：3,000
合計：3,000

歸仁區高鐵站特定區公 一、辦理臺南市高鐵站特定區公園及道路植 中央：0
園及道路植栽及綠美化
維護工程經費

栽及綠美化維護工程。

本府：6,400

二、辦理中央分隔島及人行道行道樹修剪與 合計：6,400
維護。

新化區南 175 線道路拓 一、配合臺南市新化果菜市場遷建開發計劃，中央：0
寬工程

拓寬周邊聯外道路。

本府：20,000

二、本道路為新化果菜市場遷建開發計畫及 合計：20,000
虎頭埤風景區之重要道路，開闢後可打
通地區交通瓶頸，帶動地方發展。
三、總 經 費 516,000,000 元 ， 用 地 費
268,000,000 元，工程費 248,000,000 元，
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辦理（106
年 度 編 列 80,100,000 元 ， 用 地 費
80,000,000 元，工程費 100,000 元、107
年 度 編 列 178,000,000 元 ， 用 地 費
118,000,000 元 ， 工 程 費 60,000,000 元 、
108 年度編列用地費 70,000,000 元、109
年度編列 20,000,000 元，110 年度編列
167,900,000 元）。
第三工務大隊行政管理 辦理道路養護工程所需相關行政業務，提升 中央：0
業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1,100
合計：1,100

工務業務管 建置便民服務 E 化系統 一、建立建造執照建築書圖數位化。

中央：0

理－建築管

二、建立建築物地籍套繪資料數位化。

本府：15,000

理

三、設置建管服務資訊網站。

合計：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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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四、使用執照存根電子化查詢系統及執照審
查檢查簡表。
行政改革、提升為民服 一、

增定修改法令，以利業務推動。

務之品質及效能

委請專業人士（委員會），為民解 本府：150

二、

決、調解法律疑議及爭議。
三、

中央：0
合計：150

專業志願服務人員（如建築師），
為民眾解釋建築管理相關疑義。

落實內政部「加強綠建 一、

查核各申請案件是否依規定檢討建 中央：0

築推動計畫」並打造本

築物外殼節約能源設計，落實「臺南市 本府：600

市為低碳城市

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二、

合計：600

「臺南市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設施辦法」於 101 年 11 月 8 日實施，積
極推廣再生能源應用。

三、

辦理圍籬綠美化競賽，提升本市街
道市容與節能減碳。

四、

配合中央加強綠建築推動計畫。

五、

辦理綠建築抽查發包，委託第三方
專業團體抽查建築執照之綠建築評估報
告書（包含綠化、保水、節能及綠建材
等指標）

引進第三方勘驗機制， 一、
提升本市建物施工品質

訂定「臺南市建築管理業務委託辦 中央：0
法」，得委託專業團體辦理施工中勘驗。本府：4,000

二、

修正「臺南市建築工程施工中勘驗 合計：4,000
作業辦法第五條」，提高指定勘驗比例。

三、

辦理施工中勘驗發包，委託第三方
專業團體，補足政府機關人力之不足，
進而有效督導施工工地確實依規施作。

工務業務管 違章建築處理
理－使用管
理

一、

違章建築認定、拆除業務及會辦事 中央：0

項。
二、

本府：5,800
配合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杜絕防止 合計：5,800

違章建築之發生有效措施。
三、

本市轄內卅七區及曾文水庫、關仔
嶺、虎頭埤、南鯤鯓、烏山頭水庫等觀
光特定區實施計畫及各區轄內執行違章
建築拆除。

四、

處理違規竹木造鷹架廣告物即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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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名稱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拆作業。
建築物安全使用管理

一、建築物公共安全宣導，檢查簽證及申報 中央：0
以維公共安全。
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督導。

本府：1,000
合計：1,000

三、招牌廣告物管理、拆除以維市容整潔及
安全。
四、實施室內裝修管理，核發合格證。
五、實施建築管理－變更使用執照之核發及
管理。
六、公寓大廈管理業務－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之申請備查。
七、建築物昇降設備及遊樂區機械遊樂設施
檢查業務。
八、公有建築物防災耐震及私有都市危險老
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 一、
善

鼓勵本市五層樓以下公寓大廈設置 中央：2,328
無障礙設施。

二、

本府：576

補助本市原有住宅五層樓以下公寓 合計：2,904
大廈，無障礙設施改善，逐步提升無障
礙居住品質。

騎樓暢通計畫

一、

為提升大眾對人行路權之重視及市 中央：0
容觀瞻之改善，藉由友善騎樓之推動， 本府：1,200
鼓勵地方團體、商圈店家自發性地重新 合計：1,200
重視騎樓順暢，一起打造友善通行無礙
的府城騎樓空間。

二、

配合市政推動計畫，由上而下指定
美術館生活圈、重要觀光景點等示範區
之路段，偕同公所推動騎樓暢通計畫，
指定暢通路段並優先執行騎樓整平計畫。

三、

讓府城漫步通暢無阻，展現照顧高
齡者及行動不便者的關愛，並改變都市
景觀提高競爭力，以營造臺南市友善、
方便、無礙的環境，成為真正能悠然過
日子的好地方。

工務業務管 加強各單位依政府採購 不定期舉辦採購業務教育訓練或研討會，讓 中央：0
理－採購品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以 辦理採購相關同仁增進對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本府：7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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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名稱
管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之職能，依政府採購法辦理領標、投標採構 合計：72,728
辦理政府採購業務，並 招標程序，並推動機關採購作業程序標準化、
配合推動採購電子化； 制度化，使機關採購資訊公開化、透明化、
增進同仁對政府採購相 便利化。並配合推動採購電子化，全面採電
關法令之職能，訂定採 子 領 標 ， 109 年 度 電 子 領 標 預 計 達 成 率
購招標作業程序，提升 100%，另針對未達 100 萬元之財物採購案，
採購效率

採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之預計達成率 15%以
上。

有效運用施工查核及回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成立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
饋機制，加強本府各機 組，定期查核所屬機關學校之工程品質及進
關落實公共工程品質管 度，109 年度預計查核 140 件。並有效發揮施
理制度，提升施工品質 工查核效益，以掌握工程資訊達到預警功能。
並強化回饋機制，健全工程採購品管制度及
提升技術層面，協助解決施工困難。
配合工程會推動全民監 配合工程會建構「全民監督公共工程」運作
督公共工程運作機制， 機制，列管民眾通報案件辦理情形，以確實
協助及早發現缺失謀求 解決民眾通報反映情事，並加強查核通報案
改善

件數之 10%以上。

辦理公共工程品管教育 加強辦理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及建立
訓練，提升各機關工程 品管制度，109 年度預計辦理約 6 場以上教
品質及履約管理能力， 育訓練或觀摩。
協助所屬機關學校建立
工程品管制度化
持續推動本府公共工程 推動公共工程材料試驗統一作業機制，以公
材料檢試驗統一作業機 開遴選合格實驗室的方式，將實驗室遴選主
制之建立與執行，強化 導權回歸機關，並由機關付費給實驗室，減
材料品質管控

少材料試驗過程中所產生的弊端。

配合工程會推動工程全 為落實公共工程之全生命週期理念，使本府
生命週期品質管理，辦 工程之效能發揮最大效益，除工程施工查核
理工程規劃設計及維護 外，辦理工程規劃設計及維護管理使用查核
管理使用查核或訪查， 或訪查，109 年度預計辦理 4 件。
提升工程服務品質
辦理本府公共工程優質 辦理公共工程優質獎，表揚優秀工程團隊，
獎

提升士氣，形成良性競爭，進而提升工程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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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名稱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工務業務管 落實辦理本市道路挖掘 一、
理－工程企 管理相關業務

預為辦理計畫型及新建房屋挖掘整 中央：0

劃

合業務並協調推動重大工程進度。
二、

本府：5,000

辦理本市道路挖掘復舊品質抽查驗 合計：5,000
機制，加強督導管線挖埋工程之品質，
並查處不法違規挖掘案件。

三、

落實道路挖掘三級品管機制，加強
督促管線單位辦理自主品管及路權機關
逐案接管作業。

四、

持續維護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相
關功能，並開發相關加值應用功能。

落實辦理本市公共設施 一、
管線圖資更新相關業務

辦理本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補正 中央：17,000
更新維護。

二、

本府：4,193

辦理本市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更新系 合計：21,193
統維護。

三、

辦理本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三維
系統建置暨整合應用。

積極推動工程資訊管理 一、
相關業務、本市重大工

辦理本市道路養護資訊管理系統擴 中央：0
充維護。

程建設督導及協調等工 二、

加強管理各項工程契約執行情形， 合計：1,579

作，以提升工程執行績
效

本府：1,579

提升執行效率。
三、

定期辦理本市重大工程督導及協調 總計
等業務。

四、

中央：1,179,550

彙整各項工程資訊，以整合協調施 本府：5,877,736
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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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7,057,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