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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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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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賡續執行「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104-111 年)」已核定工程，並積極向
中央爭取相關重大建設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111-116 年)」補助項目中，
裨益串連大臺南都會核心道路生活圈脈絡及主要交通路網，俟營建署通知後，將提報
爭取。
1.市區道路：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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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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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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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創意設計園區北側聯外道路工程、學
甲區六號-25m 道路工程、新營區復興路(三-30m)拓寬工程、北區 3-34-20m 道路工
程(後段) (忠義路 3 段) 接 NB-9-9m 道路(後段) (長賢街)工程、永康區國光五街次 105 號-15M 計畫道路工程、安平區 4-10-23m(華平路)拓寬工程(安平路至民權路)、白
河區市道 172 線 18 米計畫道路拓寬工程、南區 SC-14-15M(濱南路至喜明街)。
2.公路系統：辦理市道 172 線安溪寮段至白河區拓寬工程，預計於 111 年完成。

（二）

辦理道路興闢、拓寬及橋梁新建、改建工程：
1. 道路興闢、拓寬：
為串聯大臺南交通運輸路網，帶動都市發展，加速商業、休閒、觀光產業成長並考
量地方交通需求，積極籌措預算經費辦理本市道路興闢及拓寬，本年度辦理新建道
路工程計有南區 SE-27-10m 道路工程(中段)(金華路 1 段 352 巷 97 弄)、南區 SE-318m 道路工程、南區 SC-19-8m 道路接 SC-18-8m 道路(中段)工程、南區 SE-41-15m
道路(前段)接 SE-43-8m 道路(後段)工程、安南區城西里內等 5 條道路開闢暨道路養
護工程、安南區 AN01-85-10m 道路工程(後段)、安南區 AN09-17-12m 道路工程(中
段)(總安街 1 段 146 巷)、安南區 AN14-7-9m 道路工程(後段)、安南區 AN07-49-8m
道路工程(後段)、安平區 APN-7-8m 道路工程(建平八街)、中西區 CE-1-8m 道路工
程(後段)、東區 ED-22-8m 道路工程(前段)(裕農路 446 巷)、東區 4-55-15m 道路工程
(後段)(凱旋路延長線)、永康區大橋三街至東橋一路 8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永康區
次 17-3 號-12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永康區大灣路 942 巷 8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安定蘇厝水防道路拓寬工程、佳里區市道 176 線菜寮橋段拓寬工程、楠西區區道南
192 線道路拓寬工程、善化區文化路至文化路 82 巷道路開闢工程、善化區公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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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善化區善化火車站旁 8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關廟區和美
街旁 10M 道路開闢工程、關廟區新光大道拓寬工程、鹽水區公 19 公園旁計畫道路
開闢工程、鹽水往學甲南 13 線道路拓寬工程、東山區水雲里南 103 線(牛山高幹
34-38)道路拓寬工程、山上區南 184 線道路拓寬工程、下營區後街里水池街 8M 計
畫道路開闢工程、下營區信義二街 8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內 48-15M(南北向)道路開闢工程、新營區中正路至信義街 8M 公園道開闢工程、
台南科學園區示範南 137 線道路拓寬工程及臺南科學園區特定區內 5-40m 及 1030m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永康區次 17-2 號 12m 道路開闢工程。
2.橋梁新建、改建：
為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改善老舊橋梁結構強度及通洪不足等問題，以達提升水
道排洪量、避免發生溢頂、維護行車用路人安全、提高交通服務水準、防洪、防災
及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標，本年度辦理橋梁新建、改建工程計有柳營區南
81 重溪橋改建工程、左鎮區南 171-1 線草山二號橋、白河區東山區市道 165 青葉橋、
左鎮區左鎮橋改建工程、左鎮區南 168-2 澄山一號橋改建工程、左鎮區南 171 民生
橋改建工程、永康區新灣橋改建工程、仁德區永寧橋改建工程、三爺溪萬代橋改建
工程、安南區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改建工程、安南區安順橋改建工程、官田區官田
溪南 120 線無名橋改建工程、東山區南 102 線田尾橋拓寬工程、臺南市仁德區文賢
路（臺 1 線至保安路）拓寬工程（臺 86 線至保安路）暨三爺溪排水文賢橋改建工
程、東山區南 99 大埔橋、安平漁港跨港大橋、六塊寮排水治理工程(沙崙橋/和順北
橋)、安南區安順橋及水管橋改建、中西區臨安橋及關廟區砲校 10 米聯外道路延伸
工程暨新仁橋拓寬工程。
（三）

配合中央辦理各國道及省道改善及新建工程執行：包括國道 8 號台南系統交流
道改善及跨南 133 線路口立體化工程、國道 1 號臺南路段增設北外環交流道工程、台
86 線大潭交流道匝道（往高鐵）拓寬工程及台 86 線向東延伸至台 3 線道路新闢案等
重大建設，並持續向中央爭取周邊道路系統建設經費。

（四）

配合各項重大建設及開發，辦理各項公共工程：111 年接續辦理國防部砲校關
廟校區工程及增闢第三條聯外道路擴建及 10 米聯外道路延伸工程、亞太國際棒球訓
練中心—成棒球場興建工程、臺南榮家遷建工程及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暨新營醫院住
宿式長照機構新建工程等重大建設與開發，完成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北門分院整建工
程。

二、 落實路平管理，建立嶄新城市順暢交通：（業務成果面向）
（一）

預先執行管線協調持續辦理路平專案各項工程，111 年度預計辦理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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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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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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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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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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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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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預計辦理抽驗次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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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增設休閒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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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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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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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建公園與特色遊戲場之規劃建設提昇生活品質：建構大面積綠地，保留城市多樣
活動進入的機會；可運動、可休憩，連結城市與基地的親密感，弭去原本的不可見
與疏離感。
（1）臺南市南區公 61(健康市場)公園闢建工程：因應運河河畔地理特色，以 1661 臺
灣船發想，打造一艘 25*12M 的複合遊戲船，船體自下向上分為三層：地面層
的船艙區、甲板區以及瞭望塔；三節船體各自具攀網、大滑面滑梯及攀岩牆的
挑戰區，中央上攀爬塔，仿臺灣船雙桅分別建構 5 公尺及 8 公尺滑梯的中控區，
以及末端仿出海就戰的長約 25 公尺的雙軌滑索區。遊戲場兩側分有弧形花架與
林蔭座椅，結合洗手洗腳池，不僅可以讓孩子們玩得盡興，也讓陪伴者在公園
中舒心愉快。
（2）南區灣裡人工濕地公園：新設特色兒童遊戲空間，多樣遊具提供孩童多樣遊戲
體驗，促進孩童多樣性發展。
（3）安平區港濱歷史公園特色遊戲場闢建工程：提供孩童視、聽、觸覺新體驗，刺
激人格發展、體能正向發展，同時帶動周邊觀光人潮及商機。
（4）永康公園特色遊戲場闢建工程：考量既有遊戲場及周邊腹地之地形、地貌、在
地特色、天然環境與自然素材等元素，規劃呈現在地性、多樣性、趣味性且符
合多年齡層使用的特色公園。
（5）新營區南瀛綠都心公園：南灜綠都心是為新營之肺，是溪北地區最具特色的公
園，公園北側將打造特色遊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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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鹽水區公 20 公園特色遊戲場闢建工程：透過鹽水公 20 公園兩期工程之整體建
置，將提供大型公共綠地，地景式結合綠蔭之遊戲空間以及遊憩 /散步/慢跑/體
健/遮蔭設施/休憩等待等各年齡層活動空間，並具在地特色、親子共享 /共融的
場所，提升市民生活品質，並兼具低碳、防洪、共融等示範意義。
（7）麻豆區全民公園整建工程：位於麻豆區麻豆監理站旁，該公園面臨市道 176，
為麻豆區通往 84 快速道路及國 1 交流道之便利交通路徑，惟該公園尚有步道系
統不完善、地面不平整積水及既有設施老舊等問題。待工程完竣後，可大幅提
升周邊生活環境品質及該公園之使用安全。
（8）巴克禮紀念公園入口改善工程：配合文化局入口意象公共藝術案。改善既有戒
克船造型涼亭及木作平台基礎鋼梁鏽蝕及木作設施。增設街區亮點及避車彎設
施，提供東區居民生態休憩兼具之亮點公園。
（9）東區公 87 特色公園闢建工程：藉此打造東區第一座具特色、親子共享、共融之
特色遊戲場。
（10）安平區安億主題公園：配合原住民文化展現特色風貌建議全區改造，以符合
原住民園區，提升民眾生活與都市環境品質。
（11）關廟大潭埤特色公園：打造關廟區第 1 座特色遊戲場，將採多元化特色遊具融
合於既有地景、設施設計中。
（12）柳營櫻花滯洪池特色公園：打造柳營地區第 1 座特色遊戲場並結合周邊景點，
提供周邊住宅區民眾休憩空間及提升觀光產值。
（13）麻豆區公 11 遊戲場新建。
（14）學甲區華宗公園特色遊戲場。
（15）北區希望公園特色遊戲場。
（16）北區文元公園特色遊戲場。
（二）

加強公園、行道樹維護及管理：
1.強化公園綠地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及認養機制，維持公園綠地之環境。
2.加強辦理公園之保全及各項設施管理維護，並隨時注意整體環境清潔及突發狀況之
排除。
3. 辦理行道樹健檢提早發現、並防治處理有危害公共安全可能之行道樹。

（三）

路燈節能及管理維護：
實施夜間查修作業，報修案件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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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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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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政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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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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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施工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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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
預計應申報數為 4,500 件。另對於申報案件辦理抽複查，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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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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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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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實臺南市政府處理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違規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執行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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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同公所推動騎樓暢通，由上而下指定暢通路段並優先執行騎
樓整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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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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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工程會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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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將依據相關政策及規定件數辦理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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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各機關工程品質及履約管理能力，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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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工程訪視將維護使用意見回饋設計
與施工階段，提升工程服務品質，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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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持續進行調查校正管線密度較低之行政區內寬度未達 8 公尺道路之公
共設施管線資料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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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合約
管理功能，加強專案工程資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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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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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文方面，賡續落實電子化處理並加強線上簽核作業，以達成效率、節能及減紙之
行政運作機制，111 年度公文電子交換比率預計達 70%以上，公文線上簽核比率預計
達 60%以上。檔管方面，以電子化方式進行線上調卷申請及檔案閱覽，俾達節能減碳
並提升作業時效；依限進行結案公文之點收編目作業並加強歸檔稽催、按時彙送檔案
目錄及辦理檔案清查暨鑑定作業，以提升檔案管理效能；努力改善檔案庫房環境並有
效規劃利用空間以妥善保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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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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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時），並以數
位學習為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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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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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年預算執行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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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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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道路用地取得

辦理轄內道路用地取得。

中央：0

設備—新建

本府：478,534

工程

合計：47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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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設計畫（104-111 年）並 開闢作業，並持續爭取計畫新增工程。

本府：847,057

積極爭取增列工程及後

合計：847,057

續生活圈計畫（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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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及附屬設施工程計畫

通工程，以增進道路交通便利與順暢。

本府：338,435
合計：33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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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414,016
工程計畫

內規劃中之橋隧新建、改建等工程。

本府：161,044
合計：57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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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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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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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2,675

工程建築及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 配合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進 中央：64,080
設備—建築 廟湯山營區第三條聯外 駐，將既有周邊道路路段重新規劃連結， 本府：0
工程

道路暨場區連絡道 A 段 改善既有道路交通品質，以便利農產品運 合計：64,080
擴、整建工程

輸，提升地方經濟並可推動休閒觀光，帶
動該區域整體發展。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 配合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進 中央：51,110
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擴 駐，將既有周邊道路路段重新規劃連結， 本府：26,490
整建工程

改善既有道路交通品質，以便利農產品運 合計：77,600
輸，提升地方經濟並可推動休閒觀光，帶
動該區域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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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1,100
合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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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239,378

工程

包及施工。

及養護工程經費
二、

合計：23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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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針對交通流量大、人口密集區域辦理道路 本府：435,000
更新改善。

辦理本市橋梁維修及檢 一、

合計：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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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

彙整檢測結果評估經費後於隔年度 合計：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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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務品質。

本府：42,000
合計：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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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44,194
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4,511
合計：48,705

工程建築及 辦理公園綠地委託民間 一、

結合社會資源，以「在地人管理在 中央：0

設備—公園 經營管理及認養

地事」的社區總體營造精神，鼓勵當 本府：3,600

及路燈設施

地里長、社區理事長等地方人士認養 合計：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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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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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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辦理公園各項設施 一、辦理公園環境修繕。
修繕及管理維護

中央：0

二、持續辦理公園內各項現有設施及設備 本府：12,400
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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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闢建公園綠地，同時配合當地特色， 中央：0
劃設計及工程事宜

重塑地區性主題式公園，除綠地面積倍增 本府：395,259
外，公園施作品質及管理維護策略也大為 合計：395,259
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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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20,000
較強之 LED 燈，除了提升既設路燈發 合計：20,000
光亮度及照射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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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汰舊 本府：13,687
換新高亮度之 LED 燈，打造安全的居 合計：13,687
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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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業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247,562
合計：24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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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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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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第一 工程

範圍包含路基、路面及排水溝渠等， 本府：77,040

大隊工程

爲道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

合計：7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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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空污防制設備

制設備，定期辦理空污檢測、濾帶更新及 本府：1,000
購買二氧化氯除臭劑，減少生產瀝青混凝 合計：1,000
土過程產生異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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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108,802
撫育工程

管理維護。

合計：10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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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護工作之行政管理

中央：0

行政業務，提升業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本府：105,645
合計：10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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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100,000

大隊工程

增進道路交通便利及順暢。

費
二、

合計：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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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36

為道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勞務設 合計：1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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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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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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修工程經費

立道路巡察機制及道路破損立即作修 本府：10,000
復。

合計：1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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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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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及搶修工程經費

即修，確保安全。

本府：3,000

二、 辦理行道樹竄根、隆起及補植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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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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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設備—第三 及附屬設施養護工程

基、路面、橋梁及排水溝渠等，以增 本府：100,968

大隊工程

進道路交通便利與順暢。

合計：10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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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附屬設施路面刨除加封
及養護工程

急迫性列入辦理發包施工。

本府：100,275

二、爲道路養護改善之機動性，勞務設計 合計：1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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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搶修工程

立道路巡查機制及道路破損立即作修 本府：10,000
復。

合計：1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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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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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及搶修工程

即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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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園及道路植栽及綠美化
維護工程經費

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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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6,400
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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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升業務行政效率及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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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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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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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理－建築管

二、建立建築物地籍套繪資料數位化。

本府：500

理

三、設置建管服務資訊網站。

合計：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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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二、 委請專業人士（委員會），為民解決、本府：0
調解法律疑議及爭議。

合計：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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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中央：0
築推動計畫」並打造本

物外殼節約能源設計，落實「臺南市 本府：0

市為低碳城市

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合計：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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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6,300
驗。

二、

合計：6,300

修正「臺南市建築工程施工中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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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違章建築認定、拆除業務及會辦事項。中央：0

理－使用管

二、

理

配合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杜絕防止 本府：5,800
違章建築之發生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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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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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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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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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報以維公共安全。
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督導。

本府：4,430
合計：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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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6
無障礙設施。

二、

本府：1,008

補助本市原有住宅五層樓以下公寓 合計：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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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1,200
新重視騎樓順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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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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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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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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0
理－採購品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以 讓辦理採購相關同仁增加對政府採購相關 本府：74,171
管

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法令之職能，依政府採購法辦理領標、投 合計：74,171
辦理政府採購業務，並 標採構招標程序，並推動機關採購作業程
配合推動採購電子化； 序標準化、制度化。並配合推動採購電子
增進同仁對政府採購相 化，全面採電子領標，111 年度電子領標預
關法令之職能，訂定採 計達成率 100%，另配合工程會推動公開取
購招標作業程序，提升 得電子報價單。
採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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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饋機制，加強本府各機 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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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將依據相關政策及規定件數辦
理制度，提升施工品質 理查核。有效發揮施工查核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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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公共工程運作機制， 作機制，列管民眾通報案件辦理情形，以
協助及早發現缺失謀求 確實解決民眾通報反映情事，並加強查核
改善

通報案件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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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提升各機關工程 立品管制度，111 年度預計辦理約 6 場以上
品質及履約管理能力， 教育訓練或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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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檢試驗統一作業機 公開遴選合格實驗室的方式，將實驗室遴
制之建立與執行，強化 選主導權回歸機關，並由機關付費給實驗
材料品質管控

室，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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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使本
生命週期品質管理，辦 府工程之效能發揮最大效益，除工程施工
理工程規劃設計及維護 查核外，辦理工程訪視將維護使用意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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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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使用查核或訪查， 饋設計與施工階段，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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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業務管 落實辦理本市公共設施 一、
理－工程企 管線圖資更新暨道路挖

預為辦理計畫型及新建房屋挖掘整 中央：5,800

劃

掘管理相關業務

合業務並協調推動重大工程進度。
二、

本府：1,100

辦理本市道路挖掘復舊品質抽查驗 合計：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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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辦理本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補正
更新維護。

六、

辦理本市公共設施管線圖資更新系
統維護。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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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作，以提升工程執行績
效

本府：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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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276

彙整各項工程資訊，以整合協調施 本府：3,915,336
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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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4,513,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