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108 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所依據臺南市政府108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108年度施政綱要，並配合業
務需要及核定預算額度，編訂108年度施政計畫。其計畫目標與重點如下：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民政業務：
(一) 積極督導里政業務，促進地方區政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1、召開里長聯繫會報、里幹事工作會報，建立交流平臺。
2、加強里鄰管理及里幹事服勤，發揮里鄰工作效能。
3、促進地方基層建設及精神倫理活動，提昇生活品質。
4、強化里活動中心管理，空間充分利用辦理文化藝術等靜態展覽及動態表演
活動。
(二) 推動低碳永續綠城市，打造清淨家園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1、營造友善環境衛生，落實登革熱防治工作。
2、加強空地空屋管理，推動閒置空地綠美化。
3、推動健康城市美麗家園政策。舉辦社區環境清潔競賽。
(三) 培植災害防救能力，健全災害防救機制：(業務成果面向)
1、辦理災害防救訓練講習暨災情查通報，提升災害預防及搶救能力。
2、協助各里建立完整防災編組與分工，健全區里防救災體系。
(四) 提供優良的殯葬設施，加強服務效能品質：(業務成果面向)
1、提升殯葬禮俗文化，改善殯葬環境與設施。
2、推動本區公墓遷葬，以活化土地再利用。
(五) 積極維護役男權益，以加強服務與照顧：(業務成果面向)
1、推動替代役備役管理、徵訓與編組訓練。
2、辦理役男身調、體檢、抽籤與梯次徵集入營，補充國軍兵員。
3、加強維護在營軍人權益，照顧徵屬遺族生活，激勵民心士氣。
4、加強後備軍人管理及編組與訓練， 奠定戰時動員之基礎。
5、替代役申辦事項及徵集業務，替代役男履行公共事務或社會服務。
(六) 積極推展調解業務，排解民間糾紛：(業務成果面向)
辦理民事及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調解、法律諮詢服務等業務，紓解訟源。
(七) 落實地籍清查、耕地三七五租佃業務：(業務成果面向)
1、推動地籍清理業務、釐整地籍、促進土地使用，健全土地管理。
2、強化耕地租佃管理，辦理三七五租約清查變更登記、爭議調解調處業務，
調和業佃雙方權益。
(八) 祭祀公業派下員名冊公告、核發及變動業務：(業務成果面向)。
二、人文業務
(一) 建構優質圖書空間，推動多元閱讀：(業務成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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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圖書館核心服務，加強館際合作服務。
2、辦理閱讀推廣服務，分齡分眾推廣各項閱讀與活動。
3、加強硬體空間規劃，充實豐富館藏，改善整體閱讀環境。
(二) 配合在地文化特色，推廣地方觀光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1、因應臺南水道博物館開放，整合觀光資源、特產與文化特色，創造觀光產值。
2、規劃相關軟硬體服務設施及景觀維護，提升觀光遊憩功能，建立友善旅遊環境。
(三) 落實廟會與宗教文化優質化：(業務成果面向)
1、輔導寺廟健全運作、受理寺廟異動及變更登記表證與圖記。
2、輔導金銀紙減量、減少燃放爆竹。
三、社會業務：(業務成果面向)
(一) 建構完善急難救助網絡，扶助弱勢及急難家戶：(業務成果面向)
1、 加強宣導馬上關懷及市急難救助福利服務。
2、 建立多方通報系統，由里長、社區、里幹事、警政等主動發覺及通報，俾利救助於即
時。
(二) 落實並簡化社會福利申辦流程，加強照顧弱勢家庭：(業務成果面向)
1、結合愛心會及社會資源，辦理寒冬送暖、低溫關懷、物資發放等。
2、協助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申辦國民年金保費減免，減輕經濟負擔。
(三) 落實照顧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使其安全健康成長：(業務成果面向)
1、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健保補助、醫療費用補助等，減輕家庭照顧者
壓
力。
2、主動協助個案家庭申辦早期療育費用補助及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費用補助。
3、受理本區生育津貼補助申請時，主動宣導新制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
(四) 促進婦女權益及婦女福利服務：(業務成果面向)
1、辦理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教育補助、生活津貼、訴訟補助及托育津貼經濟
扶
助。
2、落實社會安全網之家暴防護，結合里幹事、里長及警政單位主動通報並協助。
(五) 便捷身心障礙者福利申辦流程並強化生活照顧：(業務成果面向)
1、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津貼補助、輔具費用補助申請，並視個案需求協助辦理租屋
補助、
愛心手鍊、居家服務、愛心送餐等各項服務。
2、主動通知並協助身心障礙者辦理身障鑑定、換證、身障停車證申辦及相關需求評估。
(六) 保護老人居家安全，提升老人經濟保障及生活照顧：(業務成果面向)
1、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健保補助、住院看護補助等經濟扶助，使其免於因經濟
匱乏而降低生活品質。
2、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提供其子女因照顧重度失能父母而無法外出工作之
經濟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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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改善補助，協助修繕住屋以提升居住安全。
(七) 打造完善長期照顧服務網絡：(業務成果面向)
1、配合推動長照2.0政策，落實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2、鼓勵社區關懷據點申請長照C級據點服務，擴大服務內容及面向。
3、落實社區關懷據點功能，提供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康促健及延緩失能服務，達成
社區自主關懷目標。
4、結合專業師資於各里辦理失智宣導及健促活動，提升區民對失智症之認知及增加照護
之常識。
(八) 扶植社區組織成為在地福利服務串聯平台：(業務成果面向)
1、輔導社區會務及財務正常運作，進而拓展多元服務。
2、建立社區互助系統，藉由陪伴、在地支援，強化社區自主關懷，達成福利社區目標。
3、鼓勵社區辦理長青學苑，促使老人參與團體活動，延緩老化。
4、協助社區推動社區營造，鼓勵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凝聚區民意識、型塑地方特色並帶
動整體發展。

四、行政業務
(一) 彙編施政計畫策定區政發展方向，精進為民服務品質提升行政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1、確保機關施政效能與本所之整體施政方向相契合。
2、完備基礎服務項目，維持服務一致性；塑造友善溝通環境，專責服務態度。
3、落實全程服務、申辦便民理念；關懷多元對象，提高服務可近性。
(二) 健全機關文書檔案管理，強化公文處理績效：(業務成果面向)
健全檔案管理工作與資訊網路環境，提升文書處理品質；建立電子化政府。
(三) 塑造廉能、健康、友善辦公廳舍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1、強化採購業務、事務工作及公有財產管理，提升採購相關人員專業能力，達到廉潔、
效能並重之目標。
2、推動本所廳舍節約能源措施、軟硬體設施之改善及四省措施，落實節能環保政策。
3、加強公共設備管理維護及環境清潔綠美化，營造低碳健康辦公環境，便利民眾洽公。
(四) 落實員額精簡政策，覈實管控人力：(行政效率面向)
依據勞動基準法、市府相關規定，執行工友與臨時人員管理工作；貫徹工友、技工及駕
駛員額精簡政策，有效彈性運用人力。
(五) 審慎辦理國賠及訴願案件等法制業務：(業務成果面向)
強化法規審查功能，提升法制作業品質；發揮訴願制度功能，落實行政救濟精神；依法
決定國家賠償案件，保障民眾權益。
(六) 落實管制追蹤，有效提升執行績效：(行政效率面向)
1、列管工程案件、區長指示事項，按月追蹤列管案執行進度，落後案件即請積極趕辦。
2、提升公文E化效率，有效管控公文處理及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時效，確保依限辦結；逾期
案件系統主動通知稽催至結案止。
(七) 良好媒體溝通平臺，以強化區政宣導：(業務成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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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合平面與電子媒體、廣播電台、網路等多元管道，發布新聞或民眾權益重要訊息。
2、運用本所官方 facebook 粉絲團呈現區政動態、宣傳地方特色文化及各項活動。
五、農建業務(業務成果面向)
(一) 辦理農林糧漁畜牧類、水保類各項工作：(業務成果面向)
1、調整耕作制度，活化休耕農地。
2、發展優質農產品牌，開拓農產多元行銷。
3、推動農村再生計畫，促進農村活力再現。
4、舉辦文化產業活動，建立水果美食品牌。
5、配合推動植樹造林、綠化環境。
6、健全動物疾病防疫，落實動物保護工作。
7、加強山坡地監督管理及水土保持。
8、舉辦農村採集活動，體驗農民的生活。
(二) 公共建設業務：(業務成果面向)
1、賡續推動公有建築物及公共工程之建設、維護與修繕。
2、改善公園各項設施，打造優質休憩活動空間。
3、配合民生用水電等需求，受理各管線單位申請挖掘道路路權核定。
(三) 道（農）路、橋樑、水利、建管業務：(業務成果面向)
1、辦理道(農)路、橋梁工程建設，以維通行安全。
2、提升道路管養效能，維護地方民生經濟。
3、加強管理交通安全設施、交通號誌、標誌(線)。
4、加強排水水利工程建設，維護各河川、排水暢通。
5、加強區域排水疏浚及雨水下水道開孔檢查疏浚作業。
6、推動建立自主防災社區，落實非工程手段防災措施。
7、違章建築處理及建築線指定等業務。
8、活化工業區土地有效利用，帶動地方發展及創造就業機會。
六、人事室：綜理人事管理、任用考訓、給予業務(業務成果、組織學習面向)
（一）精實配置公務人力，發揮最大運用效能。
（二）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
（三）公開公正拔擢人才，提升公務人力素質。
（四）深化績效導向之考核制度，落實獎優懲劣。
（五）因應年金改革，執行退休關懷及照護業務。
七、會計室：籌編年度預(決)算，提高預算執行率(財務管理面向)
（一）審慎籌編 109 年度預算，將有限財源作最有效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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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計畫實施進度，辦理分配預算，嚴密收支控制，加強預算管理。
（三）提高預算執行率，推動節流措施有效使用經費。
（四）審慎籌編 107 年度決算，作為檢討改進之參考。
（五）發揮機關內部審核之功能，杜絕不當預算支出。
（六）維護更新統計資料，推廣資料公開化與電腦化。
八、政風業務：加強推動政風預防業務，落實公務機密維護(業務成果面向)
（一）賡續推行陽光法案，型塑廉能透明環境。
（二）積極進行社會參與，宣導國家廉政理念。
（三）深入基層廉政扎根，廣蒐廉政興革建議。
（四）落實採購監辦，建立公開透明採購程序。
（五）推動廉政細工專案計畫，加強內控機制。
（六）落實公務機密維護，加強資訊內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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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
要施政計畫
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

實施內容-簡要

計畫項目

（單位：千
元）
(未含人事費)

民政業務
民政工作
暨
民政建築及設備

區政業務 一、一般民政

6,935

(一) 督 導 里 政 業 務 ， 召 開 里 長 業 務 聯 繫 會 報 及 里 鄰 長 訓 練
講習。
(二) 落 實 活 動 中 心 管 理 、 維 修 及 設 備 購 置 ， 無 障 礙 設 施
改善，有效改善公共空間，提升使用率。
(三) 辦理地方基層建設暨精神倫理活動。
(四) 提案申請辦理第二公墓周邊環境綠美化工作計畫。
(五) 研議改善懷恩堂建物及環境使用空間等計畫。
(六) 落實三七五租約管理，消弭耕地租佃爭議，健全市有耕地管
理，積極維護公產權益。
(七) 推展調解業務，協助民眾儘速解決紛爭問題，提升調解
服務品質及功能。
(八) 強化民眾法律扶助諮詢服務，解答法律疑義。
二、災害防救業務
(一)每年舉辦2次災害防救業務會報及辦理災害預防、災害
緊急應變對策、災後復原重建、災害防救會報認為必要之相
關事項。
(二)強化基層災害防救應變能力，落實辦理各項防災演練，建立
完整防災編組與分工。
三、國民教育與體育活動

(一) 每年召開2次強迫入學委員會會議。
(二) 入學通知單分送工作。
(三) 國民教育宣導推行事項。

(四) 舉辦羽球及慢速壘球活動及配合其他體育活動推廣。
四、環境衛生業務
(一) 維護環境衛生及登革熱防治工作。

(二) 每個月定期市容查報工作，推動環境清潔日。
(三) 運用公私部門及社區資源，推動美麗新家園空地綠美化，預
計完成1,000平方公尺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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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

實施內容-簡要

計畫項目

（單位：千
元）
(未含人事費)

(四) 每年舉辦3次以上防疫志工研習活動及訓練。

(五) 完成本區7個里推動低碳城市認證作業。
五、役政業務
(一)辦理役男徵兵處理及國民兵異動管理。
(二)辦理生活扶助，照顧在營軍人家屬及遺族。
(三)辦理後備軍人及替代備役管理與清查業務。
(四)辦理替代役申請及役男徵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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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

實施內容-簡要

計畫項目

（單位：千
元）
(未含人事費)

文化業務
文化工作

人文業務 一、

配合各寺廟宗教活動召開協調會議，加強宣導低碳政策，

落實宗教優質化政策。
二、

輔導宗教團體健全宗教團體會務、管理制度化，受理寺廟異

動
及變更登記表證與圖記。
三、

祭祀公業派下員名冊公告、核發及變動業務。

四、

善用本區資源，結合現有人文古蹟、產業文化、農村生態等

辦理相關活動，活絡觀光休閒產業。
五、

加強景觀整體規劃改造，建置觀光導覽系統。

六、

推動區圖書館閱讀環境優質化，充實多元館藏提升質量，

滿
足多元閱讀需求，提升服務品質與民眾利用率。
七、配合圖書館多元化服務功能，今年閱讀率將提升5%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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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

（單位：千

實施內容-簡要

計畫項目

元）
(未含人事費)

社政業務
社政工作

社政業務

一、建構完善急難救助網絡，扶助弱勢及急難家戶。
二、簡化各項社會福利申辦流程，加強照顧弱勢家庭。
三、結合愛心會及社會資源，辦理寒冬送暖、低溫關懷、物資發放等
活動，本年度預計辦理 3 場次弱勢關懷活動。
四、協助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申辦國民年金保費減免，減輕經濟負
擔。
五、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健保補助、醫療費用補助等，
減輕家庭照顧者壓力。
六、主動協助個案家庭申辦早期療育費用補助及弱勢家庭兒童托育
費用補助。
七、宣導並協助申辦新制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八、辦理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教育補助、生活津貼、訴訟補
助及托育津貼等經濟扶助。
九、落實社會安全網之家暴防護，結合里幹事、里長及警政單位主
動通報並協助。
十、便捷身心障礙者福利申辦流程並強化生活照顧。
十一、主動通知並協助身心障礙者辦理身障鑑定、換證、身障停車證
申辦及相關需求評估。
十二、保護老人居家安全，提升老人經濟保障及生活照顧。
十三、辦理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改善補助，協助其住屋修繕以提
升居住安全。
十四、配合推動長照2.0政策，落實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十五、鼓勵社區關懷據點申請長照C級據點服務，擴大服務內

容及面向，本年度預定新增1處C級據點。
十六、落實社區關懷據點功能，提供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
康促健及延緩失能服務，達成社區自主關懷目標。
十七、結合專業師資於各里辦理失智宣導及健促活動，提升區
民對失智症之認知及增加照護之常識，本年度預計上
下半年各辦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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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

（單位：千

實施內容-簡要

計畫項目

元）
(未含人事費)

社區業務

一、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會務及財務正常運作，進而拓展多元服務。
二、建立社區互助系統，藉由陪伴、在地支援，強化社區自主關懷，
達成福利社區目標。
三、鼓勵社區辦理長青學苑，促使老人參與團體活動，延緩老化。
四、協助社區推動社區營造，鼓勵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凝聚區民
意識、型塑地方特色並帶動整體發展，本年度預定輔導 3個社
區申請社區營造計畫。

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 一、釐訂年度施政計畫作業，策定本區施政發展方向。

行政管理

-

8,598

二、加強便民服務措施，實施電話禮貌測試，提升為民服務效能。

研考業務 三、落實列管重要工程、人民陳情(建議)案件，以加強處理品質。
文書檔管 四、打造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持續推動公文管理整合系統。
資訊業務 五、加強公文時效統計及管制，提昇公文處理績效。
廳舍管理 六、健全檔案管理業務，提供線上調閱、查詢等業務。
庶務工作 七、審慎辦理國家賠償及訴願等法制業務。
法制業務 八、辦理電腦設備維護、機房管理、網路環境建置工作。
九、強化資訊網路安全防護機制，促進資訊作業效能。
十、建立良好媒體溝通及服務平臺，加強新聞曝光度。
十一、塑造優質廳舍環境，辦理廳舍安全檢查、事務管理工作。
十二、強化採購業務，鼓勵參與教育訓練，增強同仁採購專業。
十三、積極推動節能環保政策、輔考「四省」措施。
十四、健全臨時人員僱用、管理及考核制度，以覈實管控人力。
十五、有效管理公有財產，落實公有財產妥善運用。

農業業務

農牧林政 一、

農業工作

、

二、

水土保持 三、
業

務

推廣安全用藥教育宣導及管理。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休耕農地。
加強農情資訊及農業天然災害查報。

四、

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及產業發展。

五、

結合農村文化，推動產業文化活動、農業旅遊。

六、

規劃花海觀賞區，營造優質生活與休閒空間

七、

落實永續農漁業，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八、

加強林政業務，獎勵輔導造林，落實保林護林。

九、

山坡地保育、取締山坡地濫墾(伐)及超限利用。

十、

家畜禽疾病疫情調查、健全動物保育防疫。

十一、 推動木瓜產業文化活動及採鳳梨體驗活動。

10

324

預算金額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

（單位：千

實施內容-簡要

計畫項目

元）
(未含人事費)

交通業務

公共建設 一、

交通工作

、

二、

工商管理 三、
業

務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公共設施維護工作，提供舒適安全生活環境。

6,761

加強公園管理維護，設施修繕及管理維護。
改善山仔頂公園環境與活化再利用。

四、

重新檢討與規劃公兒二公園之設施與配置

五、

區內路燈、行道樹管理維護。

六、

受理申請挖掘道路路權核定。

七、

更新活化工業區，發展良好投資環境。

八、

辦理違章工廠調查、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等工作。

一、

辦理道路開闢拓寬、橋樑新建改建等工程，以增進交

-

道路

交通建築及設備

、

二、

落實路平專案計畫，提供便利安全的車行環境

農路

三、

配合辦理道路養護及督導考核，提升道路品質。

、

四、

配合辦理工業區104-1 22米道路的擴寬工程。

橋樑

五、

重新規劃山上區道路指示標誌導覽系統計畫。

、

六、

辦理路燈新建及加強路燈維護服務

水利

七、

落實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制度，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

八、

修建河川堤防護岸，維護排水設施，儲備防汛材料。

建管

九、

改善維護下水道設施，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業務

十、

違建處理、建築物安全使用管理、建築線指定等。

2,500

通便利與順暢。

十一、 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凝聚社區自主防災力量。
一般行政
-

人事業務

行政管理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依照人事法令辦理員工各項福利措施，嚴密考核獎懲及有關人事
管理等業務。

行政管理預算金
額內辦理。
併於一般行政-

會計業務

依照主計法規辦理預算編製、分配之歲計業務，督導各項預算執行、
經費收支、帳務處理之會計決算業務，並兼辦各項統計作業。

一般行政
-

併於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預算金
額內辦理。
併於一般行政-

政風業務 辦理端正政風、公務機密維護及機關安全維護工作。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預算金
額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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