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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本局依法令規定掌理本市各區之區里行政、自治業務、

選舉業務、宗教禮俗、戶政業務、兵員徵集及勤務管理等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本局置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專門委員，下設六科

五室，編制員額 99 人、工友 4 人，共計 103 人。其內部分層業務如下: 

1. 區里行政科：行政區劃、區政監督、區里組織、區里行政人員講習、

考核、獎懲、督辦全民健保第五、六類投保事宜、里鄰長福利及區級

災情監控等事項。 

2. 地方自治科：臺中市議會聯繫事務、自治行政、公民投票、協辦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守望相助、里建設小型

工程及區里活動中心之管理、輿情整合及及不屬各科一般民政等事項。

3. 宗教禮俗科：宗教、寺廟、教會（堂）之登記輔導、宗教、宗教財團

法人申請設立之輔導、祭祀公業、禮俗業務、殯葬管理等事項。 

4. 戶政科：戶籍行政、國籍行政、戶籍登記、戶籍統計、道路命名、門

牌編釘、各類證明文件核發、便民服務、戶政人員教育訓練、戶政資

訊化之規劃、執行及戶政事務所業務之監督考核等事項。 

5. 勤務管理科：義務役役男與其家屬權益、義務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

傷殘、死亡人員慰問及善後處理、役男入營輸送作業、國民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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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軍人管理、替代役服勤及備役管理、勞軍業務、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業務、全民國防教育（社會教育）等事項。 

6. 兵員徵集科：兵籍調查、役男體檢、役男驗退或申請複驗、役男抽籤、

常備兵徵集、替代役申請及徵集、免禁役申核、緩徵緩消作業、延徵

作業、補充兵及提前退伍申請入出境及僑民管理、妨害兵役、兵資移

轉及異動管理（含預、士官）、入營事故處理等事項。 

7. 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制、研考、財產

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公共關係、新聞發布及不

屬於其他科、室之事項。 

8. 資訊室：民政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設計及業務支援、網站及電腦軟硬

體設備之管理維護、資訊應用訓練與諮商、辦公室自動化之策劃推動

等事項。 

9.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10. 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業務。 

11. 政風室：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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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系統表 

機關名稱 一級單位名稱 二 級 單 位 名 稱 

臺中市政府 

民政局 

區 里 行 政 科 
  

地 方 自 治 科 
  

宗 教 禮 俗 科 
孔廟忠烈祠聯合

管理所 
生命禮儀管理所 

戶 政 科 各區戶政事務所  

勤 務 管 理 科 
  

兵 員 徵 集 科 
  

秘 書 室 
  

資 訊 室 
  

人 事 室 
  

會 計 室 
  

政 風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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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編制表 

類   別 
法定編制 

員額 

本年度預算 

員額 

上年度預算 

員額 

與上年度預算 

員額比較增減 

職員 99 99 90 +9 

工友 4 4 4 0 

合計 103 103 9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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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1、歲入部分：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決算數佔預算數％ 

罰款及賠償收入 100 113  113.00％ 

財產收入 - 56  - 

補助收入 62,595 59,067  94.36％ 

其他收入 - 5,409 - 

合    計 62,695 64,645 103.11％ 

2、歲出部分：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決算數佔預算數％ 

一般行政 117,884 90,596  76.85％ 

區里行政 31,182 30,429  97.59％ 

自治業務 10,340 4,563  44.13％ 

禮俗宗教 6,954 6,511  93.63％ 

戶政業務 50,100 49,552 98.91％ 

兵員徵集 34,906 34,731 99.50％ 

勤務管理 70,037 57,363 81.90％ 

第一預備金 31 - -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36 6,034 99.97％ 

合    計 327,470 279,779  85.44％ 

備註：第一預備金預算數 5,400 千元，已動支 5,369 千元，剩餘數 3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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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歲入部分：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截至 6 月底實收數 實收數佔預算數％ 

罰款及賠償收入 100 600  600.00％ 

財產收入 12 15 125.00％ 

補助收入 53,836 36,381  67.58％ 

其他收入 103 125  121.36％ 

合    計 54,051 37,121 68.68％ 
 

2、歲出部分：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截至 6 月底實付數 實付數佔預算數％ 

一般行政 152,715 59,242  38.79％ 

區里行政 30,927 12,289  39.74％ 

自治業務 22,760 5,884  25.85％ 

禮俗宗教 7,077 2,816  39.79％ 

戶政業務 23,213 2,382 10.26％ 

兵員徵集 36,322 25,057 68.99％ 

勤務管理 58,953 25,284 42.89％ 

第一預備金 2,500 - - 

一般建築及設備 36,480 12,472 34.19％ 

合    計 370,947 145,426  39.20％ 

備註：第一預備金預算數 2,500 千元，已動支 1,846 千元，剩餘數 654
千元。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2 年度 

 03100-7 

三、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本年度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 

1. 辦理行政區域及里鄰編組調整審核、區里行政業務督導、基層幹部訓練、

研習、考核、表揚及里長福利互助等事項，以持續強化基層組織。 

2. 督導區政推動情形，傳達市政重要指示，適時辦理各類相關區里座談會，

協助各區公所及里長解決業務執行之瓶頸，並持續推動性別主流化。 

3. 加強里幹事服務效能，即時反映地方及社會輿情，使市政推動更貼進民

眾需求。 

4. 健全區政管理系統功能，提升區、里建議案件之執行效率。 

5. 加強區公所為民服務功能，推展各區公所為民服務單一櫃檯系統等創新

便民服務，協助推動在地化便民服務各項措施，以精進區公所為民服務

品質。 

6. 維護多元化區里緊急通報系統，增強區級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及指揮調度

能力。 

7. 推動區里防災、擴大民眾參與，以培養民眾災害初期之防救知識與自救

能力。 

8. 府會行政業務聯繫及府會連絡員輪值工作事項。 

9. 推行守望相助工作，加強輔導區里守望相助隊發揮協助治安維護功能。 

10. 輔導各區公所修繕、興建各里活動中心，並落實公安維護及逐步推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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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資訊網路化。 

11. 推展區里基礎建設業務，協助地方改善軟、硬體設施。 

12. 督導各區公所辦理里民大會及里基層建設座談會，並將議決案登錄區政

管理系統列入追蹤管制。 

13. 輔導宗教團體健全組織及財務管理、舉辦宗教團體業務觀摩及座談會、

宗教團體負責人聯誼參訪、表揚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績優單位、神

明會及祭祀公業輔導。 

14. 建立「全國宗教團體資訊系統」，便利民眾瞭解、落實網路政府政策。 

15. 端正禮俗宣導及禮儀研習，加強宣導低碳城市、婚嫁節約、性侵害及性

騷擾防治等落實政策宣導等。 

16. 生命禮儀業務督導管理，改善公墓火葬場生命禮儀管理所之環境與設備

及服務，以提昇殯葬服務品質。 

17. 推廣火化塔葬，實施公墓 10 年輪葬制度以增加埋葬容量，並鼓勵「火化

塔葬」方式，減少墓地使用面積，使多元環保葬法能賡續推動。 

18. 落實殯葬服務業考核機制，並辦理禮儀講習，續辦本市私立殯葬設施、

生前契約評鑑及殯葬禮儀服務業之評鑑。 

19. 辦理員工訓練，為實施殯葬設施之人員正確操作及確保機具正常運作，

本市生命禮儀管理所均每年辦理員工在職訓練，聘請專家予以實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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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20. 為確保本市生命禮儀管理所同仁之身體健康，每年均編列預算辦理員工

健康檢查及文康活動。 

21. 弘揚孔子學說及推廣中華文化、辦理六藝研習及文教活動、孔廟忠烈祠

設施管理維護、舉辦各項祭典及祈福許願活動。 

22. 改善社會風氣推展合時禮儀、促進祭孔禮儀文化永續傳承、未婚聯誼活

動、規劃主題式聯合婚禮、成年禮示範觀摩榮譽化及二二八和平紀念音

樂會活動及禮儀宣導講習模擬情境化等。 

23. 辦理各項戶籍登記作業，落實戶籍行政業務管理。 

24. 國民身分證製發管理、人口統計分析及人口政策宣導。 

25. 加強戶政人員教育訓練及法令宣導，增進其專業知能暨提昇服務績效。 

26. 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適應輔導，提供新移民單一窗口服務。 

27. 戶役政系統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延續建置，強化戶籍資訊有

效管理及安全防護。 

28. 規劃本市道路命名暨門牌編釘作業，及持續宣導「中正路-臺中港路-中

棲路」統一命名為「臺灣大道」，俾利市政業務順利推展。 

29. 配合內政部戶政業務評鑑，針對各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戶政業務考核。 

30. 建置印鑑數位化比對系統，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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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規劃辦理成家福袋，傳達對市民的祝福與關懷。 

32. 戶政科增一股，辦理人口政策及新移民照顧輔導業務，尊重多元文化發

展。 

33. 維護服兵役役男及其家屬權益，辦理在營軍人、替代役役男及其家屬優

待扶助事項、征屬各項補助費、健保醫療補助費、入營輸送作業、死亡

軍人遺族、義務役傷殘人員慰問、軍民服務連線等業務。 

34. 依替代役役籍管理辦法，辦理替代役服勤及各項異動業務，依替代役備

役役男管理辦法，辦理服勤編管、除役、免役、禁役、回役作業。 

35. 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並結合災防會報、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協

助支援災害搶救。 

36. 依據後備軍人管理規則、召集規則及有關法令，辦理後備軍人歸鄉報到、

各項異動案件、後備軍人緩召作業、後備軍人管理業務督導考核及資料

清查、役政資訊業務等。 

37. 依全民國防教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全民國防教育（社會教育部分）業務。 

38. 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役男徵兵處理。 

39. 落實 83 年次役男兵籍調查作業。 

40. 充分運用本市轄區內公立醫療資源辦理役男體檢、專檢、複檢作業，為

役男健康把關及精確體位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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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為加強便民服務措施賡續辦理外縣市役男代檢網路預約申辦作業。 

42. 以主動積極的精神協助服務役男作好入營前之各項認知提升役男在部隊

生活適應能力。 

43. 依據採購法及相關規定執行預算，以節約政府支出，合理分配資源為目

標，落實執行各項業務推動。 

44. 強化本局及戶政事務所網站服務，提供即時為民服務訊息。 

 

  

（二）、本年度預算提要及成本估計： 

1. 歲入部分：歲入預算數 53,570 千元，包括罰款及賠償收入 100 千元，規

費收入 2 千元，財產收入 21 千元，補助收入 53,442 千元，其他收入 

5 千元。 

2. 歲出部分：歲出預算數 346,816 千元，包括經常支出 293,366 千元，資

本支出 53,450 千元，茲按業務計畫分列如下： 

(1) 「一般行政」預算共 127,326 千元，包括人事費 114,613 千元、業務費

12,395 千元、獎補助費 318 千元。 

(2) 「區里行政」預算共 25,408 千元，包括人事費 208 千元、業務費 19,240

千元、獎補助費 5,960 千元。 

(3) 「自治業務」預算共 7,274 千元，包括人事費 180 千元、業務費 1,77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2 年度 

 03100-12 

千元、獎補助費 5,324 千元。 

(4) 「禮俗宗教」預算共 7,363 千元，包括人事費 110 千元、業務費 7,253

千元。 

(5) 「戶政業務」預算共 26,471 千元，包括人事費 200 千元、業務費 26,271

千元。 

(6) 「兵員徵集」預算共 35,501 千元，包括人事費 280 千元、業務費 5,631

千元、獎補助費 29,590 千元。 

(7) 「勤務管理」預算共 61,743 千元，包括人事費 120 千元、業務費 11,639

千元、獎補助費 49,984 千元。 

(8) 「第一預備金」預算共 2,280 千元，包括預備金 2,280 千元。 

(9) 「一般建築及設備」預算共 53,450 千元，包括設備及投資 53,450 千元。 

 

四、其他分析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