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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民政乃市政之基石，堅持「以民為尊」的服務理念為市民服務；有鑑於

此，本局秉持市長「行動政府」的理念與「以人為本」的大臺中城市發展策

略，將以科技、多元、與培力三大原則來服務台中市民，建立政府與民眾良

好的溝通管道，並與市府團隊共同合作，打造臺中成為「生活首都」。 

本局年度施政重點：打造里鄰安全 宜居城市、為民服務優質化 營造幸

福城市、活化公有空間及硬體設備充實、營造綠色宗教環境與文化、順暢役

男徵兵處理作業、活化公墓用地 加強推動多元環保葬及改善本市殯葬設施。 

一、 打造里鄰安全、宜居城市(策略績效目標一) 

(一) 本市成立之「愛鄰守護隊」係運用在地區里鄰關懷系統，提供包含衛

生醫療、社會福利、長期照顧、居家環境等服務及資源，發揮里仁為

美、鄰近關懷及在地守護精神，強化社會最基層之安全網路，期以保

障市民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二) 為輔導新住民順利適應我國生活，依新住民不同之需求，除了開辦

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供新住民上課學習外，亦視新住民家庭生命

週期開辦機車考照輔導或親子教育為主題等課程，除了幫助新住民

儘早適應我國生活外，亦增加其生活知能，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及

經營美滿家庭之能力。 

(三) 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之上課內容除了規劃居留、定居、歸化等基

礎課程外，亦因地制宜融入當地風俗文化課程，使新住民除了瞭解

本身之權益外，亦可自然而然融入我國社會文化，此外另加入動態

多元教學，使課程內容更加生活化，以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

力，本年度預計規劃招收上課人數至少 240 人次以上，提供新住民

有較多之學習機會。 

二、 為民服務優質化、營造幸福城市(策略績效目標二) 

(一) 透過里鄰長研習會，向各區里鄰長們宣導區政管理系統「人民生活

福祉」項目之查報，提升事件查報及物件維護的效率，達成「路平、

燈亮、水溝通」的理念，並重申區政管理系統結案原則，增進案件執



 

2-3 

行之成效。 

(二) 舉辦未婚民眾聯誼活動：為鼓勵本市未婚民眾拓展社交生活領域，

增進彼此良好互動及情感交流，藉由辦理聯誼活動，鼓勵民眾勇於

追求幸福走入婚姻，提升本市婚育率。 

三、 活化公有空間及硬體設備充實(策略績效目標三) 

(一) 考量市府資源有限，為避免排擠其他重大建設之執行，並有效利用、

活化公有活動場所，本市除訂有「臺中市里活動中心興改建原則」以

規範里活動中心興建案外，將以「活化取代興建」為施政重點，由各

區公所落實登記各里活動中心使用情形，並定期檢討、研議改善或

研提活化方案，以提升各里活動中心使用率，並達到活化目的。 

(二) 為活化既有活動空間，年度定期就各里活動中心進行初步篩檢，針

對有需求里活動中心辦理修繕工程及充實內部設施設備，以提供更

優質活動場域及多元化服務，帶給地方居民更大效益。 

(三) 辦理六藝研習班及各種活動充分運用有限場所，以提升藝文氣息。 

四、 營造綠色宗教環境與文化(策略績效目標四) 

(一) 因應民眾環保意識提升，高度關心節能減碳等相關議題，本局將持

續推廣宗教場所低碳認證、一爐一香、紙錢減量、紙錢集中燃燒、減

少金爐、香爐數量等措施，以營造綠色宗教環境與文化。 

(二) 推動宗教團體團拜一炷香、使用環保禮炮車、響應紙錢集中燃燒、空

氣品質宣導旗幟推廣等措施，以達到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 

五、 順暢役男徵兵處理作業(策略績效目標五) 

(一) 配合內政部役政署各軍種各梯次徵集計畫配賦員額辦理本市各區役

男徵集計畫及交接作業，並積極爭取徵集員額，紓緩滯徵情形。 

(二) 規劃役男徵兵檢查作業時程，推動役男於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衛

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及國軍臺中總醫院分梯受檢，提升徵兵檢查品質，

降低役男進行專科檢查之人數。 

(三) 透過滿意度問卷調查，以瞭解各方評價隨時改進完善「新兵樂-役男

體位區分查詢系統」，以提供役男更完備之服務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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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化公墓用地、加強推動多元環保葬及改善本市殯葬設施(策略績效

目標六) 

(一) 國人火葬觀念普及，土葬公墓用地需求降低，將清查現有公墓，積極

推動公墓禁遷葬；遷葬後的公墓用地，將辦理土地變更編定為公園

用地，或透過都市計畫土地通盤檢討，讓土地更妥善利用。 

(二) 配合內政部推動多元環保葬政策，以公墓公園化為目標積極規劃樹

葬區，辦理聯合海葬，並向市民推廣綠色環保葬法，使民眾能逐漸接

受節葬、潔葬的理念。 

(三) 加強修繕現有殯葬設施，以提高使用效益，期能提升為民服務的品

質及優質治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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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7年 

年度目標值 

一 
打造里鄰安全、宜

居城市(8%) 

一 
愛鄰守護隊普設

率(4%) 
1 

統計 

數據 

愛鄰守護隊招募里數/

總里數*100% 
96% 

二 

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導班上課滿意

度(4%) 

1 
統計 

數據 

對於上課學員進行課程

滿意度調查【(非常滿意

+滿意數)/回收問卷數】

*100% 

93% 

二 
為民服務優質化、

營造幸福城市(8%) 

一 

「 區 政 管 理 系

統」完成(結案)

件數執行率(4%) 
1 

統計 

數據 

完成(結案)件數/陳報

案件*100% 
90% 

二 

提升婚育率 -辦

理未婚民眾聯誼

活動成功配對數

(4%) 

1 
統計 

數據 
撮合配對數 95 

三 
活化公有空間及硬

體設備充實(12%) 

一 
本市里活動中心

平均使用率(4%) 
1 

統計 

數據 

實際使用場次/總可使

用場次*100% 
55% 

二 

里活動中心修繕

及內部設施設備

改善工程完成比

率(4%) 

1 
統計 

數據 

實際完成修繕或設施設

備改善工程之里活動中

心座數/總座數*100% 
16% 

三 
臺中孔廟空間利

用天數比例(4%) 
1 

統計 

數據 

空間利用天數/上班天

數*100% 
80% 

四 
營造綠色宗教環境

與文化(13%) 

一 
紙錢集中燃燒家

數比例(5%) 
1 

統計 

數據 

集中燃燒家數/寺廟總

家數*100% 
10.5% 

二 
紙錢使用量比例

(4%) 
1 

統計 

數據 

每年紙錢使用總量/104

年以前每年紙錢使用總

量*100% 
51% 

三 
宗教寺廟低碳認

證比例(4%) 
1 

統計 

數據 

認證家數/寺廟總家數

*100% 
6.4% 

五 
順暢役男徵兵處理

作業(12%) 

一 

常備兵、補充兵

及替代役徵集率

(4%) 

1 
統計 

數據 

每年實際徵集人數/內

政部役政署每年徵集配

賦總員額*100% 
100% 

二 

本市役男體檢施

行專科檢查人數

下降率 (4%) 

1 
統計 

數據 

役男專科檢查人數/役

男體檢總人數*1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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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7年 

年度目標值 

  三 

「新兵樂 -役男

體位區分查詢系

統」滿意度(4%) 
1 

統計 

數據 

[(非常滿意+滿意數)/

回收問卷數]*100% 
75% 

六 

活化公墓用地、加

強推動多元環保葬

及改善本市殯葬設

施(17%) 

一 
本市公墓禁遷葬

目標比率(5%) 
1 

統計 

數據 

禁葬公墓數量/現有公

墓數量*100% 
44% 

二 
樹葬案件之申請

數(4%) 
1 

統計 

數據 
申請樹葬案件數 750 

三 
聯合海葬申請人

數(4%) 
1 

統計 

數據 
申請人次 8 

四 
老舊殯葬設施修

繕數目(4%) 
1 

統計 

數據 

實際修繕設施處數/34

處殯葬設施*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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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打造里鄰安全、

宜居城市 

1. 愛鄰守護隊普設率 96% 1. 依據 105 年愛鄰守護計畫跨局處工作小組

會議決議「105-107年逐年開辦區規劃表」

辦理。 

2. 愛鄰守護隊從 104年南區試辦 22里隊、105

年 20個行政區 332里隊，擴大至 106年 29

行政區 587 里隊，現階段普設率已達

93.92%。 

3. 預計 107年度普設率達 96％。 

2. 落實推動新住民輔導

措施 

 

1. 鑑於國人與外國人或大陸、港、澳地區人民

通婚之情形日益增加，新住民因婚姻來臺展

開新生活，惟因民情風俗、語言、文化等，

常衍生生活適應、經濟扶助、親職教育、就

業輔導、人身安全及支持性等網絡服務需

求，為落實推動新住民輔導措施，及建立綿

密之網絡服務系統，並設置「臺中市新住民

事務委員會」，以民政局為對外聯繫窗口及

跨局處任務編組，透過整合行政資源、加強

各權責機關間橫向聯繫與溝通，以期有效落

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 

  2. 107 年度規劃開辦 10 班新住民生活適應輔

導班，由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承辦，課程於

6月至 9月陸續開課，預計招收學員 150人

次以上。 

  3. 預計於 107 年 6 月召開臺中市新住民事務

委員會，討論各機關照顧輔導措施業務工

作情況。 

  4. 彙整各機關辦理新住民課程、活動資訊，公

告於本局網站「新住民專區」，並持續更新

「新住民專區」資訊，以利新住民家庭瞭解

相關照顧及輔導措施。 

  5. 編修新住民資訊手冊，內容包括簽證、入出

國、停(居)留、定居、社會福利、人身安全、

交通、醫療衞生、教育學習、工作就業、財

稅、繼承、風俗民情、休閒育樂等生活資訊，

提供新住民使用，以協助新住民早日融入、

適應臺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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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6. 辦理移民節慶祝活動，紓解新住民對於原

屬國懷鄉之情，強化國人對於多元文化之

尊重，帶動國人與新住民共同體驗與相互

交流、享受多元文化的饗宴，讓新住民歡度

一個屬於自己的節日。 

  7. 於本市 29區戶政事務所設置新住民生活適

應輔導窗口，新住民均得於戶所上班時間

前往洽詢，並由專人負責解說，如事涉業務

專業性(如法律、就業、福利等)也協助轉

介，完善新住民照顧輔導網絡。 

二、為民服務優質

化、營造幸福城

市 

1. 透過各區年度「里鄰長

研習會」強化宣導區政

管理系統「人民生活福

祉」項目，提昇查通報

率。 

1. 經由「在職訓練」方式，於各區「里鄰長研

習會」強化宣導區政管理系統「人民生活福

祉」項目，增進第一線提供為民服務的里長

與鄰長們之自身知能與服務專業，讓道路、

水溝、公園、行道樹及路燈等事項有立即反

應，儘速維護的效率，大幅降低民眾不便感，

提昇人民對市府之信賴。 

2. 同時針對市府各一級機關及各區公所重申

「區政管理系統結案原則」，針對結案率偏

低之區公所與機關定期稽催提醒積極辦理，

提升案件執行成效。 

2. 舉辦未婚民眾聯誼活

動 

為鼓勵未婚民眾尋找適合結婚對象，辦理單身

民眾聯誼活動。 

三、活化公有空間及

硬體設備充實 

1. 活化利用里活動中心，

以提升使用率 

請各區公所每月定期統計各里活動中心使用情

形(使用率)，並針對使用率不佳之里活動中心

研議符合地方特性之改善或活化方案。 

2. 針對有需求里活動中

心辦理修繕工程及擴

充內部設施設備，以提

供優質活動空間。 

請各區公所評估轄管里活動中心使用情形，輔

導其編列或爭取相關經費，以辦理修繕或擴充

設備。 

3. 充分運用有限場所，以

提升藝文氣息。 

辦理六藝研習班及各種活動。 

四、營造綠色宗教環

境與文化 

1. 宗教場所低碳節能實

施計畫 

推廣宗教場所低碳認證、一爐一香、紙錢減量、

紙錢集中燃燒、減少金爐、香爐數量等措施。 

2. 宗教場所節能減碳實

施計畫 

推動宗教團體團拜一炷香、使用環保禮炮車、響

應紙錢集中燃燒、推廣空氣品質宣導旗幟等措

施。 



 

2-9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五、順暢役男徵兵處

理作業 

1. 入營徵集作業 1. 配合內政部役政署各軍種各梯次徵集計畫

賦員額辦理本市各區役男徵集計畫及交接

作業，並積極爭取徵集員額，紓緩滯徵情形。 

2. 於各常備兵、補充兵與替代役徵集梯次，發 

送「快樂入營去-七不五要」原則宣導文件

袋，在集合點叮嚀役男，並派員全程伴護役

男入營，表達本府對役男的重視與關懷。 

3. 採購入營役男徵集宣導品，服務照顧本市役

男。 

2. 降低本市役男體檢施

行專科檢查人數 

1. 訂定年度役男徵兵檢查實施計畫，調查役男

待檢人數，排定徵兵檢查日程表。 

2. 於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

院及國軍臺中總醫院安排役男分梯接受兵

役體檢。 

3. 體檢後針對身心有狀況的役男，另行安排專

科檢查。 

3. 提升「新兵樂-役男體

位區分查詢系統」滿意

度 

1. 提報參加政府服務獎。 

2. 隨時檢討精進系統，擴充及維護系統功能。 

3. 透過意見反饋瞭解民眾需求，以修改完備   

系統。 

4. 受理並辦理各類別替

代役申請及徵集入營

作業。 

依內政部公告向待徵役男廣為宣導替代役申請

作業，並依規辦理後續抽籤、徵集與交接事宜。 

5. 未役役男清查作業 1. 研訂年度未役役男清查實施計畫函送本   

市各區公所據以辦理。 

2. 按內政部役政署訂定役男出境及出境就學

清查作業要領，督導本市各區公所辦理役男

出境及出境就學後之清查、統計及後續之徵

兵處理作業。 

六、活化公墓用地、

加強推動多元環

保葬及改善本市

1. 推動公墓禁遷葬，活化

公墓用地。 

1. 公墓禁葬預計禁葬 10座，以達全市公墓禁

葬 80座，禁葬比例為 80(禁葬公墓

數)/177(全市公墓數)=45.2%。 

2. 公墓遷葬預計遷葬 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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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殯葬設施 2. 加強推動多元環保葬，

提高樹葬及海葬人數。 

1. 在公立殯葬設施發放多元環保葬宣導品，另

於適當公開場合宣導多元環保葬理念，以提

高民眾樹葬的意願，預計可達全年度申請樹

葬人數目標值 750人。 

2. 海葬預計辦理 2場次，每場次受理 6人次，

預計全年度參與海葬人數達 12 人，較目標

值多出 4人。 

3. 加強修繕現有殯葬設

施，提升殯葬設施服務

品質。 

1. 崇德殯儀館修繕項目包含汙水納管工程、冷

凍庫新建工程、小靈堂整修工程、丁級禮廳

裝修工程、更新監視器主機、更新電視牆主

機、廣播設備新設工程、禮廳辦公廳舍網路

整修，共計 8項。 

2. 大甲殯儀館修繕項目包含火化爐及燃燒系

統汰換更新工程及館區供電電源改善工程，

共計 2項。 

3. 烏日區、大甲區、沙鹿區及神岡區納骨堂增

設納骨櫃位。 

4. 烏日區及大雅區納骨堂增設牌位區。 

5. 太平區納骨堂老舊納骨櫃位修繕。 

6. 沙鹿區及梧棲區納骨堂增設防護網及烤漆

板以攔阻琉璃瓦掉落。 

7. 預計修繕處數為 19處，19(修繕處數)/34處

殯葬設施=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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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上(106)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106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打造里鄰安全、宜居

城市(8%) 

愛鄰守護隊普設率

(4%) 

80% 愛鄰守護隊招募里數/總里數*100% 

587/625*100%=93.92% 

106年度業已於本市 29個行政區，籌

組 587里（隊），普設率為 93.92%。 

新住民生活適應輔

導班上課滿意度

(4%) 

90% 對於上課學員進行課程滿意度調查

【(非常滿意+滿意數)/回收問卷數】

*100% 

(56+9)/65*100%=100% 

106 年度上半年已有大甲、烏日、大

雅及東區等 4區戶所開班授課，合計

共 65人受惠，問卷回收計 65份，其

中非常滿意 56份，滿意 9份，上課滿

意度目前 100%。 

二 為民服務優質化、營

造幸福城市(8%) 

「區政管理系統」

完成(結案)件數執

行率(4%) 

90% 完成(結案)件數/陳報案件*100% 

5,644/7,314*100%=77%。 

106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完成率為

77%。 

提升婚育率-辦理

未婚民眾聯誼活動

成功配對數(4%) 

90 106 年度辦理 8 場次未婚民眾聯誼活

動，目前已完成 7場次，累計成功配

對數計 76對。 

三 活化公有空間及硬

體設備充實(12%) 

本市里活動中心平

均使用率(4%) 

54.5%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本市里活動中心平均使用率約為

55.1%，高於原訂目標值 0.6%(實際使

用率仍須以全年度為主)。 

里活動中心修繕及

內部設施設備改善

工程完成比率(4%) 

14% 實際完成修繕或設施設備改善工程

之里活動中心座數/總座數*100% 

6/167*100%=3.6%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本市里活動中心修繕及內部設施設

備改善工程完成率約為 3.6%(部分修

繕或充實設備案件已核定，惟尚未辦

理完竣，實際完成率仍需以全年度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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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臺中孔廟空間利用

天數比例(4%) 

75% 空間利用天數/上班天數*100% 

364/364*100%=100% 

四 營造綠色宗教環境

與文化(13%) 

紙錢集中燃燒家數

比例(5%) 

10% 集中燃燒家數 /寺廟總家數 *100%  

92/1,006*100%=9.1% 

紙錢使用量比例

(4%) 

53% 每年紙錢使用總量/104 年以前每年

紙錢使用總量*100% 

1413.43/4434.17*100%=31.9% 

宗教寺廟低碳認證

比例(4%) 

5.9% 認證家數/寺廟總家數*100%  

59/1,006*100%=5.9% 

五 順暢役男徵兵處理

作業(12%) 

常備兵、補充兵及

替代役徵集率(4%) 

95% 本項衡量標準為常備兵、補充兵及替

代役年度實際徵集人數/內政部役政

署每年徵集配賦總員額*100% 

6,089/7,023*100%=86.7% 

106年截至 6月 30日止，內政部役政

署配賦本市之入營役 員額為 7,023

人，本市已徵集役男人數為 6,089人，

目前徵集率為 86.7%，將持續積極辦

理役男徵集作業。 

本市役男體檢施行

專科檢查人數下降

率 (4%) 

>12.5% 1.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本市役男計有 13,808 人進行徵   

兵檢查，其中進行專科檢查人   

數為 1,758人。 

2. 役男專科檢查人數/役男體檢總

人數*100 

專檢率為 1,758/13,808*100﹦   

12.73%。 

3. 專檢率仍略高於原訂目標值，   

分析原因為役男身體因素無法   

控制，導致因役男身心狀況需   

近一步進行專科檢查。 

「新兵樂-役男體

位區分查詢系統」

滿意度(4%) 

70% 1. 計有 163人進行「新兵樂-役男體

位區分查詢系統」滿意度填寫，調

查對象有役男、一般民眾及政府

機關人員。 

2. [(非常滿意+滿意數)/回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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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數 ]*100% ， 滿 意 度 為

(44+118)/163*100=99.39%。 

3. 目前已達目標值，仍會持續檢討

精進系統，以期系統更貼近民眾

需求。 

六 活化公墓用地、加強

推動多元環保葬及

改善本市殯葬設施 

(17%) 

本市公墓禁遷葬目

標比率(5%) 

39% 本年度禁葬公墓達 11 座，禁葬比例

為 70(禁葬公墓數)/177(全市公墓

數)=39.5%，已達原訂目標值。 

樹葬案件之申請數

(4%) 

700 神岡崇璞園樹葬區 106年 1月至 6月

共計 394位申請樹葬使用，已達半年

350人目標值。 

聯合海葬申請人數

(4%) 

6 中彰投苗聯合海葬於 4月 18日辦理，

參與人數 6人，已達原訂目標值。 

老舊殯葬設施修繕

數目(4%) 

40% 1.崇德殯儀館成立年代久遠，因常年

使用消耗頻繁，致使設施老舊，老

舊殯葬設施修繕數目大小項目(如

冷凍設備、遺體化妝室、靈位區、

禮廳、靈堂、家屬休息室、電子輓

聯及廁所)等計 34處。 

2.東海火化場亦因長年使用消耗頻

繁，老舊殯葬設施修繕數目大小項

目(如禮廳玻璃及鐵門、監視器、

金爐、第一套空污設備、第三套空

污設備、靈位電路、冷凍庫電子開

關、油漆粉刷、電子輓聯電腦汰換、

火警設備、停棺自動門、空棺暫存

區屋頂修繕)等計 18處。 

3.大甲殯儀館修繕項目計有新舊館

區既有連通道坡度整平工程、遺體

冷凍室設備汰換整建、徒步區及隔

熱設施改善工程、靈堂裝設冷氣空

調等 4案。 

4.烏日區功德一堂四周圍欄重新刷

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