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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7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107 年度本會施政主軸計有「策動研究發展風氣，提昇行政效率」、

「辦理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提升本府重大工程(五仟萬以上)管考

進度符合率」、「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提升

1999 話務服務之營運績效」、「打造智慧城示範區」等七項策略，在本會

同仁共同努力推動下，各項策略得以依原訂目標逐步實踐。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業務面向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策動研究發

展風氣，提

昇行政效率
(10%) 

市政發展

研究論文

研究成果

採 行 率
(10%) 

86% 97% 100% 

107 年度市政發展研究論文獲獎研究報

告建議總數共計 28 項，相關建議事項

各機關參採項數計 27 項，達成目標值

為 97%= (27/28*100)，已達原定目標

值。 

二 

辦理「中彰

投苗區域治

理 平 台 」
(10%) 

決議達成

共同合作

之案件比

率(10%) 

70% 65% 93% 

經 107 年度上下半年副首長會議、首

長會議決議，共提案 127 案，決議通

過 82 案， 達成 目 標值為 65%=

（82/127*100）。 

三 

提升本府重

大工程 (五仟

萬以上 )管考

進度符合率

(10%) 

本府重大

工程進度

相符之比

率(10%) 

77% 81% 100% 

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本府重大工

程(五仟萬以上)共 232 件，進度符合或

超前之案件為 188 件，達成目標值為

81%=（ 188/232*100），達成度為

100%。 

四 
提升公共工

程品質(10%) 

每年推薦

參加公共

工程金質

獎競賽件

數(10%) 

3件 7件 100% 

107 年度共計推薦「國道四號神岡系統

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向聯絡

道工程(新闢大甲溪橋梁及引道段)」等

7 案參選公共工程金質獎，已達原訂目

標值。 

五 
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10%) 

陳情焦點

議題以大

數據分析

結果，涉

及本府一

級機關比

例(10%) 

20% 21% 100% 

107 年分析陳情大數據焦點議題計 4

案，分別為「105年與 106年路燈陳情

議題大數據比較分析報告」、「市民

陳情 iBike議題暨非例行性抽查站點檢

討情形分析報告」、「106 年度交通違

規議題大數據分析報告」及「環境髒

亂大數據分析」，涉本府一級機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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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6 個，分別為建設局、交通局、環

境保護局、警察局、觀光旅遊局及水

利局，經市政會議及道安會報專案報

告，各機關均依指示事項，依權責項

目填報辦理情形，本案衡量指標目標

值為分析結果需涉及本府一級機關比

例 20% ， 實 際 達 成 目 標 值 為

21%=(6/29*100)，已達原定目標值。 

六 

提升 1999 話

務服務之營

運績效(10%) 

話務服務

滿意度指

標(10%) 

85% 88% 100% 

本項指標計算方式為市民滿意度(話後

滿意度+派工結案滿意度)/2，107 年度

話後滿意度為 98.86%、派工結案滿意

度為 76.04%，本項話務服務滿意度指

標 88%=(98.86%+76.04%)/2，已達原定

目標值。 

七 
打造智慧城

示範區(10%) 

推動智慧

應變暨交

控 中 心

(10%) 

100% 100% 100% 

1.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整合系統已於

107 年 5 月建置完成，達成率

100%；後續擴充持續展開各項工

作，將持續進行至 108年 12月。 

2.目前水湳智慧城之「智慧營運中心大

樓」已由都發局配置約 3914 平方公

尺之使用面積供智慧應變暨交控中

心使用，將持續配合都發局進行相

關事宜，達成率 100%。 

3.以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整合系統平台

為基礎，延伸建置 2018 花博營運管

理平台，並於 107年 11月 3日正式

上線運作，將花博 4 大園區相關資

訊整合於共通平台，有效率的輔助

花博相關營運管理，達成率 100%。 

二、人力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合理調整

機 關 員

額，建立

活力政府
(10%) 

依法足額

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

及原住民

人數(5%) 

1 1 100% 

本會 107 年參加公、勞保人數 168 人，

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人數 4 人，已進用

身心障礙總數 17 人，已進用身心障礙者

佔應進用之百分比 425%，已達原訂目標

值。 

（衡量標準：是否依法足額進用身心障

礙及原住民人員，1代表是，0代表否） 

分發考試

及格人員

比例(5%) 

40% 80% 100% 

本會(含資訊中心)107 年度提列公務人員

考試職缺，得提列公務人員考試職缺數

為 5，提列公務人員考試職缺數為 4，提

缺比為 80%=（4/5*100），已達原訂目

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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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公務

人 力 素

質，建構

優質行政

團隊(5%) 

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

(2%) 

90% 91% 100% 

本會 107 年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總數

140 人，學習時數達 20 小時之人數 127

人，達成率為 91%=(127/140*100)，已達

原訂目標值。 

員工通過

語文檢定

(3%) 

66% 67% 100% 

本會 107年合格實授公務人員為 57人(不

含留職停薪人員)，通過英檢人數為 38

人，佔所屬公務人員數比例 67%=

（38/57*100），已達原訂目標值。 

三、經費面向 

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 

目標值 

達成 

目標值 
達成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節約政府

支出，合

理分配資

源

（15%） 

經常門預

算執行率
(5%) 

80% 93% 100% 

經常門實支數（新臺幣 149,200,411

元）+保留數(新臺幣 5,950,650 元）/經

常門預算數（新臺幣 166,750,000 元）=

93%，已達原訂目標值。 

資本門預

算執行率
(10%) 

80% 96% 100% 

資本門實支數（新臺幣 2,078,252 元）+

保留數 1,224,000 元/資本門預算數（新

臺幣 3,450,000 元）=96%，已達原訂目

標值。 

參、績效綜合分析 

107 年度總計 13 項衡量指標，達標 12 項（92%），未達標 1 項

（8%）。總分 90分。 

肆、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策略績效目標

(業務面向) 
衡量指標 

達成度 

差異值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辦理「中彰投

苗區域治理平

台」(10%) 

決議達成共

同合作之案

件比率(10%) 

-7% 

未達績效目標項目為辦理「中彰投苗區域治理

平台」，由於「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是四

縣市各局處組成 28 議題組，提案由各局處提

至議題小組、需獲四縣市對應局處同意「共同

辦理」方能成案，後送交副首長會議決議；爰

此，單一局處之提案提至議題組會議討論時，

因各縣市政府施政目標差異、或法規限制等因

素，未必 100%能獲得其他三縣市局處同意共

同辦理，因此決議達成共同合作之案件比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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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00%。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項（業務面向） 

一、策略績效目標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策略績效目標一「策動研究發展風氣，提昇行政效率」： 

本府 107 年度獎助市政發展研究論文已彙編「107 年度獎助市政

發展論文選集」提供各機關參採。 

(二)策略績效目標二「辦理「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 

四年來，「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共同合作提案已達 271 項，

107年下半年本平台 9月 22日首長會議結合「2018中台灣農業博覽會」

開幕式舉辦，也為 107年 11月 3日正式開幕的本市國際型活動「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行銷中台灣在地花卉及優質農特產品。 

(三)策略績效目標三「提升本府重大工程(五仟萬以上)管考執行率」： 

本府透過自行開發之「臺中市政府標案管考系統」，採用日期系

統化方式控管進度，得以即時回報標案執行進度，輔助府內各業務單

位主管及管考單位即時掌控市府列管案件資訊。經查 107年度截至 12

月 31日繼續列管件數 3,036件，進度符合者 2,843件(佔 93.64%)，其

中，本府重大工程(五仟萬以上)共 232 件，進度符合或超前之案件為

188 件，達成率達 81%。本會於每月召開「本府標案進度管制會報」

列管標案規劃設計、用地取得、招標發包、工程施工、聯繫配合等工

作之綜合推動、協調與督導，以期達成施政目標。本會持續加強控管，

以提升整體執行效率。 

(四)策略績效目標四「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107 年度共計推薦「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

側南向聯絡道工程(新闢大甲溪橋梁及引道段)」、「后里花博天空步

道及花馬道新建工程」、「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花艷館、探索館、發

現館、花饗館)興建工程」、「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老舊校舍整建工

程」、「軟埤仔溪水域環境景觀營造工程(含三年代操作)」、「臺中

市綠川排水景觀工程(雙十路至民權路段)」及「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

興建工程(含三年試運轉)」等 7 案參選公共工程金質獎，已達到原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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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值。 

經評選結果計 5 案獲獎，其中水利局辦理之「新光水資源回收中

心興建工程(含三年試運轉)」獲得設施工程類優等及「臺中市綠川排

水景觀工程(雙十路至民權路段)」獲得水利工程類佳作，另新建工程

處辦理之「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向聯絡道

工程(新闢大甲溪橋梁及引道段)」及「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及花馬道新

建工程」獲得土木工程類佳作，「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花艷館、探索

館、發現館、花饗館)興建工程」獲得建築工程類佳作，成效良好。 

(五)策略績效目標五「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107年分析陳情大數據焦點議題計 4案，分別為「105年與 106年

路燈陳情議題大數據比較分析報告」、「市民陳情iBike議題暨非例行

性抽查站點檢討情形分析報告」、「106 年度交通違規議題大數據分

析報告」及「環境髒亂大數據分析」，涉本府一級機關者共 6 個，分

別為建設局、交通局、環境保護局、警察局、觀光旅遊局及水利局，

經市政會議或道安會報專案報告，各機關均依指示事項，依權責項目

填報辦理情形，本案衡量指標目標值為分析結果需涉及本府一級機關

比例 20%，實際達成目標值為 21%，已達原定目標值。 

為了解本會就熱門陳情議題提出大數據分析報告，送請各機關參

採並進而有效運用於各項施政措施調整後，是否同步有效降低人民陳

情案件比例，本會以大數據平臺計算相關陳情案件趨勢，其中路燈議

題自 107年 1月至 12月止(分析報告比較 105年與 106年)，平均成長

比為-1.77%；i-Bike議題自 107年 4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分析

報告為 107年 3月)，平均成長比為+3.40%；交通違規議題自 107年 1

月至 12月止(分析報告為 106年度)，平均成長比-11.26%；環境髒亂議

題自 107年 9月至 12月止(分析報告分析 106年 1月至 107年 8月)，

平均成長比-26.05%；四大類議題之總平均陳情案件成長比率為-8.92％。

由上列數據顯示，陳情案件大數據分析報告，有效提供權責機關具體

改善策進作為，亦呈現在市民陳情比例下降趨勢中。 

(六)策略績效目標六「提升 1999話務服務之營運績效」： 

為提升整體服務品質，107 年升級話務系統，並將派工系統整合

於陳情平台，同時配合趨勢導入文字應答服務，提供民眾更多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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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啟用迄今平均滿意度有 85.66%，月平均使用量 1,042 通，多數

民眾給予正面支持。另為利分析，107年起派工結案滿意度新增"普通"

選項，整體平均派工結案不滿意度由 105 年 19.03%逐年下降至

15.50%，顯見透過積極催辦管考，輔以主動向民眾說明，平衡機關及

民眾間之資訊不對稱，對於滿意度提升有相當助益。 

(七)策略績效目標七「打造智慧城示範區」： 

1、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整合系統已建置完成，後續擴充案於 107 年 4

月決標，並已展開各工作相關事宜，將持續進行至 108年 12月。 

2、完成並推展「大數據分析平台」，107 年協助違規廣告領域詞庫建

置，並以此進行網路高風險預警機制等；災防部份則協助建置火災、

氣候、屋齡等多因子分析功能，以更加了解火災成因。另建置「開

放資料暨資訊整合服務平台」部分，對內提供資料分析或系統發展

應用，對外則以開放資料平臺提供，以作為民間加值應用，已於

107年 5月啟用。 

3、水湳智慧城之「智慧營運中心大樓」已由都發局配置約 3914 平方

公尺之使用面積供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使用，並已與消防局及交通

局確立合作分工原則，將持續參與並配合水湳經貿園區智慧營運中

心大樓空間配置及相關事項。 

4、以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整合系統平台為基礎，延伸建置 2018 花博

營運管理平台，並於 107年 11月 3日正式上線運作，將花博 4大園

區相關資訊整合於共通平台，有效率的輔助花博相關營運管理。 

二、其他業務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本市 1999 於 107 年度榮獲工商時報「2018 臺灣服務業大調查」縣

市政府便民專線類金牌獎，代表著 1999 確實發揮為民服務功能，同時

也深受市民信賴。另 107 年更獲選為本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提

供身障同仁友善工作環境及各類職場支持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