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1 104.11.01 衛生福利部 第一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表揚金點獎，獲卓越縣市獎 社會局

2 104.11.02 遠見雜誌 2015年服務業大調查「1999便民專線類」第一名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3 104.11.02 內政部
103年度國土資訊加值應用及加盟節點績效評獎-TGOS加值應

用獎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資訊

中心)

4 104.11.02 內政部
103年度國土資訊加值應用及加盟節點績效評獎-TGOS流通服

務獎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資訊

中心)

5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大安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年度

圖書館」
文化局

6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東區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特色

圖書館」
文化局

7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立圖書館總館(含大墩文化中心、葫蘆墩文化中心)圖

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8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中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9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東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0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南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1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北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2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豐原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3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大甲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4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清水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5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沙鹿區深波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

評鑑「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6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后里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7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潭子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8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新社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9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石岡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105年上半年度臺中市政府施政成績單(一般類)
統計期間：104年11月至1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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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20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大安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21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烏日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22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大肚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23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龍井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24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霧峰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25 104.11.03 國家圖書館
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4年全國公共圖書

館評鑑「績優圖書館」
文化局

26 104.11.1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4年11月11日竹大

教科字第

1040014460號函

104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1.標

竿學校：文昌國小；2.特優：豐洲國小；3.優等：和平國

小、臺中國小、大坑國小；4.甲等：福民國小、清水國小；

5.佳作：忠信國小、復興國小、國光國小

教育局

27 104.11.12 法務部、教育部
「第八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活動」全國第

一
教育局

28 104.11.13 行政院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1. 民安1號演習兵棋推演優等單位。

2. 萬安38號演習優等單位。

民政局

29 104.11.16 經濟部

104年度「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理-樂活菜市仔競爭力提升計

畫」優良市集評選獲獎單位計有逢甲夜市攤販集中區四星﹔

第二、東光、大甲第二、霧峰三星﹔福安、南屯、第三、太

平、豐原第一市場二星、大肚公有零售市場、中華夜市攤販

集中區一星。

經濟發展局

30 104.11.16 經濟部
104年度「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理-樂活菜市仔競爭力提升計

畫」樂活名攤通過核計41攤(鋪)。
經濟發展局

31 104.11.16 經濟部
104年度「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理-樂活菜市仔競爭力提升計

畫」綠色市集決選獲獎單位為第五市場。
經濟發展局

32 104.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4年度地區團體保險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第一名 北屯區公所

33 104.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4年度地區團體保險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第三名 沙鹿區公所

34 104.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4年度地區團體保險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第四名 西屯區公所

35 104.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4年度地區團體保險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第五名 清水區公所

36 104.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4年度地區團體保險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績優獎 太平區公所

37 104.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4年度地區團體保險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績優獎 西區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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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04.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4年度地區團體保險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績優獎 潭子區公所

39 104.11.1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獲得第15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優等」
建設局

40 104.11.1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松竹五路跨越旱溪橋梁新建工程」獲得第15屆公共工程金

質獎第三類佳作
建設局

41 104.11.20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年度縣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綜合考核結果」特優 主計處

42 104.11.20 內政部 「103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相關業務考核」優等獎 都市發展局

43 104.11.24 行政院主計總處 「評核各地方政府公務統計作業推動內容」獲優良獎 主計處

44 104.11.24 行政院主計總處 「評核各地方政府公務統計作業推動內容」獲優良獎 主計處

45 104.11.26 內政部役政署 辦理徵集業務績優-直轄市組第2名 民政局

46 104.11.28 衛生福利部
「街坊出招」－社區反暴力創意行動競賽佳作(本市東區東

英社區發展協會)

社會局(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47 104.12.02
台灣檳榔防制暨口

腔癌防治聯盟
2015年口腔癌防治力績優縣市 衛生局

48 104.12.03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年度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補計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評鑑甲等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49 104.12.0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度健康促進雲端加值應用評選-社會組公益服務類-傑
出獎

衛生局

50 104.12.03 法務部 104年度「中央聯合視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考評-特優 衛生局

51 104.12.07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

醫療品質產業策進

會

「身後事一次到位，遺族心同時撫慰」榮獲醫療週邊類服務

組SNQ國家品質標章
衛生局

52 104.12.07 教育部
104年全國運動會獲得48面金牌、45面銀牌、47面銅牌，全

國排名第4

教育局(體育

處)

53 104.12.08 衛生福利部
104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

，臺中市榮獲10項特優
社會局

54 104.12.14 財政部
104年度「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經財政部評

定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第3名
地方稅務局

55 104.12.1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空氣品質淨化區優良甄選活動」本市榮獲104年度空

氣品質淨化區推動認養或執行認養績優單位
環境保護局

56 104.12.15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地方行政研習中

心

104年度推動數位學習熠星方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

行政研習中心評定特優獎
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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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04.12.16 客家委員會

參加「客家委員會」舉辦104年度「客庄青年新創事業競

賽」活動，獲「機關參與績優獎」暨「機關推薦獎」各核發

獎補助經費5萬元

客家事務委員

會

58 104.12.18 內政部營建署
104年度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道路養護

甲等
建設局

59 104.12.18 內政部營建署
104年度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人行環境

甲等
建設局

60 104.12.21 衛生福利部
率先試辦美沙冬替代治療異地給藥服務，成效卓著-貢獻殊

偉
衛生局

61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度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銅質獎 衛生局

62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度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腹平減重樂臺中」健康體

重管理計畫參與率卓越獎
衛生局

63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度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腹平減重樂臺中」健康體

重管理計畫減重達成率卓越獎
衛生局

64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度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腹平減重樂臺中」健康體

重管理計畫達標最速獎
衛生局

65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度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腹平減重樂臺中」健康體

重管理計畫減重破百獎
衛生局

66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度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腹平減重樂臺中」健康體

重管理計畫達標獎
衛生局

67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第9屆金所獎「二代戒菸服務及無菸社區營造」-績優

輔導衛生局
衛生局

68 104.12.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第9屆金所獎「輔導校園周邊健康飲食環境」-績優輔

導衛生局
衛生局

69 104.12.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動物保護業務績效評鑑

優等

農業局動物保

護防疫處

70 104.12.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動物保護業務績效評鑑

絕育率提升最佳獎

農業局動物保

護防疫處

71 104.12.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動物收容及管制業務評

鑑優等

農業局動物保

護防疫處

72 104.12.29 經濟部
103年經濟部督導地方政府辦理工廠管理及輔導業務成效考

核獲得優等。
經濟發展局

73 104.12.30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

醫療品質產業策進

會

「身後事一次到位，遺族心同時撫慰」榮獲2015國家生技醫

療品質銅獎
衛生局

74 104年度 人事行政總處 104年度人事行政研究發展徵文獎勵團體獎勵獲獎名單 人事處

75 105.01.07 交通部觀光局
「城市好旅宿」地方政府管理輔導旅宿業績效評比，臺中榮

獲特優
觀光旅遊局

76 105.01.11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104年後備軍人緩召作業業務榮獲中部地區後備指揮部評鑑

第2名
南屯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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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05.01.12 經濟部

經濟部辦理縣市創意節電競賽活動計畫

1. 產業永續創意獎

2. 全國縣市創意銀獎

3. 創意網路人氣獎

經濟發展局

78 105.01.12 內政部
內政部辦理「104年度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評鑑」，經評

定獲得特優之肯定
神岡區公所

79 105.01.1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第4季環保替代役各服勤單位定期考核」第一名 環境保護局

80 105.01.21 經濟部水利署
104年經濟部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臺中市獲得25%

獎項，得獎總數全國第一，並獲得直轄市組績優成績
水利局

81 105.01.22 財政部 「103年度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公產管理第3名 財政局

82 105.01.22 財政部 「103年度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財務管理第6名 財政局

83 105.01.22 內政部營建署 「104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特優等獎 都市發展局

84 105.01.26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辦理「104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

學」總評鑑甲等-獎金新臺幣30萬元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85 105.01.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辦理「產銷履歷家畜行政檢查」全國第二名 農業局畜牧科

86 105.01.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執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相關CAS優良農產品

及有機畜產品稽查全國第二名
農業局畜牧科

87 105.02.02 衛生福利部
104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家庭暴力防治宣導評核

計畫績優縣市

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88 105.02.0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本署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及監督績效考評成績優等(92.9分)
環境保護局

89 105.02.0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河川污染整治及海洋污染防治考核計畫-「海洋污染

防治考核」評定為優等
環境保護局

90 105.02.04 教育部
大肚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2-103年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

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執行成效優良之圖書館中區第一名
文化局

91 105.02.04 教育部
南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102-103年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

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執行成效優良之圖書館中區第二名
文化局

92 105.02.0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河川污染整治及海洋污染防治考核計畫-「河川污染

整治考核」評定為優等
環境保護局

93 105.02.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市草食家畜業務網路資訊系統鮮乳標章檢查全國第二

名
農業局畜牧科

94 105.02.17 財政部
104年度稅捐稽徵機關防止新欠清理舊欠競賽，經財政部評

定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第一名
地方稅務局

95 105.02.23 財政部
「財政部105年春節前私劣菸酒專案查緝績效」─查獲私劣

菸品績效評比獲得全國第一名
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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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96 105.02.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度「家畜保險業務競賽」理賠業務乙組第一名 農業局畜牧科

97 105.02.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度家畜保險業務競賽理賠業務第一名
農業局動物保

護防疫處

98 105.02.24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104年後備軍人資料清查業務績優役政單位 南屯區公所

99 105.02.2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地方政府環境清潔維護考核本市清水區及南區榮獲

鄉鎮市區組優等
環境保護局

100 105.03.0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計

畫」榮獲資源回收金質獎，連續5年獲第一組第一名
環境保護局

101 105.03.01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104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水資源規劃及

供水第三期計畫」執行績效考核-優等獎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102 105.03.07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核定「臺中市北屯區公所」為全國績優役政單位推展後備軍人

管理業務作業有功並獲頒獎牌乙面
北屯區公所

103 105.03.10 教育部
「104年度學校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精進計畫」績優

學校
教育局

104 105.03.21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4年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考評-戒菸服務-六都第二名 衛生局

105 105.03.21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保健類總成績優等獎 衛生局

106 105.03.21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成人及中老年健康促進業務績優成績獎 衛生局

107 105.03.21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健康體能暨代謝症候群及肥胖防治業務績優成績獎 衛生局

108 105.03.21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戒菸服務業務績優成績獎 衛生局

109 105.03.2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加強取締犬便管制計畫」成效績優 環境保護局

110 105.03.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績優主管機關」優等獎，活化成效全國

第一
財政局

111 105.03.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臺中市愛心家園獲「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績優設施管理機關」

優等獎，活化績效卓著 社會局

112 105.03.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臺中市公設民營太平托嬰中心獲「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績優設

施管理機關」優等獎，活化績效卓著 社會局

113 105.03.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績優管理機關」佳作 交通局

114 105.03.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績優管理機關」佳作

交通局停車管

理處

115 105.03.3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戶外菸蒂不落地計畫」成效績優 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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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05.04.06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頒104年部落社區健康營造績優衛生局 衛生局

117 105.04.06 衛生福利部
和平區衛生所辦理104年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獲頒績優營

造中心
衛生局

118 105.04.1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 環境保護局

119 105.04.1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實施綠色採購計畫」績效考核優等機

關
環境保護局

120 105.04.13 教育部

105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1.標

竿學校：文昌國小2.甲等：和平國小、臺中國小、大坑國小

3.佳作：國光國小、福民國小

教育局

121 105.04.14 行政院環保護署 「104年度地方政府環境清潔維護」優等獎 南區區公所

122 105.04.15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104年度食品藥物管理署對地方政府衛生局績效綜合考評檢

驗業務-第一組表現優異獎
衛生局

123 105.04.1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年第1季環保替代役各服勤單位定期考核」第二名 環境保護局

124 105.04.19 客家委員會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評鑑獎勵計畫」

優等獎

客家事務委員

會

125 105.04.29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興地政事務所」榮獲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地政局

126 105.04.29 衛生福利部

全國食安築底拔尖計畫，全國評比成績:

一、基礎築底，卓越獎(第一名)

二、拔尖典範:校園食安管理組特優獎(第三名)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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