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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臺中市政府施政成績單(一般類) 

統計時間：103年 9月至 104年 4月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103.09.18 行政院主計總處 榮獲「102年度家庭收支調查-績優團

體」第 2名 

主計處 

103.09.24 衛生福利部 榮獲衛生福利部「103年度社區發展工

作評鑑(北部地區 13縣市)」優等，與

南投縣並列第一名。 

社會局 

103.10.01 《天下雜誌》 臺中市 2014縣市教育力大調查-全國第

二名 

教育局 

103.10.06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103.09.25 

FDA風字第

1031104700號) 

配合醫用氣體廠完成實施 GMP，推動 GMP

業務績優榮膺-金鉑獎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103.10.07 農授水保字第

1031862399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榮獲「102年度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

作績效考核」直轄市及準直轄市組第三

名 

水利局坡地管

理科 

103.10.16 經濟部 

 

102年度商品標示業務績效考核成績甲

等 

經濟發展局 

商業科 

103.10.23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2年度各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公平

交易法業務考核結果，獲評「良好」。 

經濟發展局 

商業科 

103.10.23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 

民國 103年度人事行政研究發展徵文獎

勵－榮獲「團體獎第一組」第二名 

人事處 

103.10.28 內政部 

役政署 

103年度辦理體檢及徵集作業績效優異 民政局 

103.10.29 
教育部 參加 103年全民運動會榮獲全國第二名

（行政院長獎） 

教育局 

103.10.30 內政部 NGIS供應系統獎 

TGOS流通服務獎 

資訊中心 

規劃發展科 

103.10.31 國家教育 

研究院 

103年度全國教師創新教學媒體競賽榮

獲縣市團體第一名 

教育局 

103.11.06 法務部 103年度中央聯合視導地方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業務評比-優等 

由法務部、衛

生福利部、內

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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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教育部及勞動

部組成跨部會

視導小組 

103.11.0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年 11月 6日環

署綜字第

1030093451號) 

「103年第 3季環保替代役定期考核」

第 1名(共 26個單位評比)（得獎單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103.11.17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本市大甲第二、東光、第二、第五、大

甲第一、霧峰、梧棲第一、沙鹿、南屯

公有零售市場參加經濟部 103年度「改

進傳統市場經營管理─樂活菜市仔競

爭力提升計畫」，獲選為優良市集及樂

活名攤。 

經濟發展局 

市場管理科 

103.11.17 台內營字第

1030809348號函 

內政部 

103年度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雨水下水

道建設經費查核評比第三名 

水利局雨水下

水道工程科 

103.11.18 行政院主計總處 榮獲「103年度縣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綜

合考核結果-縣市級別第 1級」優等 

主計處 

103.11.19 財政部 維護租稅公平重點工作計畫第7項「地

價稅稅 

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執行成果成績

-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第2名 

地方稅務局 

103.11.28 行政院主計總處 榮獲「103年度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業務

訪視結果－直轄市政府主計處組」辦理

績效優良 

主計處 

103.11.28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 

民國 103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評比，榮獲

「直轄市政府人事處組」第二名 

人事處 

103.11月 財政部 102年度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考

評總成績「全國第三名」 

財政局 

103.11月 財政部 102年度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公

產管理項目「全國第四名」 

財政局 

103.12.0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第五名 

北區區公所 

103.12.08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3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

環境業務督導」特優等(全國第三名) 

都市發展局 

103.12.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動物 臺中市動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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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收容及管制業務評鑑「特優」。 護防疫 

103.12.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動物

保護業務績效評鑑「優等」。 

臺中市動物保

護防疫 

103.12.15 教育部 103年全國語文競賽團體總成績第二及

第四名 

教育局 

103.12.16 內政部 103年「暑假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100

分 

都市發展局 

103.12.2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 

103年三麻一風防治業務考評-優等獎 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 

103.12.24 內政部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103年度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處理與規劃設置土資場及

流向管制考核計畫」，本府考列甲等 

都市發展局 

103.12.25 交通部觀光局 103

年 12月 25日觀旅字

第 1035002416號函 

榮獲交通部觀光局辦理103年I-center

旅遊服務體系督導考核暨服務品質評

比競賽「服務品質提升獎」 

觀光旅遊局 

103.12.26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榮獲 103年度肥胖防治績優單位全國職

場減重績優獎 

石岡區公所 

103.12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第一名 

西屯區公所 

103.12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第四名 

北屯區公所 

103.12月 法務部 榮獲 102年度調解行政績效考核第四名 西屯區公所 

103.12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第一名 

西屯區公所 

103.12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績優 

清水區公所 

103.12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績優 

太平區公所 

103.12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績優 

大里區公所 

103.12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103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

績優 

南區區公所 

104.01.06 經水事字第

10331134620號函 

經濟部水利署 

臺中市溫泉區管理獲中央肯定評鑑為

特優 

水利局水利管

理科 

104.01.06 經濟部水利署 104 榮獲《103年度經濟部水利署溫泉管理 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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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年 1月 6日經水事字

第 10331134620號

函 

查核計畫》為「特優」 水利局 

104.01.07 經水河字第

10316169670號函 

經濟部水利署 

103年度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

組防水與洩水工作分組督導縣市政

府，經評分名列前 5名 

水利局水利養

護工程科 

104.01.08 行政院 103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作業」甲等 都市發展局 

104.01.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榮獲「103年度產銷履歷家畜行政檢查

業務」績效考核全國第 4名 

農業局 

104.01.27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103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

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評核第三名 

臺中市政府地

政局 

104.01.28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榮獲 10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校午餐及

校園食品訪視評定為績優單位 

教育局 

104.01.29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103年度直轄市、縣政府辦理地籍圖重

測計畫評核優等 

臺中市政府地

政局 

104.01.2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1月 29日環

署綜字第

1040008896號) 

「103年第 4季環保替代役定期考核」

第 2名(共 26個單位評比)（得獎單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104.02.02 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 2月 2日營署綜字

第 1042901636號函 

榮獲 103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土地

利用變遷偵測管理系統規畫建置計畫」

中央第二組甲等 

臺中市政府地

政局 

104.02.04 財政部 稅捐稽徵機關防止新欠清理舊欠競賽-

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第 1名 

地方稅務局 

104.02.11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 

金馨獎特別事蹟獎第一名 社會局 

104.02.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榮獲「103年度市售乳品鮮乳標章檢查

業務」績效考核全國第 1名 

農業局 

104.02.25 財政部 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執行成果及績優

機關-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第1名 

地方稅務局 

104.03.03 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

特優 11組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

合奏- -特優 7組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木管五重奏 

-特優 1組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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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銅管五重奏 

-特優 1組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弦樂四重奏 

-特優 1組 

104.03.04 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混聲合唱 -

特優 1組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管弦樂合奏-

特優 1組 

教育局 

104.03.04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

務司 

臺中市政府經衛生福利部評核為家庭

暴力防治宣導績優縣市 

臺中市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 

104.03.10 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直笛合奏-特

優 2組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打擊樂器-特

優 4組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鋼琴三重奏-

特優 1組 

教育局 

104.03.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交通部交通動員會報於 103年 12月 25

日假梧棲漁港進行漁船動員計畫之實

地業務考評結果「優等」。 

 

臺中市海岸資

源漁業發展所 

104.03.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榮獲「103年度家畜保險業務競賽－豬

隻死亡保險－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組－

理賠業務乙組」第 1名 

農業局 

104.03.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榮獲「103年度有機畜產品及 CAS優良

農產品稽查業務」績效考核全國第 1名 

農業局 

104.03.1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3年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考評-保

健類- 優等獎（六都第一名）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104.03.1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3年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考評-菸

害防制稽查績效-第一名（六都）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104.03.1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03年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考評-成

人及中老年健康促進-第一名（六都）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104.03.13 103年度健康雲端加

值應用評選活動 

103年度健康雲端加值應用評選活動-

優質獎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4.03.14 國立臺灣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兒童樂隊-特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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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藝術教育館 優 1組 

103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管弦樂合奏-

特優 14組 

104.03.14 經水防字第

10433007170號 

經濟部水利署 

本市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參加水利署 103

年度全國評鑑，榮獲特優 2處、優等 3

處級甲等 3處，獲獎社區共 8處 

水利局防災工

程科 

104.03.18 財政部 

 

榮獲財政部 104年春節前私劣菸酒專案

查緝績效名次─「查獲私劣菸品績效全

國第三名」 

財政局 

104.03.19 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 

(104年 3月 19日中

市社工字第

1040030624號) 

榮獲「臺中市 103年度志工質量倍增計

畫」—『志工人數成長數』組第二名 

環境保護局 

104.03.20 行政院 參與 103年度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網路攻防演練，表現優良 

資訊中心 

設備網路科 

104.03.2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署毒字第

1040016270號) 

榮獲「103年度地方政府環境清潔維護

考核績優單位」優等 

環境保護局 

104.03.26 衛生福利部 103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醫政業

務-第一組第一名 

衛生福利部 

104.03.27 國家發展委員會 104

年 3月 27日發資字

第 1041500339號函 

榮獲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中央部會所

屬機關網站及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觀

光旅遊網站營運績效檢核」評比第二名 

觀光旅遊局 

104.03.27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 

103年地方衛生機關防疫業務考評-第

一組優等獎 

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 

104.03.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103年度第一類漁港委託代管事務管理

執行實地評核結果「甲等」。 

 

臺中市海岸資

源漁業發展所 

104.03.30 南投縣政府 10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大會-榮獲

總錦標第 6名， 得牌數為金牌 25面、

銀牌 10面、銅 17面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4.04.1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103年度食品藥物管理署對地方衛生局

績效綜合考評-檢驗業務-第一組(六

都)績優。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104.04.15 《天下雜誌》 榮獲《天下雜誌》「金牌服務業調查-『節

慶活動』類組」第一名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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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104.04.1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4月 16日環

署水字第

1040025726號) 

本市大里區竹仔坑水環境巡守隊榮獲

環保署 103年度優良水環境巡守隊評鑑

之「特色化水環境巡守隊」 

環境保護局 

104.04.1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4月 17日環

署空字第

1040030418號) 

榮獲「103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空氣

品質維護或改善工作執行績效考評」特

優 

環境保護局 

104.04.17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 

103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甲組甲等 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 

104.04.17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 

榮獲「民國 104年全國公教美展」團體

成績：績優 

人事處 

104.04.2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4月 20日環

署管字第

1040030644號) 

「103年地方環保機關績效考核」優等 環境保護局 

104.04.2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4月 21日環

署綜字第

1040031133號) 

「104年第 1季環保替代役定期考核」

第 1名(共 26個單位評比)（得獎單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 

104.04.2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4月 21日環

署管字第

1040031243號) 

103年地方環保局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

實施綠色採購計畫 

環境保護局 

104.04.2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4月 22日環

署水字第

1040031375號) 

「103年度河川污染防治考核計畫」河

川不分組考核優等 

環境保護局 

104.04.22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15空間美學暨特色學校 

全國第五名 

教育局 

104.04.2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 4月 20日環

署管字第

1040030705號) 

榮獲 103年度全國環境教育績效考核績

優機關 

環境保護局 

104.04.29 經濟部 

 

經濟部 103年度下半年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電子遊戲場頁機查取締

經濟發展局 

商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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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備註 

成效評核─甲組第三名(依其現況及評

核總分，即全國第三名) 

 

甲、乙組評核標準一致，惟以電子遊戲

場業登記家數為區分(甲組為合法家數

100家以上，乙組為合法家數 100組以

下)，本府列甲組第三名，評核總分為

987分，乙組第一名為 669分。 

104.04.30 國家發展委員會 第七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入圍決審機關 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