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辦理機關)

1 10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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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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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4.01.08 行政院 103年「災害防救業務訪評作業」甲等 都市發展局

4 10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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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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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局

6 10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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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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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局

8 104.01.29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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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4.02.02 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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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局

10 104.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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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4.02.11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金馨獎特別事蹟獎第一名 社會局

12 104.02.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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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0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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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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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竹室內樂合奏-特優7組

木管五重奏-特優1組

銅管五重奏-特優1組

弦樂四重奏-特優1組

混聲合唱-特優1組

管弦樂合奏-特優1組

教育局

15 10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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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弦樂合奏-特優1組

教育局

16 10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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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0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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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樂器-特優4組

鋼琴三重奏-特優1組

教育局

18 10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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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04.03.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榮獲「103年度家畜保險業務競賽－猪隻死亡保險－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組－理賠業務乙組」第1名
農業局

20 104.03.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年度家畜保險業務競賽理賠業務乙組第1名 農業局

統計期間：104年1月至104年11月12日

104年度臺中市政府施政成績單(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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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辦理機關)

21 10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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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0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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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0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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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0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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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0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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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04.03.14 國立臺灣藝術教育館

103學年度全國音樂比賽-

兒童樂隊-特優1組

管弦樂合奏-特優14組

教育局

27 10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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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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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04.03.19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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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0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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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04.03.2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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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04.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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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04.03.27 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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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0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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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10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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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0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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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10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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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104.04.16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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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04.04.1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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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0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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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0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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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04.04.1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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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全國第一組特優
環境保護局

43 104.04.17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04年全國公教美展」評比，團體成績績優。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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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辦理機關)

44 104.04.20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年地方環保機關績效考核」優等 環境保護局

45 104.04.2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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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04.04.22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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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0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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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104.04.2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榮獲103年度全國環境教育績效考核績優機關 環境保護局

49 104.04.2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年度全國環境教育績效考核」評比，績效優異 環境保護局

50 104.04.24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3年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考評-菸害防制類- 六

都第1名
衛生局

51 104.04.2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年度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呼朋引

伴獎」，全國第1名(同時頒發獎勵金10萬元)
環境保護局

52 10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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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局

53 104.04.29 天下雜誌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榮獲2015年金牌服務

業調查─節慶活動第1名
文化局

54 10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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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104.05.04 衛生福利部 103年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綜合考評六都第1名 衛生局

56 104.05.05 勞動部
「職業災害勞工個案主動服務業務輔導評鑑」評鑑

結果優等
勞工局

57 104.05.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年畜牧類農情調查工作」績效考核全國畜牧類

第2組「第2名」。
農業局

58 104.05.18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

管理署
103年地方衛生機關考評-食品藥物業務-第一組優等 衛生局

59 104.05.21 內政部
103年度自然人憑證發證工作績優戶政機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組第3名
民政局

60 104.05.22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3年縣市減重破百獎全國第2名(六都第2名) 衛生局

61 104.05.25 財政部
「103年度各地方政府執行私劣菸酒查緝績效考核」

評比，全國第5名
財政局

62 104.05.2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不

動產協進會

「臺中大都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榮

獲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施工品質類-公共建設

類-金質獎」

建設局

63 104.05.2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不

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新市政公園暨地下停車場-第二期建築及景

觀等工程」榮獲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施工品

質類-公共建設類-優質獎」

建設局

64 104.05.2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不

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榮獲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施工品質類-休閒建

築類-優質獎」

建設局

65 104.05.27
衛生福利部心理及口

腔司

103年地方衛生機關考評-心理及口腔健康業務-優等

獎(第一類組第1名)
衛生局

66 104.06.02 財政部
103年度稅捐稽徵機關稽徵業務考核「稅收績效類」

榮獲稅捐稽徵機關甲組第1名
地方稅務局

67 104.06.03 內政部 103年人口政策宣導執行績效成果直轄市組優等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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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辦理機關)

68 104.06.0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不

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梧棲區梧南國民小學文九34校區新建校舍工

程」榮獲「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類-

公共建設類評比獲【金質獎】

教育局

69 104.06.0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不

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民小學遷校第一期工程榮獲

「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類-公共建設

類評比獲【特別獎】

教育局

70 104.06.10 內政部 戶政業務評鑑優等(總成績為全國第一) 民政局

71 104.06.10 國家發展委員會 第7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標竿服務獎 民政局

72 104.06.22 衛生福利部
103年地方衛生機關考評-保健業務-長期照護組第一

組第1名
衛生局

73 104.06.26 財政部
「103年度縣市政府私劣酒品查獲量」評比，全國第

3名
財政局

74 104.07.01 財政部
「財政部104年端午節前私劣菸酒專案查緝績效-私

劣菸品」評比，全國第1名
財政局

75 104.07.06 教育部
國立大甲高中至斯洛維尼亞參加「2015年易魯拉國

際手球分齡錦標賽」第3名
教育局

76 104.07.08 教育部
大甲國中至瑞典參加「2015年芭底麗國際手球分齡

賽」13歲組第1名
教育局

77 104.07.10 教育部
北屯區文昌國小至比利時參加「2015年比利時伊科

羅國際手球分齡賽」第1名
教育局

78 104.07.11 教育部
龍井國中至義大利參加「2015史博登國際手球分齡

錦標賽」第1名
教育局

79 104.07.11 教育部

龍井國小至克羅埃西亞參加「2015年馬卡爾斯卡國

際手球分齡錦標賽」及至義大利參加「2015史博登

國際手球分齡錦標賽」第1名

教育局

80 104.07.11 教育部
龍峰國小至義大利參加「史博登SPEIKBODEN國際手

球分齡錦標賽」第3名
教育局

81 104.07.12 教育部
大新國小至斯洛維尼亞參加「2015年斯洛維尼亞

SLOVENIAN國際手球分齡錦標賽」第1名
教育局

82 104.07.14 內政部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考核，全國優等，第3名 都市發展局

83 104.07.18 教育部
北區賴厝國小前往瑞典參加「2015年瑞典南泰利耶

國際足球錦標賽」第3名
教育局

84 104.07.27 勞動部

「松竹五路跨越旱溪橋梁新建工程-海天橋」榮獲

104年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良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

(金安獎)評比「全國F組佳作」

建設局

85 104.07.2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垃圾資源回收(焚化)

廠查核評鑑要點」評比，評比項目包括：營運績

效、年度營運成果、督導查核情形及不定期查核。

二、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評鑑結果本市后里資源回

收廠獲評為「優等獎」。

環境保護局

86 104.07.31 交通部
院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3年度

年終視導，「砂石車安全管理」不分組第2名
經濟發展局

87 104.08.0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

原分局

「各區公所輔導納稅義務人以憑證辦理103年度綜合

所得稅網路申報暨稅額試算服務確認競賽作業」評

比第2名

豐原區公所

88 104.08.04 內政部
103年度建築物施工管理業務考核，全國不分組第3

名，評列甲等
都市發展局

89 104.08.05 教育部
本市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及生活課程輔導小組

參加「教育部運作績優團隊」榮獲「精進團隊」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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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4.08.05 教育部

1.直轄市、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領域(議題)輔

導小組運作績優團隊

2.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生活課程輔導小組榮獲精進團

隊

教育局

91 104.08.06 國防部 榮獲「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團體獎」 南屯區公所

92 104.08.12 教育部
清水國小至日本參加2015全日本第25屆全國躲避球

錦標賽
教育局

93 104.08.12 勞動部
「就業安定基金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辦理103年

度各項計畫績效考核計畫」考核成績優等
勞工局

94 104.08.12 勞動部

「就業安定基金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辦理103年

度各項計畫績效考核計畫」之國中職涯規劃成長活

動獲最佳創意獎

勞工局

95 104.08.12 勞動部

「就業安定基金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辦理103年

度各項計畫績效考核計畫」之職場導航計畫獲最佳

創意獎

勞工局

96 104.08.12 勞動部

「就業安定基金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辦理103年

度各項計畫績效考核計畫」之替代役男就業準備成

長營計畫獲最佳創意獎

就業服務處

97 104.08.13 勞動部
104年度地方勞工行政主管機關推動就業平等業務績

效評鑑獲第一組第3名
勞工局

98 104.08.13 文化部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103年度績效評核(結

案)報告」經審查結果評核分數為90分，全國第1名
文化局

99 104.08.24 教育部
中山國中參加「2015世界少棒聯盟(LLB)次青少棒錦

標賽」冠軍
教育局

100 104.08.3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年度機關綠色採購績效」評比為優等 環境保護局

101 104.09. 國家發展委員會 第13屆機關檔案管理金檔獎 西屯區公所

102 104.09.03 勞動部
「勞動部對地方政府執行勞動行政業務督導考核試

辦計畫」之103年度綜合考評，全國22縣市第2名。
勞工局

103 104.09.12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2015樂齡起舞 阿公阿嬤動起來-中區競賽」金牌

及銅牌獎
衛生局

104 104.09.14 國家發展委員會 103年度基本設施補助計畫績效評核，全國第1名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105 104.09.17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年第2季環保替代役各服勤單位定期考核」第1

名
環境保護局

106 104.09.21
中華建築金石獎活動

委員會

臺中市中正公園環境改善工程優良公共建設-金石獎

，金石首獎
都市發展局

107 104.09.23 行政院主計總處 「103 年家庭收支調查」考核評定，全國第 1 名 主計處

108 104.09.30
臺灣社區居住與獨立

聯盟

調查各縣巿103-104年社區居住服務方案辦理情形：

臺中巿政府社會局辦理單位數領先全國，巿府團隊

推動方案最為積極並勇於改革與創新

社會局

109 104.10.0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年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工作績效考核直轄市組第

3名、激勵獎及績優水土保持服務團
水利局

110 104.10.02 教育部

104年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金質獎-清泉國中、曉明女中國中部

銀質獎-大甲國中

教育局

111 104.10.02 財政部促參司

歷史建築臺中刑務演武場委託民間經營管理案:「第

13屆民間參與公共建設金擘獎」政府機關團隊優等

獎

文化局

112 104.10.08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103年度外籍與大陸配偶

照顧輔導措施實地考核優等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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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辦理機關)

113 104.10.15 台灣永續關懷協會
「臺中大都會歌劇院新建工程」榮獲「104年度國家

建築金獎-公共建築類金獅獎」
建設局

114 104.10.20 財政部

「財政部104年中秋節前私劣菸酒專案查緝績效」評

比結果：

(一)查獲私劣菸品績效評比獲得全國第2名

(二)查獲私劣酒品績效評比獲得全國第2名

財政局

115 104.10.22 104年全國運動會 獎牌數48金、45銀、47銅 教育局

116 104.10.26 內政部
103學年度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績優直轄市、縣

(市)政府
教育局

117 10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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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活名攤、優良二手或創

意市集、綠色市集評核決選

經濟發展局

118 104.10.28 內政部 104年度役政業務督訪成績結果，直轄市組優等 民政局

119 104.10.29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

署

104年度人用流感A/H5N1疫苗自願接種計畫-甲組第2

名
衛生局

120 104.10.31 教育部體育署
臺中東豐自行車綠廊-后豐鐵馬道入選「十大自行車

經典路線」
觀光旅遊局

121 104.11.01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

庭署

得獎內容--「104年度第一屆金點獎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表揚」-卓越縣市獎

評點內容：拔擢投入社區據點推廣成效卓著之縣市

政府

社會局

122 104.11.02
2015年11月份遠見雜

誌
2015遠見服務業大調查1999便民專線第1名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123 104.11.03 國家圖書館
大安區圖書館榮獲104年全國公共圖書館評鑑「年度

圖書館獎」
文化局

124 104.11.03 國家圖書館
東區圖書館榮獲104年全國公共圖書館評鑑「卓越進

步獎」
文化局

125 10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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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獲第15屆公共工程金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良獎-建築

類-優等

建設局

126 104.11.04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

「松竹五路跨越旱溪橋梁新建工程」榮獲第15屆公

共工程金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良獎-土木類-佳作
建設局

127 104.11.05 勞動部
「104年度勞動檢查機構績效考評結果」優等獎(得

獎單位:臺中市勞動檢查處)
勞工局

128 104.11.11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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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104.11.12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親老獎-

樂齡行動教室-B2親老獎
衛生局

130 104.11.12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臺中市「無菸

家庭、愛的陣線聯盟」服務方案-A3生活獎
衛生局

131 104.11.12 法務部 103年度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西屯區公所

132 104.11.12 法務部 103年度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西區區公所

133 104.11.12 法務部 103年度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沙鹿區公所

134 104.11.12 法務部 103年度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大雅區公所

135 104.11.12 法務部 103年度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潭子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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