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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至 108年 5月臺中市政府施政成績單(一般類) 

統計時間：107年 12月至 108年 5月 
序號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1 107.11.26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健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評比」第 2名 北區區公所 

2 107.12.03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及花馬道新建工程」榮獲「第 18屆公共工程

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良獎」土木類第 1 級組佳作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3 107.12.03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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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第 18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良獎」建

築類第 2 級組佳作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4 107.12.03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側道路（新闢

大甲溪橋梁及引道段）」榮獲「第 18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

程品質優良獎」土木類第 2級組佳作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5 107.12.05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7 年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社區及健康服務」康健獎 衛生局 

6 107.12.10 內政部 
「107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共同管道業務督導評鑑」

甲等 

建設局 

(養護工程處) 

7 107.12.10 行政院 「107 年全民防衛動員業務訪評」優等 
衛生局 

(食品藥物安全處) 

8 107.12.13 交通部 「106 年度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特優獎 交通局 

9 107.12.14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第 12屆金所獎-菸酒檳的社區防制」卓越獎 

衛生局 

(北區衛生所) 

10 107.12.14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第 12屆金所獎-菸酒檳的社區防制」督導有方獎 衛生局 

11 107.12.21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7 年度中央聯合視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視導考評」第一

組特優 
衛生局 

12 107.12.21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7 年全國保健 Nudge巧推大賽」佳作 衛生局 

13 107.12.22 
行政院主計總

處 
「107 年度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業務績效評核」六都次優 主計處 

14 107.12.24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計畫」評鑑

「環境教育特優」 
環境保護局 

15 107.12.24 教育部 「107 年全國工科技藝競賽」臺中高工六金冠全國  教育局 

16 107.12.26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度地區團保第六類績優投保單位評比」第一組第 1名 北屯區公所 

17 107.12.27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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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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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18 107.12.27 財政部 
107年度維護租稅公平重點工作計畫第 8項「房屋稅稅籍及使用

情形清查作業」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第 1名 
地方稅務局 

19 107.12.28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07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動物保護業務績效評鑑」

特優並榮獲「裁罰率提升最佳獎」 

農業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 

20 108.01.03 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城市好旅宿-縣市政府管理績效評比」臺中市政府榮獲

「優等」 
觀光旅遊局 

21 108.01.03 經濟部 

「107 年村里節電大車拼方案」臺中市潭子區獲獎成果 

金獎：嘉仁里        

銀獎：福仁里、潭北里、聚興里 

銅獎：潭陽里、新田里、頭家東里、大豐里 

潭子區公所 

22 108.01.04 財政部 「107 年度地方財政業務考核-財務管理類考核成績」第 5名 財政局 

23 108.01.04 行政院 「107 年生物病原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攻擊兵棋推演」績優 衛生局 

24 108.01.07 行政院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榮獲「行政院第 17屆金馨獎–愛的天平不傾斜

–性別平等故事獎」 
地政局 

25 108.01.12 
中華民國景觀

學會 

「臺中市西區茄苳樹王文化生態公園」榮獲「2018 第六屆臺灣景

觀大賞」老樹保護特別獎 
建設局 

26 108.01.12 
中華民國景觀

學會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后里森林園區地景設計 x策展」榮獲

「2018第六屆臺灣景觀大賞」年度大獎 
建設局 

27 108.01.12 
中華民國景觀

學會 

「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及花馬道新建工程」榮獲「2018第六屆臺灣

景觀大賞」入圍獎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28 108.01.12 
中華民國景觀

學會 
「臺中綠川景觀橋」榮獲「2018第 6 屆臺灣景觀大賞」入圍獎 水利局 

29 108.01.12 
中華民國景觀

學會 

「黎明溝水域環境改善計畫」榮獲「2018第 6屆臺灣景觀大賞」

入圍獎 
水利局 

30 108.01.14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 年度全面提升優質公廁精進計畫成效績優單位」評鑑「特

優級」 
環境保護局 

31 108.01.16 內政部 
「107 年度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獲評

直轄市型甲等 
建設局 

32 108.01.18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7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第 3 名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33 108.01.18 教育部 
「107 年國民中小學行動學習推動計畫」光復國中小連續 2年榮

獲「一般組優良學校獎」 
教育局 

34 108.01.19 
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 

「107 年度直轄市、縣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管考計畫」榮獲全國

第 6名優等獎 
地政局 

35 108.01.19 
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 

「107 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

作」榮獲全國第 3名優等獎 
地政局 

36 108.01.25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

績效」優等 
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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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37 108.01.30 IF 設計獎官網 
「2018臺中世界花博森林園區–四口之家」榮獲「2019年 IF 設

計獎之建築及都市」設計類大獎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38 108.02.18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舉辦「107年度經濟部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評鑑，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榮獲 

1.優等社區：霧峰區五福里、太平區中興里、大里區塗城里 

2.甲等社區：沙鹿區沙鹿里、斗抵里、后里區墩南里、義里里、

太平區太平里、大里區健民里、南屯區鎮平里 

3.種子社區：烏日區前竹里 

4.縣市政府評鑑績優奬：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 

39 108.02.25 教育部 「107 年閱讀力表現績優城市–民眾每人借閱冊數」六都第 3名 臺中市立圖書館 

40 108.03.04 財政部 
「稅捐稽徵機關防止新欠清理舊欠競賽成績」榮獲地方稅稽徵機

關甲組第 3名 
地方稅務局 

41 108.03.05 文化部 「107 年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績效評核」全國第 1 文化局 

42 108.03.10 教育部 

107學年度中等學校排球甲級聯賽 

1.豐原高商榮獲「高中男子組冠軍」 

2.東山高中榮獲「高中女子組冠軍」 

3.雙十國中榮獲「國中女子組亞軍」 

教育局 

43 108.03.13 
國際培訓總會

(IFTDO) 
「國際培訓總會(IFTDO)最佳人力資源管理類」優等獎 人事處 

44 108.03.15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07年度家畜保險業務競賽-豬隻運輸死亡保險業務 

1.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組成長業務乙組–第 1名 

2.直轄市及縣(市)動物防疫機關組成長業務乙組–第 1名 

農業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 

45 108.03.15 
海洋委員會海

洋保育署 

「107 年度河川污染整治及海洋污染防治考核計畫」海洋污染防

治考核經評定為「特優」 
環境保護局 

46 108.03.18 
行政院國家發

展委員會 
｢第 2 屆政府服務獎｣入圍 地方稅務局 

47 108.03.18 
國家發展委員

會 
｢第 2 屆政府服務獎｣入圍 

都市發展局 

(建造管理科) 

48 108.03.20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績優機關」

特優 
環境保護局 

49 108.03.20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7 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檢驗業務」表現良好 

衛生局 

(食品藥物安全處) 

50 108.03.21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7 年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評鑑」優等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51 108.03.25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年度「地方政府環境清潔維護考核計畫」 

1.臺中市評鑑「特優」 

2.臺中市南屯區評鑑「優等」 

環境保護局 

52 108.03.25 衛生福利部 「107 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醫政業務分組」第 1名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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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料來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53 108.03.25 衛生福利部 「107 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心理及口腔業務組」第 1名 衛生局 

54 108.03.28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工作績

效」評鑑直轄市組「河川揚塵管制表現卓越奬」 
環境保護局 

55 108.03.29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7 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保健業務分組」優等 衛生局 

56 108.03.29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不得提供菸品予未滿 18歲之菸害防制執法成效」全國第 1名 衛生局 

57 108.03.29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菸害防制工作稽查績效」第一組第 2名 衛生局 

58 108.03.29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癌症篩檢與檳榔健康危害防制」第一組第 2名 衛生局 

59 108.03.29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中老年健康促進」第一組第 2名 衛生局 

60 108.03.29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糖尿病品質支付服務照護率」第一組第 1 名 衛生局 

61 108.04.01 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管理供應系統考評實施計畫」獲

評直轄市型優等 

建設局 

(養護工程處) 

62 108.04.02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7 年地方衛生機關辦理整體菸害防制工作」第一組第 2名 衛生局 

63 108.04.06 

中華民國高級

中等學校體育

總會 

「2019年世界中學生排球 U15 錦標賽」潭秀國中榮獲「男子組亞

軍」 
教育局 

64 108.04.10 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運動 i臺灣計畫年度評核」榮獲「特優」 運動局 

65 108.04.15 財政部 
「108 年第 1 次不定期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查緝查獲私劣

酒品績效」全國第 2名 
財政局 

66 108.04.15 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內政部營建署昇降設備管理業務督導考核」榮獲都會型

甲組特優 

都市發展局 

(使用管理科) 

67 108.04.15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 108年度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

人評選」 中市大放異彩 HOME RUN！ 
教育局 

68 108.04.16 

A’ Design 

Award & 

Competition 官

網 

「2018臺中世界花博森林園區-四口之家」榮獲「建築及結構設

計獎」銀獎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69 108.04.18 教育部 
「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

評選」榮獲「閱讀推手團體組獎」 
臺中市立圖書館 

70 108.04.19 
中華民國地籍

測量學會 
「第五屆金界獎」榮獲「大臺中智慧測量框架–測繪品質類」 地政局 

71 108.04.22 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考核評鑑」甲等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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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08.04.23 教育部 

107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11 人制 

1.黎明國中榮獲「國中男生組冠軍」 

2.五權國中榮獲「國中女子組亞軍」 

教育局 

73 108.04.24 行政院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榮獲「行政院第 17屆金馨獎」

甲等 
社會局 

74 108.04.24 行政院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榮獲「行政院第 17屆金馨獎–性別平等故事

獎」 
環境保護局 

75 108.04.29 勞動部 
「勞動部對地方政府勞動行政業務督導考核綜合考評」六都第 4

名 
勞工局 

76 108.04.29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 年度環境清潔維護考核績優單位」榮獲鄉鎮市區組優等 南屯區公所 

77 108.05.06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 年度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優等 環境保護局 

78 108.05.09 
臺灣玉山機器

人協會 
「2019FIRST 機器人世界賽」溪南國中勇奪「亞軍」 教育局 

79 108.05.14 經濟部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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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比」優等 
經濟發展局 

80 108.05.17 經濟部水利署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污水截流及環境營造(復興路至愛

國街)」榮獲「2019 全國水環境大賞」水漾景觀獎 
水利局 

81 108.05.17 經濟部水利署 
「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榮獲「2019全國水環境大賞」公私協

力夥伴獎 
水利局 

82 108.05.18 

中華民國高級

中等學校體育

總會 

「2019年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大甲高中榮獲學校組季軍 教育局 

83 108.05.21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成果評選 

1.梨山國中、小榮獲「特優」 

2.霧峰國中榮獲「優等」 

3.東海國小榮獲「優等」 

教育局 

84 108.05.22 108年全中運 「108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縣市金牌數」名列全國第二 教育局 

85 108.05.23 財政部 
「107 年度稅捐稽徵機關稽徵業務考核–稅捐稽徵作業績效類」

榮獲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優等名列第 1名 
地方稅務局 

86 108.05.23 財政部 
「107 年度稅捐稽徵業務考核–租稅教育及宣導」榮獲地方稅稽

徵機關甲組優等名列第 2名 
地方稅務局 

87 108.05.24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不動產協

進會/國家卓越

建設獎委員會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花舞館興建工程」榮獲「2019國家

卓越建設獎」最佳施工品質類–卓越獎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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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08.05.24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不動產協

進會/國家卓越

建設獎委員會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探索館(遊客中心)、發現館興建工

程」榮獲「2019 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施工品質類–特別獎 

建設局 

(新建工程處) 

89 108.05.24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不動產協

進會/國家卓越

建設獎委員會 

「臺中市動物之家后里園區」榮獲「2019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

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建設局 

90 108.05.24 
國家卓越建設

獎委員會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段社會住宅」榮獲「2019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社會住宅類卓越獎 

都市發展局 

(住宅發展工程處) 

91 108.05.24 
國家卓越建設

獎委員會 

「臺中市東區東勢子段社會住宅」榮獲「2019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社會住宅類金質獎 

都市發展局 

(住宅發展工程處) 

92 108.05.28 內政部 「107 年度戶政業務績效評鑑」直轄市組第 2名 民政局 

93 108.05.31 
世界不動產聯

盟(FAIBCI) 

「臺中市綠川排水景觀工程(雙十路至民權路段)」榮獲「全球卓

越建設獎(FIABCI World Prix d’Excellence Awards)環境(復

育、保育)類」首獎(全球第一) 

水利局 

94 108.02.15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07 年草食家畜業務網路資訊系統鮮乳標章檢查」第 3 名 

農業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 

95 108.04.21 教育部 
「107 學年度國民中學籃球甲級聯賽」神岡國中榮獲「男子組亞

軍」 
教育局 

96 108.05.30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07年度全國績優-休閒農業區榮獲 

1.卓越獎：東勢區梨之鄉休閒農業區 

2.模範獎：東勢區軟埤坑休閒農業區 

3.茁壯獎：外埔區水流東休閒農業區、新社區抽藤坑休閒農業區 

4.輔導單位受獎：臺中市政府、東勢區農會、外埔區農會、新社

區農會 

農業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