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1 108.06.02
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榮獲「107年度地方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優等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2 108.06.03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7年度『取締酒駕工作督導考核計畫』評核成績」六都

第1名
警察局

3 108.06.13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7年『交通安全宣導執行計畫』優等 警察局

4 108.06.14
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榮獲「全民監督公共工程-107年度執行績效優良機關」優等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5 108.06.14 內政部
「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維運及考評規定」107年7月至12月考評

滿分
消防局

6 108.06.17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第1次全國同步掃黑行動專案」甲組第1名 警察局

7 108.06.19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度軍民聯合防空-萬安42號演習評核」全國特優(第

1名)
警察局

8 108.06.20 內政部 榮獲「108年度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行計畫」甲組第1名 消防局

9 108.06.20 國家發展委員會 清水區戶政事務所榮獲第2屆「政府服務獎」(整體服務類) 民政局

10 108.06.20 國家發展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榮獲第2屆「政府服務獎」(整體服務類) 警察局

11 108.06.20 國家發展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榮獲第2屆「政府服務獎」(整體服務類) 地方稅務局

12 108.06.26
財政部中區國稅

局豐原分局

榮獲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舉辦「各區公所輔導納稅義務

人以憑證辦理107年度綜合所得稅網路申報暨稅額試算服務認競

賽作業」第1名

大雅區公所

13 108.06.28
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

烏日資源回收廠榮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7年垃圾焚化廠查核

評鑑」評定為「優等獎」
環境保護局

14 108.07.05
衛生福利部國民

健康署
榮獲「107年癌症防治品質精進計畫-口腔偵測王」第一組第1名 衛生局

15 108.07.08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上半年(第2次)『掃蕩地下金融專案行動』執行成

果」全國績優
警察局

16 108.07.08 國安局 榮獲「108年特種勤務執行協調訪問業務」特優單位 警察局

108年6月至108年11月臺中市政府施政成績單(重點項目)
統計期間：108年6月至108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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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17 108.07.10 交通部
榮獲交通部107年「院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6

年度執行成果考評」特別獎(18-24歲機車族群改善幅度)
交通局

18 108.07.10 勞動部 榮獲「108年度勞動檢查機構績效考評」評定結果為「優等」 勞工局

19 108.07.16 交通部 榮獲「107年度縣市政府橋梁維護管理作業評鑑作業」優良 建設局

20 108.07.17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不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立圖書館上楓分館暨上楓國小活動中心興建工程」榮

獲「2019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類-卓越獎」
文化局

21 108.07.17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不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李科永紀念圖書館室內裝修及周邊景觀工程」榮獲

「2019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類-金質獎」
文化局

22 108.07.17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不動產協進會

「黎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環境文

化類」金質獎
水利局

23 108.07.17
團法人中華民國

不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綠川水環境改善計畫(復興路至愛國街)」榮獲「國家

卓越建設獎最佳環境文化類」金質獎
水利局

24 108.07.19 內政部

榮獲內政部「依『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更正劃定或檢討變更案

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辦理非都市土地使

用分區更正、劃定或檢討變更案件核定作業」評鑑優等

地政局

25 108.07.19 內政部

榮獲內政部「依『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更正劃定或檢討變更案

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辦理非都市土地使

用分區更正、劃定或檢討變更案件核定作業評鑑優等

地政局

26 108.07.24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7年取締酒後駕車工作督導考核計畫」甲組第1名 警察局

27 108.07.25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上半年靖紀工作」甲組第2名(優等) 警察局

28 108.07.29 國家發展委員會 北區戶政事務所榮獲第17 屆「機關檔案管理金檔獎」 民政局

29 108.07.30
臺中市體育總會

棒球委員會

中山國中棒球隊榮獲「2019臺中市金龍盃全國少棒菁英賽」全

國冠軍
教育局

30 108.07.30 內政部 榮獲「107年推動社區治安工作評鑑」特優 警察局

31 108.07.31
國立臺灣科學教

育館

私立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榮獲「中華民國第59屆中小學科學

展覽會-學校團體獎」國小組第1名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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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32 108.07.31
國立臺灣科學教

育館

本市大雅國中榮獲「中華民國第59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學校團

體獎」國中組第1名
教育局

33 108.08.08
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

榮獲「108年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工作績效考核」直轄市組第1

名
水利局

34 108.08.19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機動保安警力整備暨保安裝備督考」甲組特優 警察局

35 108.08.19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第2季執行「強化應受尿液採驗人採驗實施計畫」B

組第1
警察局

36 108.08.21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7年及108年都市公園綠地無障礙環境督導計畫」優等 建設局

37 108.08.27 內政部警政署
108年上半年執行「警察機關精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甲組第1

名
警察局

38 108.08.29 勞動部
「西屯區東海國小第二期校舍工程」榮獲勞動部「2019第13屆

公共工程金安獎」
教育局

39 108.08.29 內政部 榮獲「107年度防制人口販運工作成果考核」全國特優 警察局

40 108.08.30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本市榮獲108年度「『最美共讀站』績優縣市 教育局

41 108.08.30 內政部
榮獲「108年度建築物施工管理業務考核｣都會型甲組｢特優等｣

，本府已連續2年獲此榮譽
都市發展局

42 108.09.02 衛生福利部 榮獲「108年度食品流通稽查業務-特色產品抽驗」績優獎
食品藥物安

全處

43 108.09.05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上半年偵防電信網路詐欺犯罪工作」甲組第1名 警察局

44 108.09.10 經濟部 榮獲「107年度『節能典範』執行機關 地方稅務局

45 108.09.11 內政部 榮獲「107年度防制人口販運工作成果考核(協辦)」特優 衛生局

46 108.09.22 教育部體育署
榮獲「推展社會體育有功團體獎」，是六都唯一的獲獎政府機

關
運動局

47 108.10.01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8公寓大廈管理組織報備及相關業務考核」特優 都發局

48 108.10.02
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

榮獲「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設施改善（第二標）」工程

查核成績甲等
水利局

49 108.10.02 永信基金會
榮獲108年「創齡~銀向樂活-老人福利機構運動會」銅牌獎，獎

金2,000元整

臺中市立仁

愛之家

3



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業務機關

50 108.10.03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臺灣高等檢察署統一規劃-選前查緝地下通匯專案」績優

單位
警察局

51 108.10.04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集會遊行暨民眾抗爭事件處理業務評核」全國特優 警察局

52 108.10.05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上半年警察機關保護婦幼安全工作評核」全國特優 警察局

53 108.10.07 內政部 榮獲「107年度新住民照顧服務績效考核成績」優等 民政局

54 108.10.08 國家發展委員會 榮獲「108年政府開放資料金質獎-地方政府組」第1名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資

訊中心)

55 108.10.09 教育部 「108年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本市獲獎人數全國第一 教育局

56 108.10.09 教育部
北屯區大坑國民小學榮獲「108年度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國小組

金質獎
教育局

57 108.10.09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上半年檢肅非法槍械工作團體評核表」甲組第1名 警察局

58 108.10.14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下半年(第3次)掃蕩地下金融專案行動」全國績優 警察局

59 108.10.14
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榮獲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地方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07年度績

效考核審定等第優等佳績」，本府已連續3年獲得優等佳績
政風處

60 108.10.15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榮獲「107學年度地方政府辦理學校健康促進計畫」優等縣市 教育局

61 108.10.17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上半年度辦理性侵害案件工作評核」全國特優 警察局

62 108.10.24 內政部
榮獲「107年度TGOS加值應用及加盟單位績效評獎活動」TGOS流

通服務獎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資

訊中心)

63 108.10.24 108年全國運動會 榮獲「108年全國運動會-行政院長獎」名列全國第3，史上最佳 運動局

64 108.10.28
經濟部中部辦公

室

榮獲經濟部「2019公有零售市場管理業務創新獎」，已連續2年

獲得本獎項
經濟發展局

65 108.11.05 教育部
榮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學年度軍訓工作評鑑績優-

實地訪視」第1名
教育局

66 108.11.08
中華民國地下管

道技術協會

「臺中市西屯區黎明路雨水下水道整建工程」榮獲「優良地下

管道工程獎」
水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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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08.11.11 行政院 榮獲108年第2波「安居緝毒專案」六都績優機關 警察局

68 108.11.15
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臺中市水湳40M-11號道路與中科東向道路銜接工程」榮獲第

19屆「公共工程金質獎」土木類-特優
建設局

69 108.11.15
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臺中市自由車場整建計畫統包工程」榮獲第19屆「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金質獎」建築類-優等
建設局

70 108.11.15 勞動部 榮獲「勞動部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評核良等 勞工局

71 108.11.16 客家委員會
東勢區成功國小榮獲「108年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國小低

年級組客語戲劇類」第1名
教育局

72 108.11.16 客家委員會
石岡區土牛國小榮獲「108年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榮獲高年

級組-客語歌唱表演類」第1名
教育局

73 108.11.16 客家委員會
大里區美群國小榮獲「108年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榮獲中年

級組-客語歌唱表演類」第1名
教育局

74 108.11.19 內政部
榮獲「107年度城鎮之心工程計畫-執行績效評鑑暨工程督導考

核整體評鑑」優等

都市發展局

(都市設計工

程科)

75 108.11.20 行政院主計總處
榮獲「108年度縣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綜合考核」直轄市(第1

級)」特優
主計處

76 108.11.25 衛福部
榮獲「108年推動家庭暴力初級預防社區宣導工作績效」全國第

1名

臺中市家庭

暴力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77 108.11.27 法務部 榮獲「107年度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臺中市第１名) 西屯區公所

78 108.11.28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8年度市區道路養護管理暨人行環境無障礙考評」優等

獎
建設局

79 108.11.29 經濟部 榮獲「107年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業務成效考核評比」優等 經濟發展局

80 108.11.29 內政部
榮獲「108年建造執照與雜項執照相關管理業務推動情形考核」

都會型甲組-優等
都市發展局

81 108.11.29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第3季執行『強化應受尿液採驗人採驗實施計畫』

特優機關
警察局

82 108.11.29
衛生福利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

榮獲「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彰投-108公所績優單位」

第1名

臺中市大里

區公所

83 108.11.29
衛生福利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

榮獲「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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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本表係擇「一般類」及「警消類」第一名及重要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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