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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年度 月份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類別

國際

參獎

1 108年 12月 108.12.04 內政部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榮獲內政部

「108年度第10屆優良綠建築作品」
水利局 一般類

2 108年 12月 108.12.05 臺灣師範大學
本市東山高中於「2019全國高中生人文

經典閱讀會考」榮獲冠軍
教育局 一般類

3 108年 12月 108.12.10
衛生福利部國

民健康署

榮獲「2019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

市(社區)獎-高齡友善環境優良獎」康健

獎

衛生局(食品

藥物安全處)
一般類

4 108年 12月 108.12.11
衛生福利部國

民健康署

榮獲「2019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

市(社區)獎-創新成果獎(健康環境)」康

健獎

建設局(新建

工程處)
一般類

5 108年 12月 108.12.11

衛生福利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中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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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類

6 108年 12月 108.12.12
臺灣雲端物聯

網產業協會

「智慧公園好生活─水湳中央公園」榮

獲「2019雲端物聯網創新獎」優良應用

獎

建設局 一般類

7 108年 12月 108.12.12
臺灣雲端物聯

網產業協會

「智慧監工好生活─道路挖掘管理之3D

管線暨攝影整合應用」榮獲「2019雲端

物聯網創新獎」優良應用獎

建設局 一般類

8 108年 12月 108.12.12
臺北市電腦公

會

「獨步全球!臺中MIT自駕車引領智慧交

通再升級」榮獲「2020智慧城市虛實整

合展-開幕及創新應用獎」

交通局 一般類

9 108年 12月 108.12.13 衛生福利部

榮獲「108獎勵地方政府落實推動食安五

環改革政策計畫」強化方案評比獎勵金

2,300萬元

衛生局(食品

藥物安全處)
一般類

10 108年 12月 108.12.26 國家圖書館
本市圖書館榮獲「108年全國圖書書目資

訊網（NBINet）」金心獎
文化局 一般類

11 108年 12月 108.12.27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榮獲「108年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

理動物保護業務績效評鑑」特優

農業局(動物

保護防疫處)
一般類

12 108年 12月 108.12.27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榮獲「108年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

動物收容管制業務績效評鑑」特優

農業局(動物

保護防疫處)
一般類

臺中市政府108年12月至109年6月施政成績單(重點項目)
製表日期：109年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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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09年 1月 109.01.03 臺灣師範大學

本市日南國中、新光國中分別榮獲「108

年度全國中小學生活科技創作競賽」第

一名、第二名

教育局 一般類

14 109年 1月 109.01.07 讀者文摘

臺中1999市民專線榮獲「2020優秀服務

獎」(Quality Service Award)市民專線

類-金獎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一般類

15 109年 2月 109.02.11 交通部觀光局
本市市中區(舊城區)入選「2020臺灣經

典小鎮」
中區區公所 一般類

16 109年 2月 109.02.11 交通部觀光局
本市和平區(泰雅原鄉)入選「2020臺灣

經典小鎮」
和平區公所 一般類

17 109年 1月 109.01.14 經濟部水利署

本市防災社區於「108年度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評鑑」共計13處獲獎，包含1處種子

社區，1處特優社區，5處優等社區及6處

甲等社區，獲獎數全國第一，並獲得評

鑑獎勵金120萬元

水利局(防災

中心)
一般類

18 109年 1月 109.01.16 法務部廉政署
榮獲「108年度透明晶質獎試評獎」特優

機關
地方稅務局 一般類

19 109年 1月 109.01.17 財政部

「108年度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考

評」榮獲「財務管理類」考核成績第一

名

財政局 一般類

20 109年 1月 109.01.21 文化部

「109~110年度臺中市政府推動社區營造

三期及村落發展計畫」榮獲「文化部推

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落文化發展計畫」

審核評列第1級，且本市109-110年獲補

助額度及108年度執行績效皆名列第一

文化局 一般類

21 109年 2月 109.02.03
原住民族委員

會

榮獲「原住民族委員會108年度『原住民

族部落特色道路改善計畫』執行績效考

核評分」全國第1名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一般類

22 109年 2月 109.02.13 財政部

榮獲「財政部108年度稅捐稽徵機關防止

新欠清理舊欠競賽（地方稅捐稽徵機關

甲組）」第1名

地方稅務局 一般類

23 109年 3月 109.03.04 宏碁基金會

Being Life第四屆「明日生活。萬物智

聯」全國創作大賽，本市共囊括17面獎

牌

教育局 一般類

24 109年 3月 109.03.15

中華民國高級

中等學校體育

總會

本市豐原高商榮獲「108學年度高級中等

學校排球甲級聯賽」奪冠(七連霸)
教育局 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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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9年 3月 109.03.16

WMTC

Internationa

l(世界數學團

體錦標賽)

本市北新國中於「2019年第十屆

WMTCInternational世界數學團體錦標

賽」榮獲1面金牌、10面銀牌、22面銅

牌、9面優勝獎牌

(WMTC是由美國規模最大的數學聯賽ARML

與中國規模最大的數學競賽「希望杯數

學邀請賽」於2010年合組發起的數學國

際競賽)

教育局 一般類 ▓

26 109年 3月 109.03.26 內政部
榮獲｢108年內政部昇降設備管理業務督

導｣ 都會型-甲組特優 98分
都市發展局 一般類

27 109年 4月 109.04.01

GO SMART 全

球智慧城市聯

盟

The Magneto project (Road side

parking spaces real-time

information service)路邊停車即時資

訊服務計畫(萬磁王計畫)榮獲「2020 Go

Smart Award」優勝

交通局(停車

管理處)
一般類 ▓

28 109年 4月 109.04.05
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

本市臺中家商參加「奧林匹克金融競

賽」連續5年榮獲全國前三名、優勝，學

校指導老師獲得高中組最佳領隊第1名

教育局 一般類

29 109年 4月 109.04.28 衛生福利部
榮獲「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菸害防制考評

稽查績效」全國第1名
衛生局 一般類

30 109年 4月 109.04.28 衛生福利部
榮獲「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菸害防制考評

戒菸服務」六都第1名
衛生局 一般類

31 109年 4月 109.04.28 衛生福利部
榮獲「衛生保健工作計畫-婦幼健康促

進」六都第1名
衛生局 一般類

32 109年 4月 109.04.29

義大利A´

DESIGN

AWARD&COMPET

ITION

「臺中帝國製糖廠湧泉公園」榮獲2020

A' Design Award and Competition「城

市規劃與城市設計組」金獎

文化局 一般類 ▓

33 109年 4月 109.04.30

機器人教育與

競賽基金會

(RECF)

本市福科國中參與「VEX機器人世界錦標

賽-2020 Online Challenge-Robotic

Team Website Challenge Sponsored by

Dell 」榮獲世界第3名

教育局 一般類 ▓

34 109年 5月 109.05.06
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榮獲行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評定為108年度地方政

府績優採購小組「優等」之最高榮譽

政風處 一般類

35 109年 5月 109.05.18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不動產協

進會

「豐原育英路多目標立體停車場暨豐南

地區消防分隊興建工程」榮獲「國家卓

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類」金質獎

交通局(停車

管理處)
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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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09年 5月 109.05.18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不動產協

進會

「臺中市第13期市地重劃區內橋梁暨西

川二路下班回流溝改建為生態景觀渠道

工程」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環

境文化類」優質獎

地政局 一般類

37 109年 6月 109.06.01 財政部

榮獲「財政部108年度稅捐稽徵業務考核

『稅捐稽徵作業績效』（地方稅稽徵機

關甲組）」特優(第1名)

地方稅務局 一般類

38 109年 6月 109.06.01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榮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8年度地方政

府環境清潔維護考核」全國直轄市及縣

市組第一組特優，西區及西區安龍里亦

均獲得全國鄉鎮市區組及村里組第一組

特優

環境保護局 一般類

39 109年 6月 109.06.17 財政部
榮獲「108年度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招商卓

越獎」
財政局 一般類

40 109年 7月 109.7.23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不動產協

進會

「臺中市潭子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榮獲「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規劃設計

類」卓越獎

建設局(新建

工程處)
一般類

41 109年 7月 109.7.23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不動產協

進會

「臺中市南區長春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

程」榮獲「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規劃設

計類」金質獎

建設局(新建

工程處)
一般類

42 109年 7月 109.7.23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不動產協

進會

「臺中市自由車場整建計畫統包工程」

榮獲「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施工品質

類」金質獎

建設局 一般類

43 109年 1月 109.01.15 內政部
榮獲「108年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維運及

考評」考評結果，滿分100分
消防局 警消類

44 109年 1月 109.01.16 內政部
榮獲「108年應變管理資訊系統(EMIC)演

練」成績特優
消防局 警消類

45 109年 2月 109.02.13 內政部
榮獲「108年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直

轄市、縣(市)績效管考評核結果」特優
消防局 警消類

46 109年 4月 109.04.15 內政部役政署
榮獲「109年上半年替代役績優服勤單

位」團體獎
消防局 警消類

47 108年 12月 108.12.19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推動警勤區訪查工作執行成

效評核」甲組特優
警察局 警消類

48 109年 3月 109.03.17 內政部 榮獲「108年度社區治安策略評核」優等 警察局 警消類

49 109年 1月 109.01.30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下半年『加強查處人口販運

仲介及集團專案實施計畫』(反奴計

畫)」特優

警察局 警消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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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8年 12月 108.12.12 內政部
榮獲「內政部107年度服務品質獎」—整

體服務類獎項
警察局 警消類

51 109年 2月 109.02.14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第4季執行『強化應受尿液

採驗人採驗實施計畫』」特優
警察局 警消類

52 109年 3月 109.03.04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7至12月警察機關精進緝毒

成效工作計畫」分組第1名
警察局 警消類

53 109年 3月 109.03.05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下半年偵防電信網路詐欺犯

罪工作執行計畫」甲組第1名
警察局 警消類

54 109年 5月 109.05.01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檢肅幫派工作績效」甲組特

優
警察局 警消類

55 109年 5月 109.05.12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下半年保護婦幼安全工作」

特優
警察局 警消類

56 109年 5月 109.05.15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8年下半年性侵害案件工作」特

優
警察局 警消類

備註：本表係擇「一般類」及「警消類」第一名及特優等重要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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