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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07.10 交通局
榮獲「108年度縣市政府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

鑑」優良(連續五年)
建設局 一般類

2 109.07.13
國家卓越建設獎委員

會

「中台灣電影中心新建工程」榮獲「2020國家卓

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卓越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3 109.07.21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9年第1波『校園及少年毒品查緝工

作』」分組第1名
警察局 警消類

4 10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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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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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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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9.07.23
國家卓越建設獎委員

會

「中臺灣電影中心新建工程」榮獲「2020國家卓

越建設獎」
新聞局 一般類

8 109.07.23
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

委員會

「臺中市第13期市地重劃區內橋梁暨西川二路下

方回流溝改建為生態景觀渠道工程」榮獲「2020

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環境文化類)

地政局 一般類

9 109.07.2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

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國民小學新設學校工程」榮

獲「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

獎

教育局 一般類

10 109.07.2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

動產協進會

「臺中市南陽國小仁愛、信義樓拆除重建工程」

榮獲「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金

質獎

教育局 一般類

11 109.08.11
國家卓越建設獎委員

會

豐原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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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國家卓越建設獎」最

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交通局 一般類

12 109.08.11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

築協會

「臺中市大里光正段社會住宅新建工程（第一

期）」榮獲「2020優良智慧建築貢獻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13 109.08.12 交通部
榮獲「109年度金路獎-路況養護類-縣市政府橋

梁維護」績優(六都類組第1)
建設局 一般類

臺中市政府109年7月至109年12月施政成績單(重點項目)
製表日期：11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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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9.08.15
2020 Novum Design

Award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Novum

Design Award法國NDA設計大獎」金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15 109.08.17 衛生福利部
榮獲「108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綜合獎」

第一組第1名
衛生局 一般類

16 109.08.17 衛生福利部
榮獲「108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醫政類」

第一組第1名
衛生局 一般類

17 109.08.18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9年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及相關業務

考核」特優等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18 109.08.2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

榮獲「108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食品藥物

類」第一組優等獎

衛生局(食品

藥物安全處)
一般類

19 109.08.25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

辦理國健署「108年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癌

症篩檢工作績效」榮獲「口腔偵測王之表現優異

獎」第一組第1名

衛生局 一般類

20 109.09.04 內政部
榮獲內政部109年上半年「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

維運及考評」績優，考評結果為滿分100分
消防局 警消類

21 109.09.07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9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3號）演習」

全國特優（第1名）
警察局 警消類

22 109.09.14 內政部 榮獲「108年推動社區治安工作評鑑」評核特優 警察局 警消類

23 109.09.16 教育部體育署

本府運動局榮獲「109年度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

個人績優機關獎」(本府運動局自106年升格以來

，首度榮獲本獎項)

運動局 一般類

24 109.09.23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9年第2季執行『強化應受尿液採驗人採

驗實施計畫』」評核特優
警察局 警消類

25 109.09.24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榮獲「Gold Awards」刊物類—金獎 觀光旅遊局 一般類

26 109.10.01
2020 Good Design

Award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Good Design

Award 日本優良設計獎」設計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27 109.10.15 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

「臺中文學館歷史建築日治時期警察宿舍周邊景

觀公園」榮獲「2020臺中市公共建築景觀類」建

築園冶獎

文化局 一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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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09.10.16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8年度前瞻水環境績效考評」全國第3名 水利局 一般類

29 109.10.16 交通部
本府輔導推薦長宏人力仲介有限公司參加「109

年金安獎-企業團體貢獻獎」，獲評選全國第1名
警察局 警消類

30 109.10.2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本府輔導本市商圈參加經濟部「2020特色商圈評

選」表現優異

1.「美術園道商圈」榮獲【友善活力類】第1名

2.「東海藝術街商圈」榮獲【魅力特色類】第2

名

經濟發展局 一般類

31 109.10.22 教育部
榮獲「中華民國109年全民運動會」總統獎(全國

第1)
運動局 一般類

32 109.10.26 內政部
「台中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榮獲內政部「TGOS

加值應用獎」

交通局(公共

運輸及捷運

工程處)

一般類

33 109.10.27 經濟部
參與經濟部「優良市集及樂活名攤評核計畫」，

本市傳統市場總星數3891顆星，榮獲全國第1
經濟發展局 一般類

34 109.10.27 經濟部

本府榮獲「經營典範市集推動團隊」，本市榮獲

「經濟部經營典範市場」如下：

1.建國市場

2.逢甲市場

3.大慶夜市

經濟發展局 一般類

35 109.10.29 國家發展委員會

榮獲「109年度政府資料開放優質標章暨深化應

用獎勵措施」

1.金質獎—地方政府組第1名

2.人氣獎—第4名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資

訊中心)

一般類

36 109.10.29 文化部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

畫」榮獲「文化部第7屆公共藝術獎」環境融合

獎

文化局 一般類

37 109.10.30 法務部
榮獲「108年度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全

國第一級段-臺中市第1名
西屯區公所 一般類

38 109.11.02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9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

導—都會型甲組」特優(97.6分)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39 109.11.03
中華教科文創新發展

協會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親水岸，綠園道，冉冉

中華書香飄』街廓人行步道景觀規劃設計及工程

案」榮獲「第二十八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優良公

共建築/優良空間活化類』公共建築/優良空間活

化類」金石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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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9.11.05 教育部體育署 榮獲「108年運動i臺灣計畫年度評核報告」特優 運動局 一般類

41 109.11.1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臺中市榮獲「環保署縣(市)層級低碳永續家園認

證」評等最高等級「銀級」認證
環境保護局 一般類

42 109.11.13
中華建築金石獎活動

委員會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親水岸‧綠園道‧

冉冉中華書香飄』街廓人行步道景觀工程」榮獲

「第28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優良公共建設類 規

劃組」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43 109.11.17 內政部警政署
榮獲「109年國家警光獎-團體組改善交通類」第

1名
警察局 警消類

44 109.11.19

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

業聯盟（World IT &

Services Alliance,

WITSA）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購物節APP)榮獲「2020

全球ICT卓越獎—首獎」
經濟發展局 一般類

45 109.11.23 行政院主計總處
榮獲「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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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類

46 109.11.23 行政院主計總處
榮獲「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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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類

47 109.11.26
BSI英國標準協會台灣

分公司

1.榮獲「2020 BSI國際資安標準管理年會」頒發

「資安品質精銳獎」

2.該獎項同時通過資安管理及個資保護2 項國際

標準驗證。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資

訊中心)

一般類

48 109.11.29 教育部
榮獲「中華民國109年全國語文競賽」特優，本

市獲獎率全國之冠
教育局 一般類

49 109.11月 內政部
榮獲「109年度建築物施工管理業務考核」特優

等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50 109.12.01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109年直轄市、縣（市）及特設主管建築

機關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相關業務考核—都

會型甲組」特優(99分)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51 109.12.02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

利基金會

榮獲「109年縣市口腔癌防治力調查」

1.低嚼組「績優縣市」、「特色成果獎」

2.特色成果海報「網路人氣獎」—第一名

衛生局 一般類

52 109.12.03 內政部
榮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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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95分)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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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09.12.04 交通部觀光局 榮獲「2021臺灣經典小鎮3.0」 霧峰區公所 一般類

54 109.12.04 交通部觀光局 榮獲「2021臺灣經典小鎮3.0」 梧棲區公所 一般類

55 109.12.0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

「臺中市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第二期校舍新建工

程」獲「第20屆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
教育局 一般類

56 109.12.09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品

牌管理協會
榮獲「2020臺灣城鎮品牌獎」最佳行銷推廣獎 后里區公所 一般類

57 109.12.09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品

牌管理協會

榮獲「2020臺灣城鎮品牌獎」城鎮品牌文化傳承

創新獎
中區區公所 一般類

58 109.12.09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品

牌管理協會
榮獲「2020臺灣城鎮品牌獎」形象設計經營獎 外埔區公所 一般類

59 109.12.09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品

牌管理協會
榮獲｢2020台灣城鎮品牌獎｣金獎 西區區公所 一般類

60 109.12.0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參加「109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

賽」，本市榮獲金手獎數51座，全國第1
教育局 一般類

61 109.12.10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
「臺中市即時口罩系統」榮獲「TGIS2020金圖

獎」最佳推動服務獎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資

訊中心)

一般類

62 109.12.1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

臺中市梧棲漁港榮獲「109年度漁港環境評鑑」

為三星級漁港，並同時榮獲特優漁港最佳人氣獎

農業局(臺中

市海岸資源

漁業發展所)

一般類

63 109.12.16 花蓮縣體育會
臺中市代表隊參加「2020第八屆花蓮台彩威力盃

少棒錦標賽」奪冠，亦為本市首冠紀錄
教育局 一般類

64 109.12.22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風生水起綠動城市-鐵鳥走了留鳥來了」（中

央公園）榮獲「2020第八屆台灣景觀大獎」特殊

主題類—佳作獎

建設局(新建

工程處)
一般類

65 109.12.22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臺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綠空鐵道

軸線計畫(南段)」榮獲「2020第八屆景觀大獎—

公園綠地/公共開放空間類」 佳作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66 109.12.22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細部規劃設計」榮獲

「2020第八屆景觀大獎—環境規劃設計類」優質

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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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09.12.23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

榮獲「健保署中區業務組109年度地區團保第六

類績優投保單位評選」第一組-第1名
北屯區公所 一般類

68 109.12.24 衛生福利部
榮獲「第六屆社區金點獎」－年度特別獎(卓越

縣市獎)
社會局 一般類

69 109.12.24 文化部

「108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

計畫」榮獲「文化部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

展計畫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績效評核」成績90分

以上(第一等次)

文化局 一般類

70 109.12.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榮獲「109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動物收

容管制業務評鑑績優單位」特優、認養率提升最

佳獎

農業局(臺中

市動物保護

防疫處)

一般類

71 109年
2020 Spark Design

Awards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Spark

Design Awards美國星火設計大獎」銀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72 109年
2020 MUSE Design

Awards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MUSE Design

Awards 美國繆斯設計獎」白金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73 109年
2020 IFLA AAPME

Awards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IFLA AAPME

Awards 經濟可行性類別」榮譽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74 109年

2020 Singapore

Interior Design

Awards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Singapore

Interior Design Awards 新加坡室內設計大

獎」銀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75 109年 2020 Sydney Design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Sydney

Design Awards 澳洲雪梨設計獎」金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76 109年

2020 A' Design

Award and

Competition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榮獲「2020 A' Design

Award and Competition 義大利A'國際設計大

獎」

都市發展局 一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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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