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類別

1 110.01.09 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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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景觀大

獎」佳作

文化局 一般類

2 110.01.14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內政部營建署「109年度建造執照與雜項執照

核發相關業務考核」都會型甲組—特優
都市發展局 一般類

3 110.01.18 財政部
榮獲「109年度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考評—財務管理

類」考核成績第一名
財政局 一般類

4 110.01.18 交通部觀光局

榮獲交通部觀光局「109年城市好旅宿-縣市政府

管理績效評比」特優(考評期間為108年度8月份至

109年度7月份)

觀光旅遊局 一般類

5 110.01.21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內政部營建署「109年度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

處理與規劃設置土資場及流向管制督導考核計

畫」甲等

都市發展局 一般類

6 110.01.26 內政部

「臺中市大里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主次幹管及揚水

站工程(1)-文心南路」榮獲「內政部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查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7 110.02.04 衛生福利部
「臺中市烏日綜合社會福利館興建工程」榮獲

「內政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8 110.02.08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內政部營建署「109年度內政部建築物昇降設

備管理業務督導考核」都會型甲組—特優
都市發展局 一般類

9 110.02.17 衛生福利部
榮獲衛生福利部「109年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衛教宣

導類」第1組(六都直轄市組)第2名
衛生局 一般類

10 110.03.02 財政部
榮獲財政部「109年度稅捐稽徵機關防止新欠清理

舊欠競賽成績（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第1名
地方稅務局 一般類

11 110.03.18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臺中市旱溪排水水質現地處理設施工程」榮獲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查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12 110.03.19 教育部
本市榮獲教育部109年「整體閱讀力表現績優城

市」

文化局(市立

圖書館)
一般類

13 110.03.19 教育部 本市榮獲教育部109年「整體閱讀力躍升城市」
文化局(市立

圖書館)
一般類

臺中市政府110年1月至110年6月施政成績單(一般類)
製表日期：110年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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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0.03.19 教育部
本市榮獲教育部109年「閱讀力表現績優城市」

(民眾每人到館次數)

文化局(市立

圖書館)
一般類

15 110.03.19 教育部
本市榮獲教育部109年「閱讀力表現績優城市」

(民眾每人借閱冊數)

文化局(市立

圖書館)
一般類

16 110.03.19 教育部
本市榮獲教育部109年「閱讀力表現績優城市」

(民眾持證比例表現)

文化局(市立

圖書館)
一般類

17 110.03.25 教育部
本市雙十國中榮獲「109學年度國中排球甲級聯

賽—女子組」冠軍
教育局 一般類

18 110.03.26
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109年度梧棲區安良港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併

辦土石標售」榮獲查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19 110.03.26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內政部營建署「109年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考核」評鑑

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20 110.03.29 教育部
本市東山高中榮獲「109學年度高中排球甲級聯

賽—女子組」亞軍
教育局 一般類

21 110.03.29 教育部
本市豐原高中榮獲「109學年度高中排球甲級聯

賽」女子殿軍
教育局 一般類

22 110.03.30
世界不動產聯

盟(FIABCI)

「臺中市中央公園」榮獲「2021年全球卓越建設

獎—永續發展類」銀獎
建設局 一般類

23 110.04.01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工程」榮獲

查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24 110.04.06 衛生福利部
榮獲衛生福利部「109年地方衛生機關業務-心理及

口腔健康業務類」第1組(六都直轄市組)第1名
衛生局 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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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10.04.06 教育部

本市榮獲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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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磐石獎)」共15

個獎項，其中，6所參賽學校全數獲得「閱讀磐石

學校獎」居冠全國。另外，有5位國中小教師獲

「閱讀推手個人獎」、4組團體獲「閱讀推手團體

獎」

一、閱讀磐石學校獎【國中組】

1.臺中市立光正國民中學

2.臺中市立惠文高級中學國中部

二、閱讀磐石學校獎【國小組】

1.臺中市西屯區國安國民小學

2.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

3.臺中市北區省三國民小學

4.臺中市北區立人國民小學

教育局 一般類

26 110.04.06 教育部

臺中市立圖書館新社分館以「在櫻花的幽徑中漫

閱書香」榮獲110年度「教育部閱讀磐石獎─閱讀

推手獎(團體組)」

文化局(市立

圖書館)
一般類

27 110.04.06 教育部

臺中市立圖書館大肚瑞井分館以「山頂上的秘密

閱讀花園」榮獲110年度「教育部閱讀磐石獎─閱

讀推手獎(團體組)」

文化局(市立

圖書館)
一般類

28 110.04.06 經濟部
榮獲經濟部「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水與

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臺中地區實地訪查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29 110.04.08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榮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9年度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

績效考核計畫」優等

環境保護局 一般類

30 110.04.09 衛生福利部
榮獲衛生福利部「109年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綜
合獎」第1組第1名

衛生局 一般類

31 110.04.12 內政部
榮獲內政部「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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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鑑」優等
建設局 一般類

32 110.04.13
衛生福利部食

品藥物管理署

榮獲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109年度「地方衛

生機關業務考評-檢驗業務」表現優良
衛生局 一般類

33 110.04.13
中華民國地籍

測量學會

本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榮獲「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

會—第七屆金界獎」優等
地政局 一般類

34 110.04.15 衛生福利部
榮獲衛生福利部「109年度流感疫苗接種計畫-計畫

管理績優獎」特優
衛生局 一般類

35 110.04.16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榮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9年度直轄市、縣(市)

政府執行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工作績效展現追

蹤」特優。

環境保護局 一般類

第 3 頁



序號 發佈時間 資料來源 評比內容 備註 類別

36 110.04.19
臺中市後備指

揮部

榮獲「109年後備軍人資料清查業務聯繫協調會報

績優役政單位」
北區區公所 一般類

37 110.04.19
臺中市後備指

揮部

榮獲「109年後備軍人資料清查業務聯繫協調會報

績優役政單位」
沙鹿區公所 一般類

38 110.04.20 內政部

「臺中市文山污水下水道分支管網暨用戶接管工

程(一)福雅路、永福路等鄰近區域(1-4)」榮獲查

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39 110.04.20 內政部

「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分支管網暨用戶接管工程

(10-7)-美村路及五權五街等鄰近區域(專案標)」

榮獲查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40 110.04.20 內政部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路雨水下水道工程」榮獲查

核甲等
水利局 一般類

41 110.04.22 教育部

臺中市代表隊參與「110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榮獲117金、111銀、139銅，金牌數及總獎牌數全

國第一

教育局 一般類

42 110.04.23
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榮獲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9年度全民監督公

共工程執行績效考核」優等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一般類

43 110.04.24
勞動部勞動力

發展署

本市參與「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第51屆全國技

能競賽分區技能競賽」榮獲佳績

1.青年組：第1名18位、第2名21位、第3名18位、

第4名24位、第5名17位、佳作24位，共計122名，

98名獲國手選拔賽資格

2.青少年組：第1名5位、第3名4位、第5名1位及

佳作3位

教育局 一般類

44 110.04.24
國立公共資訊

圖書館

本市至善國中團隊製作「老派少女嬉遊記」企畫

書榮獲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2021閱讀背包客–

遊程設計大賽」首獎

教育局 一般類

45 110.04.25 教育部
本市惠文高中參與教育部「109學年度中等學校足

球聯賽11人制」榮獲高女組冠軍
教育局 一般類

46 110.04.28 教育部

本市上楓國小參加教育部「109學年度國小棒球運

動聯賽硬式組全國賽」榮獲亞軍，創隊史最佳紀

錄

教育局 一般類

47 110.04.29
中華民國國民

小學體育總會

本市參與「2021全國國民小學籃球錦標賽」

1.本市大肚區大肚國小榮獲六年級男子乙組冠軍

2.本市和平區平等國小榮獲六年級女子乙組冠軍

教育局 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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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10.04.30 內政部營建署

榮獲內政部營建署「109年度公共設施管線資料庫

管理供應系統考評實施計畫」成績評核全國第六

名(甲等)

建設局 一般類

49 110.04.30 財政部

榮獲財政部「109年度稅捐稽徵業務考核「租稅教

育及宣導」（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優等(第4

名)

地方稅務局 一般類

50 110.04.30 財政部

榮獲財政部「109年度稅捐稽徵業務考核「納稅者

權利保護業務」（地方稅稽徵機關甲組）」優等

(第4名)

地方稅務局 一般類

51 110.04.30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榮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9年度地方政府環境清

潔維護考核」績優

1.臺中市：榮獲優等

2.臺中市南區-江川里(推薦區/里)：榮獲甲等

3.臺中市北區-賴興里(指定區/里)：榮獲甲等

環境保護局 一般類

52 110.05.04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榮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9年度推動執行機關加

強辦理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計畫」銀質獎
環境保護局 一般類

53 110.05.05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榮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9年度地方環保機關推

動因應氣候變遷行動績效評比」優等
環境保護局 一般類

54 110.05.06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9年度原住民族部落大學」榮獲中央評鑑

「109年度原住民族部落大學評鑑成績—甲等」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一般類

55 110.05.11 行政院

參與「109年行政院辦理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

動性別

平等業務輔導獎勵計畫」榮獲佳績

一、必評項目：榮獲「甲等」。

二、自行參選項目：「從花博到燈會，全府動起

來建構性別友善臺中城」方案榮獲「性別平等創

新獎」。

社會局 一般類

56 110.05.11 客家委員會
「109年度推動客語為通行語執行成效」評核，乙

組優等

臺中市石岡區

公所
一般類

57 11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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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度地方政府績優採購小

組」優等

政風處 一般類

58 110.05.13 教育部

本市參與教育部「109學年度中小學女子壘球聯賽

乙組」

1.季軍：本市上楓國小

2.殿軍：本市東山國小

教育局 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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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10.05.17

社團法人高雄

市建築經營協

會

「臺中市動物之家后里園區改建工程」榮獲「公

共建築景觀類—建築園冶獎」

農業局(動物

保護防疫處)
一般類

60 110.05.17

社團法人高雄

市建築經營協

會

「臺中市南區長春國民運動中心」榮獲「2021年

臺中市公共建築景觀類建築園冶獎」
建設局 一般類

61 110.05.17

社團法人高雄

市建築經營協

會

「臺中文化城中城歷史空間再造計畫-綠空鐵道軸

線計畫」榮獲「2021年建築園冶獎—公共建築景

觀類建築園冶獎」

都市發展局 一般類

62 110.05.17

社團法人高雄

市建築經營協

會

「臺中市大里區大峰路防災公園工程」榮獲

「2021年臺中市公共建築景觀類建築園冶獎」
水利局 一般類

63 110.05.19 經濟部
榮獲「109年經濟部督導地方政府輔導未登記工廠

合法經營業務成效考核評比」優等
經發局 一般類

64 110.05.21 教育部
本市共6名學生榮獲「2021總統教育獎」，獲獎學

生數居全國之冠
教育局 一般類

65 110.05.21 客家委員會
「109年度推動客語為通行語執行成效」評核，乙

組佳等

臺中市東勢區

公所
一般類

66 110.05.26
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榮獲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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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類

67 110.05.27 教育部

本市大甲區文昌國小參與教育部「『109學年度校

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介入輔導計畫』之『網紅就

是你』」短片競賽，以「大甲區文昌國小想戒你-

-以愛為名戒菸為你」榮獲全國優等

教育局 一般類

68 110.06.03 教育部

本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參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109 學年度健康體位績優學校遴選」榮

獲全國特優

教育局 一般類

69 110.06.25 交通部

榮獲「109年度縣市政府橋梁維護管理作業評鑑榮

獲六都績優」，橋梁檢測及維修連續六年獲評優

良

建設局 一般類

70 110.07.15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不動產協

進會

「臺中市大里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榮獲

「2021年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類」金

質獎

建設局 一般類

71 110.07.15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不動產協

進會

「臺中市立仁愛之家興建多功能大樓工程」榮獲

「2021年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類」優

質獎

建設局 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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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1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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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2021國

家卓越建設獎—最佳施工品質類」金質獎
建設局 一般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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