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省政府
九十三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八條規定，省政府受行政院指揮監督辦理：監督
縣（市）自治事項、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及其他法令授權或行政
院交辦事項。惟有關省府監督縣（市）自治事項，由於各部會陸
續修正主管之專業法令大多將省府層級刪除，致省府無法落實監
督事宜。
二、精省後，縣（市）直接面對中央，中央政府組織十分龐大，加上
縣（市）政府同仁素乏與中央長官互動之機會，常無法找到中央
之對口單位，妥善解決地方問題。
三、村里、社區是推動各項福利服務最基層的單位。為落實推動村
里、社區發展理念，凝聚村里、社區意識，推展完善的村里、社
區服務品質，應提升村里、社區工作人員素養，落實村里、社區
建設。本府為解決上述問題，乃積極推動強化地方自治業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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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業務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1. 強化地方 1. 地方政府 1
自治業務
對本府核
工作(70%) 准案件之
執行速度
(17%)

1

2. 建議事項 1
自行完成
比率(18%)

1

100

100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93 年 1 月至 12 月共計受理縣市長
出國申請案件 68 件，均採隨到隨
辦方式，迅速簽辦核復，並無任何
延宕或延誤之情形發生。
二、本府依行政院 91 年 3 月 26 日函授
權本府審核地方公務員申請赴大
陸地區案件，自 93 年 1 月至 12 月
辦理 287 件，核准 209 件，與規定
不合或退回補件者 60 件，送中央
權責機關核辦者 6 件，更改、註銷
行程 12 件。由於統由本府以單一
窗口受理，可以擺脫以往分由中央
各主管機關分別受理，屢有受理機
關不易辨明，機關審核標準不盡一
致之情形，並嚴加把關，深獲陸委
會之肯定。

100

100

一、九十三年度台灣省各縣地方自治
人員研習營實施計畫：為能落實地
方自治，增進原住民地區地方基層
人員之聯繫溝通及熟諳法令與實
務，吸取專業新知，本府「九十三
年度台灣省各縣地方自治人員研
習營」分北、南、東三區辦理，特
別針對中央目前正研擬推動之原
住民地區自治制度，讓基層更了解
該項政策及貫徹為民服務理念，因
此特別聘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孫
教授同文講授「府際關係」、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林主任秘書江
義講授「原住民自治制度的立法現
況與展望」、臺灣師範大學洪教授
有義講授「公務人際關係與溝通協
調」等課程，希望增進自治人員的
溝通聯繫，吸取專業新知，對日後
工作推展上有所幫助。
二、九十三年度各縣市政府主任秘書
座談會實施計畫：為促進縣市與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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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市間，以及縣市府會間之良好互動
關係，共同解決地方事務，本府舉
辦之「93 年度台灣省各縣市政府、
議會主任秘書座談會」，以「當前
政府組織再造」為主題，除邀請行
政院研考會施副主委能傑及暨南
大學孫教授同文專題報告外，並與
參加人員作意見之交換，與會者提
出許多改革的意見，例如地方政府
的職掌、單位設置、權責劃分等問
題，似此，讓與會者了解政府再造
的重要性及作法，並希望藉助地方
政府幕僚長的影響力與行動力，全
力配合政府的決策，一起推動政府
的再造工程。

3. 協調相關 1
機關完成
比例(17%)

1

100

100

一、為表彰忠烈，臺灣省各界九十三年
春、秋祭國殤典禮，業於九十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及九月三日上午九
時在台中市忠烈祠舉行，循例由本
府林主席擔任主祭，本府侯副主席
等員工及軍方、台中市各界代表人
士陪祭，約八百多人參加，典禮莊
嚴隆重，圓滿達成。本府為表達對
烈士遺族慰問之意，於典禮完成
後，致贈每人新台幣五千元郵政禮
券。
二、台灣省各界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
子二五五四週年釋奠典禮，業於九
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晨五時在
台中市孔廟舉行，由本府侯副主席
擔任正獻官、鄭秘書長、鍾副秘書
長及台中市蕭副市長等分別擔任
分獻官及陪祭，整個典禮依古禮進
行，莊嚴隆重，歷時一小時完成，
本次有各界代表及學生參與約一
千多人，並有外籍人士前來觀禮，
對於闡揚尊師重道， 有助益，深
獲各界好評。
三、辦理臺灣光復節等慶祝活動：本府
為慶祝臺灣光復五十九週年，於十
月廿五日下午三時起舉辦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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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及「燦爛台灣煙火欣賞」等活動。
四、「百善孝為先」，為弘揚我國固有
倫理道德，藉以敦風勵俗，於九十
三年六月十日於台北假日大飯店
舉行九十三年全國孝行獎表揚大
會，計表揚孝行模範四十六人、孝
行團體六個，並致送清寒孝行模範
獎助金每人三萬元，計十七位共五
十一萬元，孝行獎之舉辦除利用傳
播媒體廣為宣傳報導外，今年並結
合民間企業力量配合辦理（華新瀚
宇慈善基金會於會上簽署清寒獎
助金贊助清寒孝行模範），以擴大
社會支持及影響力，以達到改善社
會風氣的目的。

4. 縣市政府 1
對本府之
滿意度
(18%)

1

100

100

一、本府於九十三年度首度辦理台灣
省村里服務品質評獎工作，評選具
有創新與特色，足資全面推展之績
優村里服務措施，將其具體作法提
供本省其他村里觀摩學習，全面帶
動村里服務品質之提昇。經於屏東
縣枋寮鄉公所東海村辦理示範觀
摩會檢討意見調查分析報告（有效
問 數 206 份）
，對於觀摩活動準備
工作、得獎村里成果展示，不論在
村里綠美化、河川整治、發展地方
特色及環保工作上各具特色，滿意
及很滿意比率達百分之九十四，各
縣市均希望本府能繼續辦理，以提
高村里社區改造，資源再利用以創
造台灣之永續經營。
二、有關行政院交辦委託強化地方自
治事項，本府均能如期完成，並無
發生任何延宕或推拖情事，本省縣
市政府經本府代為核准之案件，亦
無批評不佳之情事。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70 )

二、人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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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1. 合理調整 1.
機關員
額，建立活
力政府
(15%)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機關年度 0.018
預算員額
（含約聘
僱員額
數、技工工
友數）精簡
百分比
(6%)

0.1187 659

100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本府 93 年預算員額：職員 294 人、
聘用人員 3 人、約僱人員 17 人、
工友 88 人、技工 94 人、駕駛 60
人，合計 556 人。
二、本府 93 年精簡結果：職員 39 人、
聘用人員 1 人、約僱人員 3 人、工
友 8 人、技工 9 人、駕駛 6 人，合
計 66 人。

2. 機關精簡 0.9109 1.0892 108.92 100
之精省超
額人力達
成百分比
(3%)

一、本府於 88 年 7 月 1 日改制之初，
行政院核定暫行員額 473 人，合理
員額 271 人，依規定出缺不補應精
簡 202 人。本府嚴格管制員額出缺
不補，並鼓勵員工調任他機關、辦
理優惠遣退離政策，截至 93 年 12
月底止，執行員額精減 218 人，達
成率 108.92%。
二、本府 93 年訂定「臺灣省政府專案
精簡（裁減）要點」，積極執行，
計 38 人（職員 31 人、約聘僱 4 人、
工級人員 3 人）提出申請並均已遣
退離在案。

3. 各機關年 1
度配合行
政院函規
定人力控
管達成情
形：1.依規
定應出缺
不補之員
額。2.依規
定應精簡
之員額。3.
依規定應
移撥或撤
離之員
額。(4%)

1

100

100

一、本府奉行政院核定暫行員額 473
人，93 年預算員額 294 人，其出缺
之職務除政務人員及秘書長外，出
缺不補。
二、本府精省時員額計有 473 人，合理
員額 271 人，應精簡之員額為 202
人。
（一）.出缺不補員額部分：本府奉行
政院核定 93 年除政務人員、
秘書長外，凍結出缺不補，均
依規定嚴格執行控管，尚無外
補情形。
（二）至應精簡員額部分：本府合理
員額 271 人，截至 93 年 12 月
31 日止員額 255 人，已達到合
理員額以下，惟仍持續執行出
缺 不補，93 年度辦理專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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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簡有案，績效良好。
（三）應移撥或撤離員額部分：93
年度奉行政院核定消費者保
護官 1 名移撥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委員會，已依規定於 94 年 1
月 1 日完成移撥調任手續，本
府並配合減列 1 名預算員額；
尚無其他應移撥或撤離員額。

績效分數

4. 超額執行 1
依法進用
身心障礙
人員人數
(1%)

1.7778 178

100

本府 93 年依規定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9 人，截至 93 年底已進用 16 人，其中
1 人為極重度多重障，是本府進用人數
超額 7 人，進用 比率達 177.78%。

5. 依法進用 1
原住民人
員人數
(1%)

0

0

本府係精簡機關，依規定出缺不補，無
庸進用原住民。惟本府於 93 年 5 月辦
理厚德殯儀館業務委外經營時，在委外
契約中，要求承接廠商優先進用原住
民，已進用原住民 1 人。

0

原始分數 93.33 (權分 14 )

三、經費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1. 強化地方 1. 預算節約 0.02
自治業務
百分比。
工作(15%) (15%)

績效分數

0.05

250

100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5 )

四、績效總分
業務面向原始分 100 分，權分 70 分
人力面向原始分 93.33 分，權分 14 分
經費面向原始分 100 分，權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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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93 年度法定預算數 789,062,000 元，累
計支用數 750,975,655 元〈內含保留申
請數 5,924,119 元〉，節餘數 38,086,345
元，執行率 95‧17%，預算節約百分比
4‧83%。

合計績效總分為 9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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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達成度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差異值

1. 合理調整機 1. 依法進用原 100
關員額，建
住民人員人
立活力政府
數

本府係精簡機關，出缺職務均不得外補，依規定無庸進用
原住民族。本府業於 93 年 5 月於厚德殯儀館業務委外經營
時，於委外契約中要求承接廠商優先進用原住民，並進用
原住民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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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績效總評
一、精省後，有關省府監督縣市自治事項，由於主管部會陸續修正主
管之專業法令，將省府層級刪除，導致無法落實監督自治事項。
二、行政院授權本府審核之縣市長出國申請案件及地方公務員赴大
陸地區申請案件，以單一窗口方式，隨到隨辦，效率高，備受肯
定。另外，對於本府加強地方自治工作，本於權責，均能圓滿完
成任務。
三、本府暫行員額 473 人，合理員額 271 人，截至 93 年 12 月止，精
減員額 218 人，達成率 108.92%，績效良好。
四、本府 93 年預算執行率 95.17%，預算節約百分比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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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在業務方面：
（一）地方政府對本府核准案件之執行速度：93 年 1 月至 12 月，
審核縣市長出國申請案件 68 件；審核地方公務員申請赴大
陸地區案件 287 件，採隨到隨辦方式，深獲陸委會肯定。
（二）建議事項自行完成比率：1.辦理 93 年度台灣省各縣地方自治
人員研習營：分為北、南、東三區辦理，針對中央目前正研
擬推動之原住民地區自治制度，聘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孫教
授同文講授「府際關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林主任秘
書江義講授「原住民自治制度的立法現況與展望」、臺灣師
範大學洪教授有義講授「公務人際關係與溝通協調」等課
程，增進自治人員的溝通聯繫能力，吸取專業新知。2.舉辦
「93 年度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議會主任秘書座談會」
，以「當
前政府組織再造」為主題，邀請行政院研考會施副主委能傑
及暨南大學孫教授同文專題報告，並與參加人員作意見交
換，希望藉助地方政府幕僚長的影響力與行動力，全力配合
政府決策，推動政府再造工程。
（三）協調相關機關完成比率：1.臺灣省各界 93 年春、秋祭國殤典
禮，於 93 年 3 月 29 日及 9 月 30 日上午 9 時在台中市忠烈
祠舉行，循例由本府林主席擔任主祭，本府侯副主席等員工
及軍方、台中市各界代表人士陪祭，約 8 百多人參加。2.台
灣省各界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 2554 週年釋奠典禮，於 93
年 9 月 28 日清晨 5 時在台中市孔廟舉行，由本府侯副主席
擔任正獻官、鄭秘書長、鍾副秘書長及台中市蕭副市長等分
別擔任分獻官及陪祭，整個典禮依古禮進行，莊嚴隆重，歷
時 1 小時完成，各界代表及學生參與約 1 千多人，並有外籍
人士前來觀禮，深獲各界好評。3.辦理臺灣光復節等慶祝活
動：慶祝臺灣光復 59 週年，於 9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3 時起
舉辦茶酒會及「燦爛台灣煙火欣賞」等活動。4.93 年 6 月 10
日於台北假日大飯店舉行 93 年全國孝行獎表揚大會，本省
選出孝行模範 28 人、教忠教孝績優團體 4 個，會中並致送
清寒孝行模範獎助金每人 3 萬元，計 17 位共 51 萬元，除利
用傳播媒體廣為宣導外，並結合民間企業力量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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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人力方面：
（一）本府於 88 年 7 月 1 日改制之初，行政院核定暫行員額 473
人，合理員額 285 人，91 年 12 月修正為 271 人，依規定出
缺不補應精簡 202 人。本府嚴格管制員額出缺不補，並鼓勵
員工調任他機關、辦理優惠遣退離政策，截至 93 年 12 月底
止，已執行員額精減 218 人，達成率為 108.92%，目前已達
合理員額以下。
（二）本府 93 年訂定「臺灣省政府專案精簡（裁減）要點」
，積極
執行，計 38 人（職員 31 人、約聘僱 4 人、工級人員 3 人）
提 出申請並均已遣退離在案。
（三）本府 93 年依規定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9 人，截至 93 年底已
進用 16 人，其中 1 人為極重度多重障，是本府進用人數超
額 7 人，進用 比率達 177.78%。
三、在經費方面：93 年預算執行率 95.17%，預算節約百分比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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