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省政府
94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一、本府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於 94 年
12 月 31 日施行屆滿，積極研議本府暫行組織規程，供行政院參
考，希望本府組織儘速回歸地方制度法，取得法源依據，順利完
成法制化。
二、本府 94 年－97 年中程施政計畫共列：提升地方自治能力、健全
臺灣省級人民團體、國內非政府組織〈ＮＧＯ〉中心設於中興新
村、強化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資料館與圖書館營運管理、強化中
興新村環境、公共設施管理暨藝術村建構等 6 項策略績效目標。
三、本府 94 年重要施政計畫共列：民政業務、文教業務、全省國民
中小學教育人員培訓及表揚活動、加強推動文化活動、車輛事故
鑑定業務、財務業務、社會及衛生業務、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與車
輛管理、資料館與圖書館營運管理等 9 項，經行政院核定均為「部
會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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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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地方 1. 地方自治 100
自治能力
人員研習
(12%)
率(6%)

2. 參加者對 85
研習活動
滿意度
(6%)

績效分數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00

100

100

一、原定辦理 3 區研習人數為 294 人，
實際參加人數北區 93 人、南區 107
人、中區 104 人，總計 304 人，報
名相當踴躍，顯見縣市基層同仁對
本項活動相當重視。

85

100

100

一、參加學員對研習場地安排、研習時
間、上課時間、課程內容及本府工
作人員服務品質之滿意度達 97﹪。

100

100

一、輔導省級人民團體召開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及理監事會議 1200 會
次，並輔導 95 個團體改選理事、
監事。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2 )

2. 健全台灣 1. 輔導省級 100
省級人民
人民團體
團體(5%)
率(3%)

100

二、審查省級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理事監事會議紀錄約
2294 會次。
2.

績效分數

參加研習 82
會學員滿
意度(2%)

82

100

100

辦理「省級社會團體法令研究工作
坊」
、
「省級工商自由職業團體領導幹部
研習營」、「工商自由職業團體研習營」
「省級社會團體充能營」等 4 場研習活
動，計有省級人民團體理事長、理事、
監事暨會務人員 565 人參加，滿意程度
皆在九成以上。

100

100

舉行「研商設置中興新村 NGO 中心座
談會」3 場次，開會紀錄及具體建議已
分送各有關單位參辦，有關本村現有會
議活動設施已彙整分送各團體參考借
用，提高使用率。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5 )

3. 國內非政 1. 籌備成立 68
府組織
後之正式
（NGO）
運作使用
中心設於
率(5%)
中興新村
(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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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績效分數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5 )

4. 強化車輛 1. 台灣省車 100
行車事故
輛行車事
鑑定(15%) 故鑑定辦
理案件數
完成百分
比(15%)
績效分數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86.59

87

87

預估 94 年受理案件數為 10,000 案，統
計結果，94 年 1 至 12 月共計受理案件
數為 8659 案，完成百分比為 86.59%。

100

100

一、配合各機關團體公務會議、簡報服
務及系列活動，94 年場地佈置共辦
理 308 場次，參與人次 35,036 人次。

原始分數 87 (權分 13.05 )

5. 省政資料 1. 民眾對資 102
館及圖書
料館使用
館營運管
率(5%)
理(15%)

139.5

2. 民眾對圖 102
書館使用
率(5%)

110.7

100

100

本府圖書館 94 年閱覽人數 527,505 人
次。

3. 讀者對臺 75
灣月刊發
行效率及
歷年公報
查詢滿意
度(5%)

98

100

100

臺灣月刊 94 年讀者問卷調查計回收 82
份，很滿意者 38 份，滿意者 43 份，合
計 81 份，佔 98.78%。

100

100

為配合 95 年起全國實施「推動垃圾強
制分類」政策，本府於 94 年 4 月 12 日
訂定「臺灣省政府公共事務管理組推動
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實施計畫」，全面
推動中興新村、光復新村垃圾減量及資
源回收，並辦理建構藝術村計畫第一期
整修工程、資料館旁公廁整修工程、排
水改善工程、次要道路及囊底巷道路面
柏油刨除舖設工程、中正路污水處理場
機具設備汰舊更新工程、光華路路燈改
善工程等，提昇整體公共設施使用機能
效益，維護社區公園化之優美生活品
質，進而成為本省中部地區觀光遊憩景

績效分數

二、辦理陳列特展室導覽解說服務，94
年參觀人次計有 186,945 人次。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5 )

6. 強化中興 1.
新村環
境、公共設
施管理暨
藝術村建
構(18%)

民眾對中 78
興新村整
體環境及
文化建設
滿意度
(1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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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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2. 公用宿舍 100
收回進度
(6%)

績效分數

100

100

100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住福會建置全
國宿舍管理系統作業時程，於 3 月底完
成宿舍住戶資料清查上線測試作業。本
府 94 年收回違規占用宿舍計有 41 戶，
達成目標。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8 )

二、人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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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機關年度 1.41
各類預算
員額控管
百分比
(3%)

2.25

100

100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本府 94 年預算員額：職員 254 人、
聘用人員 2 人、約僱人員 14 人、
工友 80 人、技工 85 人、駕駛 54
人，合計 489 人。
二、本府 94 年精簡結果：職員 6 人、
聘用人員 0 人、約僱人員 0 人、工
友 0 人、技工 1 人、駕駛 4 人，合
計 11 人。
三、本府截至 94 年 12 月 31 日精簡員
額百分比為 2.25，已超出原定目標
值。

2.

3.

機關精簡 100
省超額職
員人力達
成百分比
(2%)

100

依法足額 1
進用身心

1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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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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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 12 月底止，執
行員額精減 225 人，達成率
111.39%。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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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 94 年依規定應進用身心障礙
人員 9 人，截至 94 年底已進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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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障礙人員
及原住民
人數(2%)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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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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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終身學習 12
(1)(0.5%)

2.55

100

100

94 年度本府暨所屬十二區車鑑會職員
計 274 人，其中 1 人留職停薪，電子護
照學習總時數為 0 者有 7 人 ，達成目
標值 2.55﹪，績效遠超出目標值。

5.

終身學習 60
(2)(0.5%)

89.78

100

100

94 年度本府暨所屬十二區車鑑會職員
計 274 人，其中 1 人留職停薪，電子學
習護照學習總時數超過規定最低時數
20 小時，達成率為 89.78﹪，較原預計
達成 60﹪超出甚多 。

6.

組織學習 2
(3%)

2

100

100

一、規劃階段：
（一）依據行政院 93 年 2 月 2 日院
授人考字第 0930060736 號函
發布之「型塑學習型政府行動
方案」，訂定「臺灣省政府推
動組織學習實施計畫」，並設
置組織學習推動組織。
（二）成立組織學習推動委員會：由
本府副主席擔任召集人，各單
位副主管組成（未設置副主管
者，由各該單位次一職稱人員
擔任），審查本府各單位（本
府計有民政組等 12 單位）學
習行動計畫，並辦理學習成效
之評估與運用。
（三）成立行動學習團隊：以單位主
管為召集人，單位所有人員組
成，擬定、推動單位學習計
畫，並指定熱心人員 1 人為聯
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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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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召開組織學習推動委員會
議，研討訂定本府組織學習計
畫，並以本府 94 年 1 月 1 日
府人二字第 0931400604 號函
頒布施行；另經提報本府主管
會報，凝聚共識。
二、執行階段：
（一）導入組織學習概念：參考型塑
學習型政府行動方案作業手
冊內載範例、並召開會議，訂
定組織學習計畫（由同仁共同
參與訂定目標、策略、期程、
工作項目及願景）、成立讀書
會，並積極推行共同閱讀習
慣，逐步依本府所訂定學習計
畫進行觀念導入。
（二）型塑組織願景：經由本府同仁
集體思考共創本府總願景
為：「創意、活力、服務、小
而美的臺灣省政府團隊」。
（三）營造組織學習有利環境，提昇
組織學習能力：1.為加強本府
教育訓練，提昇本府員工素
質，於本府網站連結「e 等公
務員」等教育訓練機構，營造
組織學習有利環境。2.成立讀
書會，每 2 個月閱讀國家文官
培訓所推薦書籍或與專業有
關之書籍，並於每雙月舉辦心
得分享。
（四）建構組織學習機制並評量組
織學習成效：研訂「臺灣省政
府九十四年度各單位組織學
習考評表」評量指標，評量組
織學習成效。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1 )

三、經費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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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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節約政府 1.
支出，合理
分配資源
(15%)

各機關當 10
年度經常
門預算與
決算賸餘
百分比
(4.5%)

10

100

100

94 年度經常門預算數 751,046 千元，決
算數 691,561 千元（含累計實付數
683,376 千元及申請保留轉入下年度繼
續執行數 8,185 千元），賸餘數 59,485
千元， 賸餘百分比為 7.92%。

2.

各機關年 90
度資本門
預算執行
率(4.5%)

98.73

100

100

94 年度資本門預算數 17,556 千元，實
支數 16,973 千元，賸餘數 243 千元，申
請保留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數 340 千
元；以前年度保留轉入數 9,417 千元，
累計實現數 8,436 千元，註銷數 981 千
元，資本門預算執行率為 98.73%。

3.

各機關中 5
程施政目
標、計畫與
歲出概算
規模之配
合程度
(3%)

5

100

100

94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所需經費編報總
數 768,602 千元，與核定中程歲出概算
額度 787,297 千元比較，減少率為
2.37%，配合程度達 97.63%。

4.

各機關概 4
算優先順
序表之排
序與政策
優先性之
配合程度
(3%)

4

100

100

本府 94 年度概算編列，係由各單位依
業務需求並排列優先順序，經本府 94
年度計畫與概算、預算編審統合協調組
織會議，配合政策優先性予以編列概
算、預算，且 94 年度預算總執行率達
91.12%。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5 )

四、績效總分
業務面向原始分 97.21 分，權分 68.05 分
人力面向原始分 100 分，權分 11 分
經費面向原始分 100 分，權分 15 分
合計績效總分為 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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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車輛行 1. 台灣省車輛 13
車事故鑑定
行車事故鑑
定辦理案件
數完成百分
比

因收費後案件量減少，致完成百分比未達 100%。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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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省府層級，導致無法落實監督自治事項。
二、雖然精省，省府同仁不敢妄自菲薄，除了法定業務以外，同時辦
理分內以外有意義的工作，例如：
（一）臺灣省美展：自日據時代開辦迄今，歷史悠久，精省後由省
府接辦，評價很高，培育許多藝文人才。
（二）臺灣省國中、國小校長暨主任儲訓：教育部不辦，縣市政府
人力不足及基於經費考量，難以辦理，省府不厭其煩，由文
教組繼續辦理，受訓對象，包括北高兩市、金馬地區，為培
養下一代，盡心盡心，成效卓著。
（三）賡續辦理慈輝班：協助學校解決中輟生的家庭問題、社會問
題。
三、94 年度省府預算經立法院審核結果，編列 7 億 6,860 萬 2 千元，
較 93 年減少 2.3%。經過有效分配預算，仍有可為，例如：
（一）籌編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辦理臺灣省各鄉鎮市區村里
服務品質評獎活動，推動Ｅ世紀國民生活公約運動。
（二）辦理臺灣省主席盃等各項教育及體育活動，舉辦第 6 屆全國
經典總會考，辦理生命道德教育研習營。
（三）續辦「臺灣省基層建設計畫」
，辦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工作。
（四）輔導省級社會團體及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以
及省級工、商、自由職業團體健全自主運作。推動社會福利、
衛生環保，增進民眾福祉。辦理充電列車系列講座。督導縣
市加強社區發展，落實社區建設。
（五）中興新村整體規劃案：配合中央規劃，就本府應辦事項積極
辦理。
（六）資料館營運使用與管理：許多志工導覽解說人員參與服務行
列，保留許多省政珍貴史料，發行臺灣月刊，甚受民眾好評。
（七）配合外交部訪賓接待計畫，主動出擊，出席全美州政府協會
2004 年年會，表達臺灣主體意見。
36-9

（八）辦理訴願業務，檢討整理省法規，辦理法規巡迴講習，辦理
及輔導縣（市）國家賠償業務：持續辦理。
四、本府 94 年預算員額合計 489 人，精簡結果 11 人，精簡員額百分
比為 2.25，超出原定目標值。
五、本府 94 年度概算編列，係由各單位依業務需求並排列優先順序，
提報本府 94 年度計畫與概算、預算編審統合協調組織會議，配
合政策優先性予以編列概算、預算，且 94 年度預算總執行率達
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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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民政業務：
（一）透過地方自治人員研習與基層自治人員溝通聯繫，強化地方
自治功能，提昇為民服務品質與行政效能，94 年分北、中、
南三區舉辦研習營，北區、南區及中區研習營分別於 5 月 3
－4 日；6 月 21－22 日及 9 月 13－14 日辦理完竣，共計 304
人參加。
（二）本次研習活動，參加人員對課程安排、餐聚、會場安排等事
項，讚譽有加，並期望本府能夠多舉辦類似研習活動，使基
層公務人員藉由課程講授與經驗交換，對於日後工作有所助
益外，更能充分達到終身學習目的。
二、經建業務：
（一）督導臺灣省十二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業務：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案件 94 年共計受理 8,659 案。
（二）辦理行車事故鑑定業務收費制度：依據「臺灣省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及覆議規費收費辦法」，辦理收費作業。
（三）94 年 2 月 25 日辦理「94 年度臺灣省各區鑑定委員會加強與
民眾溝通技巧暨參訪財團法人車輛測試研究中心實施計
畫」，計 80 餘人參加。
（四）94 年 11 月 29、30 日(星期二、三)假南投縣杉林溪森林遊樂
區辦理「94 年度臺灣省十二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及覆
議會業務研討會」，計 90 餘人參加。
三、社會及衛生業務：
（一）健全臺灣省級人民團體工作計畫：1.輔導省級人民團體召開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會議 1200 會次，並輔導 95
個團體改選理、監事。2.審查省級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理監事會議紀錄約 2294 會次。3.94 年度計辦理「省
級社會團體法令研究工作坊」
、
「省級工商自由職業團體領導
幹部研習營」
、「工商自由職業團體研習營」「省級社會團體
充能營」等四場研習活動，計有省級人民團體理事長、理事、
監事暨會務人員 565 人參加，滿意程度皆在九成以上。4.94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時 30 分假臺中市崇德五路新天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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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店，舉辦臺灣省績優省級人民團體表揚大會，計有約 300
人與會，會中表揚臺灣省商業會等 133 個優良團體。
（二）國內非政府組織（NGO）中心設於中興新村計畫：1.94 年 5
月 12 日、5 月 31 日及 6 月 29 日分別在省政資料館及省府大
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研商設置中興新村 NGO 中心座談會」3
場次，計有中部地區省級人民團體（含自由職業、工、商及
社會團體）暨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文教基金
會負責人 150 人參加，開會紀錄及具體建議已分送各有關單
位參辦。2.有關本村現有會議活動設施，已彙整分送各團體
參考借用，以提高使用率。
四、公共事務管理業務：
（一）中興新村社區道路、排水系統、路燈管線設施整修，及環境
綠美化之強化實施，以符合現代化生活品質需求。
（二）94 年 6 月 1 日全面推動垃圾分類減量後，垃圾月平均量為
186.33 公噸，減少 96.44 公噸。資源回收月平均量 9386 公斤，
增加 6678 公斤。本案實施 94 年資源垃圾回收率達百分之 5，
廚餘回收率達百分之 2。
（三）建置本府經管宿舍房地人員資料作業部分，因資料量約達 10
萬筆，乃成立專案工作小組，動員本組相關人力自行克服困
難，依限完成繁複之資料蒐集、查證、建置、校對等工作。
而催收違規占用宿舍，由於占用態樣型式原因及占用人心態
不同，致催收過程對相關環節資訊的掌握非常不易，惟仍積
極執行，已收回違規占用宿舍計有 41 戶，已達成績效目標。
五、省政資料館與圖書館營運管理：
（一）省政資料館營運管理：1.配合各機關團體公務會議、簡報服
務及系列活動辦理場地佈置 1 至 12 月共辦理 308 場次，參
與人次 35,036 人次。2.辦理陳列特展室導覽解說服務，1 至
12 月參觀人次計有 186,945 人次。3.辦理「資料館逗陣行，
虎山采風行」活動，共辦理完成 21 場次，參與人次 2,847 人
次。4.規劃完成 94 年度資料館導覽解說研習計書，並辦理完
成導覽解說研習專題講演 4 場次，參與人數計約 355 人次，
陳列室解說實務研習 3 場次，參與人數計約 130 人次，古蹟
勘考暨館際交流活動計 3 次，參與人數約 105 人次。5.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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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學習聯盟」工作計畫，於 6 月 21 日共同召開記
者說明會，推出「放足人生學習護照」以行銷四館（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文建會臺灣工藝研
究所以及本府資料室）博覽資源，落實館際間資源與分享經
驗交流。另為行銷博覽資源，策略聯盟將於 9 月 17 日至 11
月 16 日假臺北火車站展示櫥窗推出各陳列室代表性展品文
物，促進地方產業及觀光發展。
（二）圖書館營運管理：1.徵集圖書計 11,060 冊；每月訂閱及索贈
期刊 450 餘種，供讀者閱覽參考。2.辦理借書證人數計 4,367
人，圖書借閱冊數計 329,645 冊，借閱人數計 89,409 人次，
閱覽人數計 527,505 人次。3.提供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及
網際網路查詢服務，使用人數計 17,664 人次，增進文獻傳遞
服務之功能。4.辦理藝文展覽、研習、讀書會、專題演講、
播放影片等社會教育及文化推廣活動計 699 場次，參加人數
計 72,871 人次。
（三）編印發行省公報及臺灣月刊：1.按月編印發行臺灣月刊一萬
五千冊，分送全省各基層行政機關、學校、社團、圖書館等
單位，每年計出版十八萬冊，報導臺灣鄉土文物、好山好水、
休閒旅遊、藝文趣譚、環境保護、產業建設及締盟外交州省
友誼等諸多特色，激發欣賞臺灣之美，喚起愛臺情懷。2.每
月編輯發行省府公報五千份，分送各基層行政機關、各公私
立國民中小學等參考。並建置「臺灣省政府公報網際網路影
像查詢資訊系統」
，包括民國 34 年至 90 年共計 57 年之省府
公報資料，提供民眾查詢瀏覽。3.編輯「2005 臺灣省政紀要」
一書，供各機關及民眾參考，以了解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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