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及所屬機關 104年度部會管制計畫評核結果

項

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1 研擬國家發展計畫，辦
理施政計畫審議

一、104年 6月與德國合作於臺北辦理全
球經濟論壇(GES)，其成果並於德國
基爾舉行 GES大會主辦分場座談會
「啟動創新實踐包容性成長」進行報

告，所提解決方案並刊登於 GES出
版之解決方案報告，除提高我國際

能見度外，並展現我國對於全球重

要議題之解決能力；另於 104年 12
月召開「臺美數位經濟論壇」，有助

增進臺美雙方共同利益及強化雙邊

各領域交流與合作，值得肯定。

二、有關 104年預算保留至次年度繼續辦
理部分，請配合契約期程依約辦

理，爾後並就控管問題檢討改進後

續精進作法。

甲

2 研擬經濟政策、協調推
動財經措施

一、104年發布國內、外及大陸經濟情勢報
告，以及景氣動向報導等，並就重

要財經議題撰寫分析報告及新聞

稿；另於政策研析、協調推動、專案

幕僚、審查審議等方面發揮財經幕僚

功能，達年度績效目標，請鼓勵同

仁積極參與培訓，以強化趨勢研判、

政策擬訂與效益評估能量，俾促使

專業能力持續扎根。

二、部分委辦計畫屬跨年度案，辦理預算

保留，影響整體預算執行率，爾後

請就經費控管問題檢討改進後續精

進作法。

甲

3 推動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及民
意調查分析

一、104年度會同內政部等 17個中央部會
組成「政府服務流程改造推動小組」進

行整體規劃與相關協調事宜，截至年

底業成立 24個工作圈，以「不出門能
辦大小事」、「臨櫃服務一次 ok」、「主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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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動關心服務到家」為目標，跨機關協

調機制，有助推動政府服務流程改

造。

二、辦理評獎方面，50個入圍機關認為辦
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活動對提升政

府服務品質滿意度達 97%，政府服務
品質獎得獎機關成果發表會參與人員

共計 900人次參加，滿意度達 96%，
發揮機關藉由參與評獎進行服務改造

之綜效。

4 推動重要社會發展計畫
審議及先期作業

一、104年頒行「中央政府機關辦公廳舍建
置規劃原則」，有助中央行政機關於興

建、改建、租用或購買辦公廳舍時，覈

實就辦公廳舍之需求、可行性及效益進

行評估分析，或據以研提替選方案，

落實資源共享、積極活化閒置資產之效

益。

二、本計畫在落實資源配置及政策推動

上，撙節經費 88 億 3,288 萬 8,000
元，占擬請增編列數之 10.62％，且對
於推動重大政策或因應重大緊急政策

需要，提出建議額度外經費數約 12億
元，優先納入核編預算，值得肯定。

甲

5 辦理社會發展政策研究 一、103年跨年度 19案委託研究計畫及成
果評價提出 170項(次)政策建議送 46
個機關(單位)參考並進行評價，各政
策建議事項平均分數為 80.2分、研究
發現與結論評價為 81.5分、研究報告
整體之參考價值平均分數為 81.2分，
有助各機關精進業務。

二、有關 104年預算保留至次年度繼續辦理
部分，請配合契約期程依約辦理，爾

後並就控管問題檢討改進後續精進作

法。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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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6 促進產業發展 一、104年協調整合相關部會資源推動自由
經濟示範區發展，新增進駐示範區企

業 31家，智慧物流方面較 103年同期
成長；臺北港汽車進出口量相較 103
年同期成長 1.3％；臺北、桃園、臺中
及高雄 4個國際機場成立之「國際醫療
服務中心」截至 104年 10月底止，來
臺國際醫療服務超過 21.7萬人次；金
融服務 OBU稅前盈餘新臺幣 668億元
等，有效協調整合相關部會資源推

動，值得肯定。

二、104年完成相關法規調適、加入國際創
投合作、推動創新創業園區發展，建構

完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落實推動創

新創業政策；另參與國際知名創新創

業活動，獲國際媒體多次報導，提高

臺灣創新創業之國際能見度，值得肯

定。

三、本計畫年度終了預算執行率雖達 94%，
惟各季預算執行率欠佳，影響整體績

效，爾後請就經費控管問題檢討改進

後續精進作法。

甲

7 研審及推動人力資源規
劃、運用、培訓及完善

老年經濟安全制度政策

一、104年透過「行政院人口及人才政策會
報」及「行政院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

組」，積極推動並協調相關部會，整合

人力發展相關政策，規劃完成「全球競

才方案」、「完善生養環境方案」及「改

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並奉行政院核

定，有效發揮幕僚角色之功能；規劃

建置「產業人力供需資訊平臺」，透過

資訊整合，即時提供短中長期產業人

力供需趨勢及現況調查，網站點閱次

數破萬次，有助提供各界瞭解當前人

力供需情形；與 APEC 2015年主辦會
員體菲律賓合辦 APEC國際人力移動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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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權益保障研討會，提升我國國際能見

度，值得肯定。

三、本計畫因部分工作契約期程調整，致

經費支用未如預期，爾後請就經費控

管問題檢討改進後續精進作法，以提

升計畫執行成效。

8 人力資源發展規劃及相
關重要議題研究

一、完成「民眾對完善生養環境相關措施的

看法」民意調查、「APEC-wide System
of  Human  Resources  Mobility  and
Portable Social Security Scheme」研討
會、「我國薪資成長現況懶人包」及「我

國所得分配狀況懶人包」等委辦案，並

完成「我國社會保險制度評估與未來發

展研究」委託研究，此外配合國家發展

前瞻規劃辦理「產業人力供需模型評估

(含模型建立)」及「關鍵人才之育才、留
才、攬才策略研究」委辦案等 7件，達
預定目標，有助提供政府規劃重要施

政決策參考。

二、本計畫因部分工作契約期程調整致經

費支用未如預期，爾後請就經費控管

問題檢討改進後續精進作法，以提升

計畫執行成效。

甲

9 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
計畫-國發會

一、104年辦理多場次政策草案座談會，邀
集專家學者、產業界及機關代表研商推

動方向，並完成擬訂「落實智慧國土之

國家地理資訊系統發展政策」，並透過

智慧國土國際研討會及花東試點成

功，有助宣導施政計畫，值得肯定。

二、本計畫 104年度預算執行率符合預定
目標，惟各季支用比未達 9成，爾後
請就經費控管問題檢討改進後續精進

作法，以提升計畫執行成效。

甲

10 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
中程計畫 (101 年至 106

一、104年配合「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氣候變遷調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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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年) 適政策綱領」等相關總合評估規劃，推

動跨域合作計畫暨委辦跨域合作及區

域創新總體規劃，有助推動縣市區域

合作，促進地方產業投資及區域整體

發展。

二、本計畫 104年度預算執行率符合預定目
標，惟各季支用比未達 9成，爾後請
就經費控管問題檢討改進後續精進作

法，以提升計畫執行成效。

11政府施政計畫管理雲端
服務發展計畫

一、完成建置「地理資訊系統」、「決策支援

系統」及「專案管理系統」，並精進「行

政院政府計畫資訊檢視平臺」及行動版

網站，加值應用服務，提供各界檢視

政府施政計畫資訊之單一服務網站及

方便民眾表達意見之管道，有助促進

政府與民眾雙向互動與落實公開課

責，值得肯定。

二、本計畫已建置完成計畫雲 6項子系統，
請持續推廣予各機關加強運用，並依

使用情形持續精進。此外系統滿意度調

查之問卷回收率偏低，請系統委外廠

商研議提高回收率之因應措施。

甲

12 政府資訊服務改造 一、本計畫協助及輔導組織改造施行機關規

劃建構整合資料中心 9個，占已施行
機關(22個)40.9%，達年度目標。此外
參與國際會議分享我國電子治理及電

子化政府成果，增進國際能見度，值

得肯定。

二、本計畫相關工作項目符合執行進度，

惟第 1 季因相關作業及經費支用程
序，影響經費支用情形，爾後請就經

費控管問題檢討改進後續精進作法，

以提升計畫執行成效。

甲

13 數位生活儀表板 一、本計畫 e管家 Plus會員數累計達 91萬

9,481 人，服務訂閱數累計達 217 萬

甲

5



項

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5,891 筆 ， 使 用 者 整 體 滿 意 度

99.43%，發揮提升訊息管理平臺共用

機制及結合社會網絡應用推展之綜

效，值得肯定。

二、本計畫相關工作項目符合執行進度，

惟因契約規定辦理經費扣減及採購標

餘款，影響經費支用情形，爾後請於

規劃計畫工作項目時，加強評估分析

影響各項工作項目執行進度之相關因

素，以提升計畫執行成效。

14 數位機會調查評估 一、本計畫調查分析結果提供行政院深耕

數位關懷計畫之推動機關 8個部會及

22個縣市政府，作為施政或計畫推動

之參考，並提供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對

於探討家戶及個人數位機會落差（含

地區使用分析）之情況論文撰寫、跨平

臺網路使用者特質研究、研究我國資訊

通信科技之資源分配等，有助瞭解國

內民眾資訊近用及數位能力發展情形。

二、本計畫相關工作項目符合執行進度，

惟前 3 季因相關作業及經費支用程

序，影響整體經費執行情形，爾後請

針對各期經費分配將審慎規劃，並掌

控各種可能影響因素，以提升計畫執

行成效。

乙

15 智慧網路辦公室 一、本計畫榮獲開放知識基金會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之 2015年開放

資料指標(Open Data Index)評比全球第
一，展現我國政府資料開放之具體效

益，值得肯定。

二、104年推廣智慧網路辦公室應用導入

中央及地方政府行政機關計 1,149個
機關使用，累計比例達 30%；輔導各
機關(構)使用民間團體補（捐）助管

理作業資訊整合平臺，使用機關數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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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個機關，系統登記申請案件數累

計 8萬 264件，資料集下載及瀏覽次

數之累計達 520萬次以上，皆有良好

績效呈現，請賡續精進平臺服務功

能，並提升資料集之品質，強化政府

辦公室效能與效率。

16 最後一鄰服務遞送整合

規劃

ㄧ、本計畫藉由觀摩會宣導相關成功案例及

經驗分享，進一步達到更多機關參與

擴散；另行動資訊服務模式滿意度

78.11%，雖高於原訂目標（75%），

仍請強化服務內容，並積極推廣服務

機制，提供政府與民眾最後一哩之服

務連結，落實主動便民服務成效。

二、本計畫工作項目尚能符合預定進度，惟

若干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未能及時核

銷，影響年度預算之管控，爾後請加

強與地方政府協調，並輔導其款項核

撥作業，以提升計畫執行成效。

乙

17 結合社會網絡示範發展 ㄧ、輔導「金融挺創意產業專案計畫」、「青

年創業及政府相關創業資源推廣」及

「大故宮計畫－南部院區興建與營運」

等 3項重大議題導入Web 2.0應用，並
協助國家圖書館等 10個政府機關導入
Web 2.0應用服務，結合網路社群媒

體，推動政府施政政策，成效良好。

二、請持續蒐集各領域知名社群網絡平臺

經營機制，以辦理結合社會網絡應

用，建立社會網絡應用示範服務之規

劃，並透過維持與粉絲之互動活絡，

俾有效宣導政府政策。

甲

18 電子化政府基礎建設雲

端服務發展 
ㄧ、本計畫推動 iTaiwan 無線上網服務，

104年 6月 9 日獲美國知名網站「財經

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積
極鼓勵讀者「立刻訂票遊臺灣」，有

效提升我國際知名度及觀光形象。此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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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取得 GRCA使用WebTrust for CAs
安全標章(Seal)之權利，並完成政府
第二代根憑證(GRCA2)植入微軟信賴

清單及蘋果作業系統信賴清單，確保

用戶使用憑證安全性，有助提升政府

施政效能，提高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

程度，成效顯著。

二、本計畫屢獲國際電子化政府評比殊

榮，現今戶政業務全國各地均可跨區

服務，綜合所得稅自動試算並主動寄

送到府，車站與民眾洽公區域均提供

iTaiwan 免費 WiFi，政府入口網整合
超過 1萬 2,000項電子表單及 3,000項
線上申辦服務，顯示電子化政府已有

相當成果，在此穩固基礎上，建議持

續透過數位政府資料治理之核心理

念，打造安心、便捷數位服務及更具創

意之臺灣，並透過資料開放與公私協

力，增進國家發展動能，打造領先全

球之數位政府。

19 推動法規鬆綁與革新、

強化經貿競爭力
104年美國商會臺灣白皮書建言已解

決或有具體進展議題占比為 22%，達到過
去 5年來次高之滿意比率，肯定我國政府
多項重大進展，並支持本會編擬法規影響

評估手冊，優化法規訂定程序之做法；世

界銀行於 104年 10月發布「2016經商環境
報告」，我國經商便利度於全球 189個經濟
體中排名第 11名，為我國政府 2008年推
動改革以來之全球最佳排名；APEC於 104
年出版「APEC's Ease of Doing Business –
Interim Assessment 2009-2014」報告，肯定
我國於世銀報告中「獲得信貸」指標之信用

資訊指數所為改革等各項獲得國際組織之

肯定，顯示推動法規鬆綁與革新、強化經

貿經爭力之成效。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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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國家檔案永續典藏與多

元服務

ㄧ、104年 5月完成 2萬 2,016 箱國家檔案

搬遷，達成國家檔案集中管理及運用

之目標，有效提升國家檔案典藏安全

及管理資源效益，並提高檔案檢調及

開放應用之服務效率；另策辦「1025-
臺灣光復檔案展」，參觀人次 8,782人
次，滿意度達 9成以上，並獲各大平
面及網路媒體加以報導，有利國家檔

案推廣，值得肯定。

二、本計畫 104年進行行政院總類、本類、

蒙藏類、交通類民國 39至 60年檔案審

選，並完成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審核 20個機關次，確保機關檔案可依

核定保存年限妥善管理，有助審選國

家檔案，保存國家重要資產，提升國

家檔案典藏質量。

優

21 文書檔案資訊網路合一 ㄧ、本計畫在推動文書檔案資訊業務標準

化方面，公文電子交換系統通過

ISO27001、20000、22301等國際認證；

全局通過 ISO27001國際認證，除提升

安全等級及服務水準外，並促使文檔

資訊系統標準化之推動更進一步，值

得肯定。

二、104年度完成公文電子交換統合交換中

心整併至 22個，落實簡化統合中心維

運管理作業，提升整體行政效能；另

於建置公文統合交換中心 24小時資安
監控平臺(SOC)試辦作業方面，完成共
用統合、雲端統合、內政部統合及文化

部統合等 4個交換中心之資安監控，

確保交換中心資訊安全；截至 104年
底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之機關學校

共計 5,548 個，占總數 (7,314 個 )之
75.9％，有助提升公文處理時效及達

成節能減紙效益，請賡續推廣機關學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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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校之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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