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及所屬機關 105年度部會管制計畫評核結果

項

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1 綜規處 國家發展計畫

之規畫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106年度關鍵績效指

標由 105年度之 632項縮減為 499 項，

聚焦重要施政，並簡化行政管考作業，

有助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二、本計畫部分委託研究計畫於 12月初始
進行發包作業，部分經費保留至 106年
度執行，後續請確實掌握執行進度。

甲等

2

經濟處 研 擬 經 濟 政

策、協調推動

財經措施

一、針對重大財經課題發揮財經幕僚功能，

綜整研擬「擴大投資方案」、「新南向

政 策 推 動 計 畫 」 、 滾 動 增 修

「ide@Taiwan 2020(創意臺灣)政策白皮
書」及推動消費提振措施，有助提升政

府施政效能，提高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

程度。

二、「增進我國智慧財產投資策略研究」等
3件委託研究計畫及「洛桑管理學院
(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國家競爭
力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1件委託辦理
計畫，因合約期限跨至 106年，計 353
萬元辦理保留，後續請確實掌握執行進

度。

甲等

3

社發處 推動政府服務

流程改造及民

意調查分析

一、本計畫會同內政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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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協辦

機關共同推動相關工作，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配合辦理，跨部會計畫規劃周

詳、積極推動協調整合，有助提升政府

施政效能。

二、105年度尚有委辦計畫標餘款未支用，

致影響預算執行率，後續請確實掌握執

行進度，俾落實計畫管考。

甲等

4 推動重要社會

發展計畫審議

一、本計畫要求部會逐年按比例寬列重要社

發計畫歲出概算額度，並就涉及跨域、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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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先期作業 跨部會協調整合，全面盤點綜整資源分

配，有助加強推動整體施政策略及跨域

協調。

二、105年度已建立社會福利、教育文化、

公共安全3類社會發展個案計畫審議原

則，強化計畫決策相關機制及培力人員

審議能力，提升政府施政效能。考量衛

生醫療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件數約占審議

計畫總件數之 20%，建議規劃建立衛生

醫療類計畫之審議原則，以提升是類計

畫之審議效能。

5

辦理社會發展

政策研究

一、105年度完成委託研究報告含 104年度
計 15案，後續研究成果有助於本會推
動重要政策論據基礎，此外完成國土及

公共治理季刊第四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專

題編印與發行，就重要議題進行規劃，

有助社會各界及各機關對最新發展趨勢

與政府實際施政作為之瞭解。

二、本計畫尚有7案委託研究計畫屬跨年度

執行，以致 105 年度預算執行率
(72.25%)未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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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等

6 產業處 促進產業發展 一、105年 9月 8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亞

洲•矽谷推動方案」提報，計畫執行中

心於 12月 25 日正式營運，積極推動產

業創新發展，值得肯定；此外在促進產

業投資方面成立「跨部會促進投資小

組」，成員包括經濟部、科技部、交通

部、衛福部等相關部會，拜會 86家廠

商，掌握投資案超過 40件，投資金額

超過 3,500 億元，並帶領新創團隊赴國

外參展有效宣導施政計畫內容。

二、本計畫尚有多項委辦及補助案件未於

105 年度執行完成，106 年請確實掌握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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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進度，俾落實計畫管考。

7

人力處 促進人力資源

發展、完善老

年經濟安全制

度

本計畫完成「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及

研擬「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積

極推動協調整合，跨部會計畫規劃周詳；完

成「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 150 年)報

告，積極運用網路，開放資料，使資料更廣

為各界週知。

優等

8

國土處 國家建設總合

評估規劃中程

計畫 (101 年至

106年)

一、105 年度共辦理中央、地方政府 36 案

補助計畫，引領縣市政府推動跨域合作

計畫及區域創新總體規劃，有效促進地

方產業投資及區域整體發展；舉辦「國

土資訊成果特展」，經媒體廣泛報導，

達成促進國人瞭解我國長期推動國土資

訊之成果與整合運用之成效。

二、本計畫 105年度預算執行率未達 5成，
影響計畫整體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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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等

9

管考處 政府施政計畫

管理雲端服務

發展計畫

一、GPMnet提供系統整合、檢視平臺增近

民眾與政府雙向互動、地理資訊系統之

比較分析有效掌握國家資源分配，有助

業務創新、改良及簡化。

二、年度目標指標項目明確，多數超越原

訂目標值，建請針對未達目標之「施政

評量指標資料庫使用人次」及「專案管

理模式建置數」加強宣導，俾提高使用

率及應用效能。

甲等

10 資管處 政府資訊服務

改造

一、主辦 2016 WIP年會，共有來自 10個國
家 17名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並於會中

發表我國電子治理及電子化政府成果，

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二、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帶動政府整體資訊

服務躍升，105年電子化政府調查報

告，臺灣電子化政府排名與英國並列全

甲等

3



項

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球第 10名，較 104年提升 7名，值得

肯定。

11

數位生活儀表

板

一、本計畫 105年度完成『行動應用條碼繳

費服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75%以

上民眾感到滿意，落實業務創新、改

良、簡化，提高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程

度。

二、本計畫因依契約規定扣減費用及採購標

餘款原因影響經費支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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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等

12

數位應用調查

與研究計畫

一、本計畫於105年度完成數位機會調查報

告，範圍涵蓋「個人/家戶」、「持有

手機民眾」、「身心障礙者於公務機關

資訊應用概況」3項，以瞭解我國不同

群體數位發展趨勢，掌握數位機會長期

發展動態，提供國際比較，作為各部會

及地方政府政策研訂參考。

二、105年度完成「身心障礙者於公務機關

資訊應用概況調查」報告，已納入我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家報告具

體作為項目中，其結果也提供本處訂定

「政府機關公務資訊系統無障礙設計指

引」，有助改善政府資訊系統邁向無障

礙環境，增進身心障礙者同仁工作效率

與便利性。 

優等

13 智慧網路辦公

室

一、本計畫完成『即時個人公務訊息整合介

接介面』標準制定與開發，單一化公務

訊息接收管道，增進訊息溝通效率，有

助業務創新改良、流程簡化，並提升政

府施政效能。

二、本計畫「智慧網路辦公室服務使用機關

累計比例」年度實績未達預定目標，主

要係近年來規劃經費均無法足額編列、

地方機關有服務客製化需求，導致平臺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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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效益下降、降低機關導入使用意願

等因素造成，建議規劃研議調整做法，

以提升政府為民服務效率並撙節政府支

出，達效益最大化。

14

最後一鄰服務

遞送整合規劃

一、本計畫藉由縣市政府分享社福電子化服

務推動經驗及查報類行動服務成果觀摩

會宣導相關成功案例及經驗分享，並跨

部會積極推動協調整合，計畫效益顯

著，進一步達到更多機關參與擴散，值

得肯定。

二、針對執行服務人員調查，有 80.9%對 e
化服務宅配到家計畫感到非常滿意或滿

意，服務滿意度超越原訂目標(70%)；
此外，對行動資訊服務模式感到滿意或

非常滿意之民眾達 78.32%，亦超越原

訂目標(78%)。建議持續精進電子化服

務，俾提升服務效能。

優等

15

電子化政府基

礎建設雲端服

務發展 

一、完成行政院及所屬委員會雲端資料中心

建置內部私有雲端服務，擴充雲端資料

中心資源，並協助各委員會運用雲端運

算技術進行資訊系統移轉，共有 13個
機關逾 80項資訊系統進駐。

二、推動政府公開金鑰基礎建設，並取得國

際 WebTrust認證標章，提供安全及可

信賴憑證作業環境，加速政府機關發展

網路便民服務；提供政府入口網彙整政

府資訊，提升政府施政透明度，建立公

民參與政策討論機制，達成公平政策參

與目標，值得肯定。

優等

16 法協

中心

協 調 商 會 建

言、推動法規

國際調和

一、本計畫要求各機關研擬法令草案公告週

知期間，由現行之 14 日延長為 60 日，

並獲美國商會 105年 10 Topics  雜誌肯

定。

二、放寬日本人免簽入境我國之護照須具一

定期間效期規定限制，並在確認食品分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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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分照之務實作法等議題具重要進展。

17

推 動 法 制 革

新、倡議經商

環境改革

一、105年 10月 26 日發布《2017經商環境

報告》，我國經商便利度之「申請建築

許可」、「執行契約」、「財產登

記」、「保護少數股東」、「繳納稅

款」等 5項指標，創我國歷年最佳全球

排名。

二、105年度因擬辦理之委託研究案未及 6
月底簽約公告，導致執行期程往後順

延，影響經費支用及整體計畫執行，後

續請確實掌握執行進度，俾落實計畫管

考。

乙等

18

辦理本會法制

作業、推動法

規影響評估

一、協助本會各單位制(訂)定、修正主管法

規及會內各單位業務涉及法制意見，扮

演專業法制幕僚，提供法規疑義之研議

闡釋。

二、105 年度預算執行率 86.5%，部分費用

未及請款致影響整體預算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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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等

19

檔管局 深化國家記憶

第 1 期 計 畫

(105至 108年)

一、精進多媒體檔案轉製及數位修護作業，

達成簡化業務流程及降低作業成本之效

益，為檔案管理機關中首次推動此項業

務者，創新建構更便捷之國家檔案應用

流程。

二、本計畫經由數次跨府院折衝，終完成

「總統府全部已屆移轉期限之檔案審

選」，艱鉅之珍貴檔案鑑選與移轉工

作，利於保存國家發展重要見證，跨部

會計畫規劃周詳、積極推動協調整合，

計畫效益顯著。

優等

20 文書檔案資訊

網路合一

一、完成文書檔案資訊業務帳號清查作業及

資 訊 系 統 資 安 防 護 基 準 ， 通 過

ISO27001、20000 及 22301 國際標準驗

證；維運文書編輯網路整合及電子公文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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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系統；有效行銷宣傳我國電子文書

檔案服務。

二、此外，本計畫「維運公文電子交換處理

系統」獲國家安全局函頒 105年度政府
機關密碼作業績效團體獎及獎金 5萬
元，值得肯定。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