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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使命
本會作為臺南市政府之政策統合協調的單位，依法掌理施政計畫、研究發展、管制考核
及為民服務等研究考核事項，應秉持研考專業理念，協助本府各局處會精進願景規劃、策略
思維及政策執行的能力，與提升為民服務的效能。

貳、願景
以前瞻、創新的思惟，轉型傳統管考單位的角色，發揮研究發展、綜合規劃及管制
考核的功能，落實便民與績效之核心價值，自期成為本市「政策運籌」的平台及「優質
政府治理」的推手。

參、施政重點
一、環境情勢分析：
台南縣、市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升格改制為直轄市。合併後的大台南面積為原
台南市的 12.5 倍，幅員遼闊，原縣市政府所在地相隔數十公里，考驗市府的行政效能
與為民服務的品質。 市長在 99 年 12 月 25 日上任後，即以「清廉勤政」作為施政主
軸，並追求經濟發展、社會公義、環保綠能的全方位提升台南市成為ㄧ座宜居的城市。
本會面對合併升格後所衍生的行政效率、品質及便民服務等問題與挑戰，除了以
創新性與策略性的規劃來替代過去例行性資料彙整的角色，並要以即時性與準確性的
「管考」來適時改進市府的各項計畫、工程、及公文進度與品質，更將積極推動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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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府，來全面性的提升市府公文處理時效。
本會深知研究發展、政策規劃、管制考核在行政執行體系中可謂環環相扣、緊密
連結且循環運作，必須倚賴完整且周延的管考機制，來發現問題，給予正確評估，提
昇政府行政效率及為民服務的品質，才能因應快速變遷的競爭環境。本會作為本府政
策統合協調單位，自應本於協助各局處會提升決策品質與執行能力之使命，積極發揮
評估執行管考之功能，俾以具體之施政成果，來回應市民的期待。
二、現行施政重點執行成效檢討：
(一)強化決策品質：
1.鼓勵員工自主研究風氣：彙整 99 年度本府暨所屬各機關提出之自行研究報告書，辦
理 99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初審、召開複審會議，將於 99 年 12 月評定 5 篇績優研究報
告。並於 100 年 3 月研擬「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自行研究評審獎勵作業要點」
，
作為推動本府自行研究業務之依據。
2.強化研發能量，辦理委託研究案件：100 年 3 月研擬「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委託
研究作業要點」，據以推動委託研究業務，加強行政與學術結合。
(二)精進績效管理：
1.推動施政績效管理制度：
(1)強化各機關(單位)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業，並落實於年度施政績
效評估中，以強化施政績效管理效果，已於 100 年 2 月 16 日訂頒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以資遵循。
(2)編撰施政計畫：依據本市當前狀況及未來發展需要，參酌行政院 100 年度施政
方針，並依據市長施政理念擬訂，於 100 年 1 月 31 日編製完竣，計施政目標與
重點計 275 項。另訂頒「本府 101 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
(3)編撰中程施政計畫：訂頒「本府及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101 年度至 104 年度)
編審作業注意事項」。
2.強化管考功能，落實對市民的承諾：
(1)導入「地方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LGPMnet)作為本會研考平台系統，以「追蹤
作業子系統」及「專案管理子系統」推動本府施政 e 化管理，強化追蹤列管效
能。
(2)落實市政指示執行成效，列管追蹤市政會議指示事項：本府每週三召開市政會
議，會中市長針對市政所作指(裁)示事項，會後由研考會列管追蹤，函請相關機關(單
位)至「地方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LGPMnet)填報執行情形。
(3)施政計畫工程重點管制：本府 101 至 104 年施政計畫仍採重點選項列管方式辦
理，列管本府 1,000 萬元以上重點工程，各項列管工程均由各主辦機關(單位)訂
定作業計畫，由本會進行追蹤列管，並定期召開重大公共建設推動會報，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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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困難問題，輔導其按計畫進度積極推動。
(4)市長政見列管追蹤：市長政見係市長對於市民的承諾，本會予以全部納入追蹤
管制，透過定期的追蹤管制作業，督促各主辦機關積極辦理，並全盤掌控執行
進度。
(三)促進資訊流通：
1.建置「新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中英日文版三語單一入口網」：除整併原臺南市政府
及臺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原有各類服務訊息外，建置範圍涵蓋合併後 140 餘個機關
單位專屬網站及社區公佈欄、里長服務網等訊息發佈平台。
2.推動本府暨所屬機關公文線上簽核。
3.舉辦資安教育訓練：宣導勿登錄來路不明之網站及開啟不明之電子信件並進行本府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函報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4.廣設無線網路據點方便民眾上網使用。
5.建設新台南十大旗艦計畫－智慧城市大台南：為大臺南產業發展，同時達成「建設
觀光樂園立足國際」、「推動低碳綠能永續城市」、「發展經濟光電科技新城」、
「保障弱勢照護溫暖南都」、「確保安全便捷安心家園」等大臺南市發展願景，打
造臺南市成為全國第一個智慧城市。
(四)提升為民服務效能：
1.辦理 1999 市民服務專線：99 年 12 月 15 日，原臺南市政府辦理 1999 簡碼開通事宜，
使大台南地區之民眾皆能獲得 1999 便利服務。100 年 3 月規劃辦理雙行政中心話務
中心人力委外案，由專業客服公司提供更優質的話務服務。計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3 月 31 日，1999 服務專線處理話務總量為 69,678 通。
2.加強為民服務品質：於 100 年 2 月 14 日推薦南區戶政事務所，永康區公所、仁德戶
政及永康地政等 4 個單位代表參加行政院第三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選參獎，全
國各縣市參獎機關共計 156 個單位，經行政院 3 月 16 日書面評審，南區戶政事務所
入圍決審機關。
3.規劃成立聯合服務中心。
4.提高服務案件依限結案率：99 年 12 月 25 日至 100 年 3 月 31 日受理民眾陳情計有
6,245 件，依限辦結共有 6,000 件，辦結率達 96.08﹪。
三、未來四年施政重點：
(一)強化決策品質：活化政策研究的能力，健全施政計畫體系，並建構完善的公務決策
網路，以強化行政部門的決策品質；推動政策研究，投入研究經費，確保創新的實
踐，並結合產官學研界，以前瞻性、跨機關及整合性的研究，協助政府強化決策品
質。
(二)精進績效管理：推動施政績效管理制度，提升本府各局處會願景規劃、策略思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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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執行力，建立全員參與機制，並且積極落實「建設新台南十大旗艦計畫」之管
考機制，以確保各局處會施政能與本府整體施政方向相契合，滿足民眾對於政府優
質治理及高績效的期待。
(三)促進資訊流通：透過網路連結，提升本府出版資訊之廣度及能見度；並強化本府全
球資訊網及英文版，促進政府網路資訊之流通，同時加強公共無線上網據點之設置，
提供市民便捷之 e 化服務系統。
(四)提升為民服務效能：除建立單一窗口之為民服務中心服務模式外，將以市民需求及
社會期待為依歸，朝向「持續推動民眾滿意服務」及「深化創新服務績效」之目標
邁進。

肆、關鍵策略目標及
關鍵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
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提升政府策略思維能力((業務成果面向)
業務成果面向)
1.辦理民意調查掌握民意動向，提供市府施政參考。
2.舉辦政策研討會議(含學者專家座談會、媒體座談)，進行政策諮詢、研討及探索性
政策研析，其結果提供決策相關機關作為參考。
3.強化研發能量，依需求辦理委託研究案件，以促進業務革新。
4.鼓勵員工自主研究風氣，辦理年度自行研究報告評審及獎勵，以促進行政革新。
(二)推動施政績效管理制度((業務成果面向)
業務成果面向)
1.自 101 年起每年滾動修正未來 4 年之中程施政計畫，確保機關施政效能與本府之整
體施政方向相契合。
2.策訂各機關之策略目標，每年據以評估各機關施政績效之良窳，建立施政績效管理
機制，協助各局處會規劃執行評估能力，提升本府施政效能。
(三)強化管考功能，落實對市民的承諾((業務成果面向)
業務成果面向)
1.市長於市政會議及巡視區、里的指示事項，全部納入追蹤管制。透過定期的追蹤管
制作業，督促各局處會重視與積極辦理。
2.市長政見係市長對於市民的承諾，全部納入追蹤管制。透過定期的追蹤管制作業，
督促各局處會積極辦理，並全盤掌控執行進度，與協助解決困境之解除，以落實對
市民的承諾。
3.導入「地方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LGPMnet)作為本會研考平台系統，以「追蹤作業
子系統」及「專案管理子系統」推動本府施政 e 化管理，強化追蹤列管效能。
4.加強「新台南十大旗艦計畫」列管追蹤。
(四)健全資訊網路環境，提昇資訊作業效率(行政效率面向)
1.推展地理資訊系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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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便民服務系統建置。
3.辦公室業務資訊化推動。
(五)建立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提昇行政效率及便民服務品質：(業務成果面向)
1.資訊設備採購及汰換。
2.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本府及本市各級機關學校全面實施公文電子交換作業及本府內
外部網路通訊作業。
3.辦理員工電腦教育訓練。
4.建置高效能之電子化政府辦公環境。
(六)提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行政效率面向)
1.辦理服務品質考核，訂定實施計畫，並推薦輔導本府暨所屬機關參加行政院研考會
服務品質獎。
2.整合各項便民業務，規劃成立聯合服務中心，推動單一窗口便民服務。
3.提昇 1999 話務中心服務效能，並加強宣傳，提高民眾使用率。
二、共同性目標：
(一)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組織學習面向)
強化本會同仁終身學習觀念，提升參與學習意願。
(二)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年度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撙節各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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