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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君婷

非常榮幸代表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全體同仁，向各位報告本會近期

重要工作內容與具體成果。
本會作為市府幕僚機關，秉持著落實市長施政理念及政策的原則，積
極扮演市政規劃與考核的角色。透過新科技與工具的結合來達到「優質為
民服務」、「強化行政效能」、「提升管考效率」、「智慧研究創新」等四大目
標，加強重大市政業務的整合、輔導及管考，使各項市政建設皆能如期如
質完成。
本會主要業務分為管制考核、為民服務、綜合規劃等三大業務，謹就
各項業務重點報告如下，敬請各位匡正並不吝指教。

壹、現階段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管制考核業務
（一）管制重大建設計畫進度
為強化本府各項重大建設計畫進度管控，本會敦請府一層長官召
開跨機關重大建設管制會議，針對總預算金額達 3,000 萬元以上之工程
計畫、1,000 萬元以上非工程計畫，就用地取得方式尚未確定、施工前
規劃設計落後 2 個月以上、招決標作業延宕、施工中進度落後 15%以
上、連續 3 個月工程進度落後、停工及須跨機關協調案件，加強督導，
深入探討落後癥結，共謀解決對策，並就共通性風險及問題，通報本
府各機關知悉。109 年度計列管 416 案，2 月至 6 月共召開 5 場次檢討
會議。落後案件經滾動式檢討，落後比率已有降低，管制略見成效，
為激勵機關追趕進度，在施工方面，本府訂有超前及趕工獎勵，以促
請各機關持續加強自我控管。
為使民眾了解本府重大建設施政成果，5 月 1 日起「施政成果透明
資訊網」改版上線，可介接重大建設計畫列管資料，除可清楚得知計
畫處於規劃、施工、驗收或完工階段外，另提供分區地圖查詢亮點建
設之施工地點，以儀表板方式呈現工程進度比率，並提供預計完工日
期供民眾追蹤，民眾可透過個人電腦或手機等上網隨時查詢施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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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基本設施補助計畫執行效能
本府 109 年度列管基本設施補助計畫共 58 案，截至 109 年 6 月底
止，已結案 24 案，發包率 93.1%。本會將管控執行進度，協助排除遭
遇之障礙，敦促機關於本年度內將計畫及預算執行完畢。
（三）督促處理議會交辦案件
為敦促本府各機關對議員質詢案件及議會議決案件如期辦理，本
會針對上述案件進行列管，依據本府各機關府會聯絡人與會記錄之議
員質詢事項及議會函送之議決案件進行立案，相關單位需依限將案件
辦理情形函復議員並至研考資訊系統填報，本會審查後如認為案件有
後續事宜尚需更新，則持續列管，並追蹤辦理進度。截至109年5月止
共計列管3,405案，各機關皆已完成函復議員及填報系統，另本會於定
期會召開前彙編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書，分送議員及貴會參考。
本府各機關於議會期間進行議案函復時，應參照本會訂定之公文
回復範本及相關時效規定辦理。本會針對各機關函復內容，經審核發
現答非所問、內容錯誤、過於簡略等問題，即通知機關改善，重新回
復議員。另本會於各議程結束後，適時統計答復品質欠佳情形，提報
市政會議檢討，請機關首長加強督促所屬同仁改善，以維護議會案件
函復品質。
為促進府會和諧，本會函請各機關辦理議員參與會勘案件時，應
與提出案件之議員做好溝通及聯繫，並確實以會勘通知單通知議員會
勘資訊，若遇緊急事項或時間急迫，主辦機關應先行以電話或傳真提
供議員會勘資訊，以利議員掌握時間與相關內容；會勘結束後除將會
勘紀錄函復議員外，本會每月另發函提醒各機關至研考資訊系統填報
會勘重要決議及後續辦理情形。109 年 2 月至 6 月止，會勘列管案件數
為 1,284 案，議員可透過行動版網站查詢案件辦理情形。
（四）強化公文時效管考
為了解本府各機關推動公文處理成效，並加強輔導改進，109 年 7
月由秘書處、政風處及本會組成公文檢核小組，總共辦理 27 場次實地
檢核作業，受檢機關包含本府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區公所等，檢核
內容包含文書處理、時效管制及機密文書作業，本次針對人民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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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退補件情形加強抽檢，檢核缺失將請相關機關檢討改善。
在公文時效方面，本會每季統計一般公文逾期比率，加強會辦公
文及人民申請案件之時效檢核，除對逾期案件加強稽催，亦督促機關
落實逾期疏失責任查處，提送自評報告，落實分級管理，並針對各機
關辦理時效超過 30 日之公文進行專案管制，個案追蹤辦理情形。本府
109 年度第 2 季各機關（含區公所）應辦之一般公文計 52 萬 2,045 件、
人民申請案件計 20 萬 3,937 件、專案管制案件計 35 件。
在人員教育訓練方面，預計 109 年 11 月將辦理 4 場次研習，強化
承辦人員公文製作及時效管理；另預計於 109 年 9 月辦理 1 場次公文
核稿專班，針對各機關八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加強宣導各類公文常見
缺失樣態，藉由其督促同仁確實執行，落實核稿把關責任。

二、為民服務業務
（一）精進1999服務品質
1999 熱線 24 小時提供市政諮詢、陳情申訴、活動訊息、交通資訊及
市容查報等服務，民眾透過市話或手機（包含預付卡型手機門號）撥打
1999 熱線，皆可享有前 10 分鐘免付費服務。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桃
園 1999 每日統計民眾進線諮詢問題與數量，提供本府防疫專案會議參
考。此外，於下班時間及假日支援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協助回應民眾
諮詢口罩相關問題之需求。
自 109 年 2 月至 6 月止，共計有 11 萬 422 通來電（每月平均進線量
約 2 萬 2,000 通），其中市政諮詢占 49.83%、陳情占 20.89%、電話轉接
占 21.18%及其他服務占 8.11%。民眾詢問前 5 大問題包括：
「新冠肺炎紓
困補助」、「傳染病防治及預防接種」、「公車問題及站牌、候車亭設施管
理」
、
「法務相關查詢」及「市民卡一般卡申辦問題」
，對於民眾關切議題
進一步分析，每月回饋市府各局處參考改善，加強業務宣導。
本府提供文字諮詢服務，可與民眾用文字即時溝通，109 年 2 月至 6
月共服務 2,081 次；1999 便民專線亦提供手語視訊服務，於區公所、戶
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衛生所等公家機關，共設有 69 個服務據點，方
便聽語障民眾洽詢市政業務，109 年 2 月至 6 月共服務 156 人次。本府對
話務工作訂有標準作業程序，話務人員於上線前應完成 60 小時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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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每季應接受在職訓練，不定期配合市府專案計畫工作宣導，透過每
日查閱局處官網、定期維護資訊、專人布達重大市政訊息及每月書面測
驗等方式，增加對於市政訊息熟稔度，以確保服務品質。
桃園 1999 榮獲讀者文摘「2020 優秀服務獎金獎」及工商時報「2020
年臺灣服務業大評鑑金牌獎」
，以耐心、細心、同理心傾聽每位市民的心
聲。未來將持續透過各項精進服務，為市民打造更便捷幸福的生活。
（二）強化陳情案件處理機制
為有效處理陳情案件、提升回復品質，本府依陳情性質歸納為 21 類、
157 項，其中具急迫性、時效性且可立即處理之查報案件，需於 1 個工作
天內初步回復處理情形，其餘陳情案件處理期限原則為 6 個工作天、檢
舉案件原則為 14 個工作天。機關可透過滿意度調查機制，了解民眾對案
件處理的回饋意見；如民眾評價不滿意，案件會續列管由機關再次處理，
並需由主任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核准，以提升案件處理品質。
經統計 109 年 2 月至 6 月陳情案件計 4 萬 8,609 件（含 1999 通報案
件）
，本會每週至少抽核 150 件以上回復案件，如有缺失除立即通報機關
檢討外，並要求各機關按季自行檢核辦理情形，送交本會備查。109 年 2
月至 6 月抽核 3,006 件，並將民眾回饋不滿意案件列入優先檢核，總計有
55 件處理不佳案件，主要缺失為「未敘明具體完成日期或後續處理程序」
及「未追蹤至案件辦理完成」即結案；另如發現答非所問、回復內容不
正確等嚴重缺失者，將函請機關加強改善。
為避免民眾濫用市政信箱及 1999 專線惡意檢舉，耗費行政資源，受
理案件前透過電子信箱、手機簡訊或電話回撥等機制進行身分驗證，針
對無具體事由、一再陳情或未具名檢舉予以過濾，109 年 2 月至 6 月計過
濾 237 件。
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 13 點規
定，各機關對同一陳情人持續或大量陳情不同事由，得衡酌有限行政資
源，並評估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及私人重大利益之影響性，訂定分類、
分級、分期處理原則。各機關經依前項所定處理原則處理後，仍顯有耗
費機關行政資源之虞者，經查明確認前述情事並無明顯而立即危害公共
安全、公共利益或私人重大利益情形，得簽報機關首長同意後，不予處
理。如經機關查證有不實陳情或提報迭次陳情者，經機關簽准後，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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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協助設定市政信箱提醒機制。
（三）重視電話應答禮貌
電話應答是民眾對政府機關服務態度的第一線感受，為加強各機關
及各區公所電話服務品質，每月抽測各機關及區公所同仁應答情形，測
試重點包括：常見業務問答、活動訊息及申辦資訊之正確性、接聽禮儀
及接聽速度等項目，以 80 分為及格。109 年 2 月至 6 月共測試 1,825 通
電話、平均每月測試 365 通，測試成績達 80 分合格比率為 98.2%，未達
80 分標準者為 1.8%。
為減少電話多次轉接造成民怨，本會將轉接次數列為測試重點，針
對轉接次數達 3 次以上者，函請機關加強檢討改善及教育訓練，應確認
業務所屬承辦人再轉接，如無法確認則應留下電話再主動回撥。
（四）落實為民服務品質
為提升本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輔導各機關經由參獎及評奬之過
程精進服務作為，109 年輔導 5 個機關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第 3 屆政府
服務獎」，預計 109 年 8 月推薦參獎。
為維持機關穩定及良好的服務品質，本會於 109 年針對機關服務面
入口、服務態度與專業、服務設施、對外揭示資訊及服務環境等，將機
關分為行政櫃檯、文教社福及觀光等 3 種類別，並以秘密客專業委外方
式進行實地訪查，109 年預計查核 100 個服務場所。

三、綜合規劃業務
（一）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本會自 108 年 5 月啟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自我檢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的籌備工作，
透過 20 場以上的會議盤點施政計畫的永續發展價值，已於 109 年 5 月底
完成 VLR 初稿，以 288 項計畫展現本市永續發展的施政脈絡，預計選用
符合 SDGs 意旨、呈現本市重要施政特色之 59 種指標，展現本市永續發
展的努力與期許。VLR 暫訂於 109 年下半年公開，亦規劃透過中英文網
站呈現計畫內容，讓國內外城市能以最便捷的方式，了解桃園市在永續
發展議題上的成效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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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將以 SDGs 進行施政計畫之管理，透過定期檢討、滾動修正，促
使市府團隊之施政目標一致。鼓勵各局處以 SDGs 為語言，表述政策之永
續觀點，適時運用 SDGs 與國際城市、國際組織交流及對話，提升本市在
國際間與永續發展議題方面之能見度，並有益於市政創新。109 年 3 月本
府參與天下雜誌主辦之「2020 SDGs 國際論壇」，市長以航空城、捷運建
設、綠能政策等重要施政面向，與臺灣及跨國企業分享桃園市的永續觀
點與經驗。
（二）推動公民參與業務
為持續推動公民參與，本會於 109 年 4 月請各機關及區公所積極研
提 109 年至 110 年預定辦理的公民參與議題，包含參與式預算、參與式
規劃、政策規劃等方式，並於 109 年 6 月召開 3 場次小型討論會議，邀
請專家學者提供建議，使議題更具可行性，並進一步提請本府一層長官
召開公民參與平台會議，確定議題可行方向，預計有 27 項議題將以公民
參與方式辦理，包含公園及遊戲場規劃、親子館佈置、市場改造、青農
政策規劃、景觀環境改善、原民產業發展、人文社造等類型，後續將輔
導機關落實推動，並加強整合行銷本市公民參與成果。
（三）籌編年度施政計畫
為督促各機關掌握施政主軸及施政重點，本會透過重大施政計畫先
期審查作為，提醒各機關衡量計畫規模及執行能量，合理規劃執行期程
及分配預算資源，以提升整體施政效能。
配合主計處 110 年度概算編列作業期程，109 年 5 月函請本府各機關
提報 3 千萬元以上之計畫資料，包含新興計畫及延續性跨年度計畫，預
算規模達新臺幣 2 億元之新興計畫，應一併提出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
成本效益分析，由工務局、地政局、都發局及本會組成專案小組，就計
畫之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及效益性進行審查，109 年 6 月共計 349 案
完成初審，後續本府各機關將依其業務職掌及施政願景，完成年度施政
計畫擬訂，交由本會彙編，送請貴會審議。
（四）推動北桃合作交流平臺
本市與新北市於 108 年 2 月啟動「北桃合作交流平臺」
（以下簡稱本
平臺）
，透過跨域治理的方式，解決城際問題。本平臺設有五個議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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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組由交通局、捷運工程局及工務局組成；環境資源組由水務局、
環境保護局、都市發展局及地政局組成；產業創新組由經濟發展局、農
業局、勞動局、青年事務局及資訊科技局組成；文化觀光組由文化局、
觀光旅遊局、民政局、客家事務局及原住民族行政局組成；衛福教育組
由衛生局、社會局及教育局組成。
議題小組定期召開會議研商擬定合作議題並追蹤辦理情形，目前合
作議題共計 25 項，在交通運輸組部分，有北桃交通號誌聯合協控（交通
局）及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捷運工程局）等合作議題；環境資源組
部分，有污水下水道規劃（水務局）及鶯歌溪整治納入河川流域治理平
臺（環保局）等議題；另外，產業創新組有北桃創新創業基地觀摩交流
（經濟發展局）及北桃犬貓流浪動物捕捉交流合作計畫（農業局）等議
題；文化觀光組有新北桃園圖書通還服務（文化局）及 109 年度客家藝
文聯展（客家事務局）等議題；衛福教育組則有學校團膳食安聯合稽查
（教育局）及兩市稽查人員交流訓練（衛生局）等合作議題。
另關於兩市交界之垃圾隨意棄置、人行道及馬路修繕與維護權責釐
清等問題，已分別請環保局及工務局提至環境資源組與交通運輸組研商
討論。預計 109 年下半年召開副市長會議督促兩市之合作，期望本市與
新北市透過本平臺，持續加強兩市的溝通及合作，打造市民安居便利的
生活環境。

貳、未來努力方向
一、持續優化研考資訊系統
目前研考資訊系統功能，提供施政計畫、重大建設、議會質詢及會
勘資料登錄列管及查詢統計功能，其中重大建設子系統與公共工程委員
會標案管理系統亟待整合，以減少重複填報困擾。另本府亦規劃將議員
質詢及會勘案件查詢介面優化，以年度及議員姓名為查詢方式，並提供
帳號整合及跨年度查詢功能，俾提升系統使用效能及便利性。

二、探究陳情案件核心問題
為精進市政陳情案件處理品質，本會將針對有集中陳情事由之案
7

類，做跨區間、跨區域之資料蒐整，進行統計交叉分析及個案質化研究，
期望找出該集中陳情事由之主要成因與核心問題，期提供業務機關作為
政策執行參考，從源頭解決市政問題。

三、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發展是當前重要國際議題，企業及非營利組織等亦著力推展相
關工作，為本市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夥伴。未來除針對本府
機關同仁進行永續發展意識培力，讓各機關同仁掌握業務與永續發展之
關係，以提升永續發展之政策規劃能力外，將更進一步與企業、學校及
公民團體合作，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本市永續發展之施政理念傳達
給市民，共同為永續桃園盡一份心力。

參、結語
君婷

未來，

將持續協助各機關掌握市政規劃及發展方向，運用合宜管考

機制，督促重大建設如期如質達成目標，並提醒各機關重視服務品質，簡
化行政程序，以順利推展各項業務，讓桃園建設持續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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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各科室聯絡電話一覽表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會本部

主任委員

吳君婷

334-2908

335-0888

會本部

副主任委員

曾榮英

333-4982

335-0888

會本部

主任秘書

梁秀珠

337-5005

335-0888

綜合規劃組

組長

336-7507

335-0888

管制考核組

組長

宋嘉修

331-4848

336-7565

為民服務組

組長

侯兆豐

335-5447

336-7565

會計

會計員

賴育斌

335-1039

335-0859

人事

人事管理員

吳若瑋

335-1039

335-0859

主任秘書
梁秀珠代理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