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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7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服務升格效能升等，提供創新精進服務
（一） 規劃推動市政發展
1. 辦理施政計畫先期審查及彙編。
2. 參與國內外智慧城市交流及分享，協助本府各機關橫向溝通與連繫，推動本府智
慧城市規劃及建設。
3. 建立雙北合作交流平台。
（二） 強化施政績效管制
1. 施政計畫及天災復原等重要專案績效管制。
2. 精進公文處理績效。
3. 督考議會案件辦理情形。
4. 透過績優研考人員獎勵措施及綜合考評計畫，督導各機關發揮行政效能。
（三） 實現一體政府 (One government)
1. 推動便民服務，精進為民服務效能。
2. 優化 1999 市政專線服務品質。
3. 強化新北虛擬卡服務內容，客製會員專屬隨身便民服務。
4. 推動本府單一服務入口，整合雲端櫃檯線上查調功能，簡化檢附證件程序。
二、發展雲端科技服務，建構 E 化智慧城市
（一） 建構智慧政府
1. 運用雲端科技整合資訊資源，提供本府各機關經濟有效與安全穩定的資訊基礎環
境。
2. 推廣資料匯集系統，擴大相關資料加值應用，作為施政決策參考。
3. 促進開放資料加值應用。
（二） 實現智慧生活
1. 推動提供市民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2. 開辦免費電腦課程，普及市民資訊知識，改善偏遠地區資訊環境。
3. 行動化社區服務：結合行動載具優勢，提供社區智慧互動平台，提供市民更便利
之智慧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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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7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計畫總論

107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

一、彙編施政計畫，策定市政
規劃推動市 □本府施政重 一、計畫內容：
推動方向。
(一) 辦理施政計畫先期審查及彙編。
政發展
點
□中央重大政 (二) 參與國內外智慧城市交流及分享。
二、參與智慧城市交流，推廣
(三) 推動本府智慧城市規劃及建設。
本府施政成果，提升國內
策
□機關中程施 (四) 推動雙北合作交流平台。
外能見度。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7 年 1 月 三、推動本府智慧城市，建置
政計畫
■其他重要施
至 107 年 12 月。
智慧型公共服務，推動智
慧化城市治理及促進智慧
政項目
城市產業發展。
四、藉由雙北經驗交流與資源
共享，在互利合作之基礎
上推動各項發展計畫，促
進兩市整體發展及競爭力
提升。

900

全市

2

施政計畫及 □本府施政重 一、計畫內容：
(一) 辦理年度個案施政計畫管考、審計處
重要專案管 點
□中央重大政
列管本府億元以上重大公共建設計
制作業
畫、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
策
□機關中程施
計畫及道安初評作業，定期追蹤計畫
執行進度。
政計畫
■其他重要施 (二) 辦理天然災害復建工程及積淹水需市
府協助案件等重要列管專案，定期追
政項目
踨案件執行進度。
(三) 定期進行各機關公文處理成效檢核作
業，全面列管人民陳情、申請、專案
管制及立法委員質詢案件，追蹤答覆
辦理情形及抽查。
(四) 追蹤列管議會議決案等議會案件辦理
情形，定期編印議決案及議員提案機
關執行情形並分送議會及各機關。
(五) 提升機關研考人員專業能力，遴選績
優研考人員並予以獎勵。
(六) 辦理年度綜合考評計畫，評核各機關
辦理績效。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7 年 1 月
至 107 年 12 月。

587

全市

一、 透 過 定 期 追 蹤 及 府 級 會
議，確實掌握本府重大施
政建設辦理情形；並透過
實地查證瞭解機關狀況，
從市民角度提供改善建
議，提升施政品質。
二、道安初評作業提供機關改
善建議及精進方向，以提
升本市交通安全。
三、精進管考作為，落實文書
流程管理，加強公文處理
效率。
四、逐案就各機關處理市長承
諾、模擬問答、書面質詢、
主席裁定、議會議決案及
墊付 ( 報拆 ) 案件進行列
管，於時限內完成，以提
升本府各機關辦理各類議
案工作品質，促進府會良
好互動及施政效能。
五、透過研習經驗交流，提升
研考人員專業知能，並辦
理績優研考人員選拔作
業，獲獎同仁予以行政獎
勵、於網站上公布個人優
良事蹟，並由市長於市政
會議頒獎，藉此強化研考
功能，鼓勵工作士氣。
六、以行政效率、施政計畫及
為民服務等 3 大類考評機
關行政績效，並針對各機
關業務屬性具差異性，依
其業務規模、負荷量或重
要性等因素進行權重分
配，提升各機關行政效能
及強化自主研考功能。

299

107年施政計畫書冊1.indb 299

2018/3/27 下午 03:56:56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7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3

智慧服務

計畫來源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計畫總論

□本府施政重 一、計畫內容：
點
實現一體政府 (One government)，落實
□中央重大政
「一個新北市」理念，進行公部門跨
機關申辦業務整合，整合服務案件通
策
■機關中程施
路、流程及資料庫，重新設計整體處
理架構，打造創新便民服務機制。
政計畫
□其他重要施 (一) 推動便民服務，精進為民服務品質
1. 善用資通訊科技，提供民眾便捷服
政項目
務網絡。
2. 整合雲端資料庫，推動免書證謄本
便民服務。
3. 提供跨區創新服務，方便市民申辦
免奔波。
4. 創新為民服務，提供悠遊卡多元繳
費便民措施。
5. 全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樹立本府
優質為民服務形象。
(二) 優化 1999 市政專線服務品質。
(三) 主動提供民眾相關市政服務。
(四) 提供跨機關通報服務，縮短民眾往返
各機關間分次辦理所花費的時間。
(五) 提供福利資訊整合查詢服務。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7 年 1 月
至 107 年 12 月。

一、推動智慧便民服務，精進
為民服務效能
(一) 便利市民透過網路取得各
項申請資訊，整合各機關
人民申請案件，統一建置
於網路申辦 e 服務，提供
民眾查詢、下載及預約申
辦資訊。
(二) 精 進 雲 端 證 件 包 查 調 功
能，透過跨機關之單一平
台雲端資訊系統，有效查
調下載證明文件，節省民
眾往返各機關申辦各項書
證謄本的費用及時間。
(三) 全國首創各項跨區申辦服
務，市民不限戶籍地，排
除中央法規或審查程序複
雜之特殊業務外，各區公
所均可受理或代收民政、
役政、社政、原民、經建、
城鄉及勞工類等申辦業
務。
(四) 全國首創悠遊卡繳納行政
規費措施，提供民眾多元
便利的繳費管道，目前本
市各機關第 1 線服務櫃檯
均可接受 1 萬元以下小額
規費繳納。
(五) 針對本府榮獲「政府服務
品質獎」績優機關辦理標
竿學習，樹立第一線優質
為民服務形象，作為各機
關學習典範。
二、優化 1999 市政專線服務品
質
提 供 市 民 24 小 時 諮 詢、
陳情、通報及快速等一次
到位服務，以及國、台、
客、英、日及手語等多種
語言服務，因應外籍及聽
語障人士等服務需求。
三、 建 置 新 北 市 專 屬 會 員 系
統，提供本府施政、福利
訊息至個人式特定族群。
四、跨機關通報以最方便之一
站式辦妥服務方式，提高
為民服務品質。
五、福利資訊整合查詢，藉由
簡易問答機制，提供民眾
快速尋找所需之福利補
助。

107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3,100

執行地點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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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7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計畫總論

107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4

智慧政府

□本府施政重 一、計畫內容：
一、建置資料匯流平台，提供
(一) 運用雲端科技整合資訊資源，藉由資
點
單一平台服務，增加時效
□中央重大政
料匯流平台整合各局處及業務系統之
性，並快速提供跨局處整
市政相關資訊，建置市政資料倉儲之
策
合型資料，提升市政執行
□機關中程施
資料彙集系統。
績效。
(二) 開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藉由資料 二、匯集資料正規化，分析重
政計畫
■其他重要施
開放來提升市府施政透明、加入民眾
整資料內容、性質，讓資
參與公共政策議題，促使跨機關資料
政項目
料可再運用性強、易於統
流通，提升市政效能，以滿足民眾需
計，進而提供決策所需準
求，發展各項跨機關便民服務。
確資料，提升決策品質。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
三、 透 過 開 放 民 生「 食 」、
(一) 資料匯流平台：自 104 年 1 月至 107 年
「醫」、「住」、「行」、
12 月。
「育」、「樂」等資料的
(二) 開放政府：自 106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
相互使用，為民間、業界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提供更多的商機，並促成
(一) 資料匯流平台
跨機關與民間協同合作與
1. 104 年完成建置，105 年起辦理市政
服務創新，創造民眾、政
資料蒐集服務
府、業界三贏局面。
2. 106 至 107 年： 系 統 維 運 及 市 政 資
料蒐集服務。
(二) 開放政府：每年度辦理維運及後續擴
充。

3,443

全市

5

智慧生活

□本府施政重 一、計畫內容：
ㄧ、建構無線上網建設，增加
(一) 建構網路友善城市，於本府各民眾洽
民眾使用網路之便利性，
點
□中央重大政
公機關提供無線網路服務，持續推動
提高數位近用機會。
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市民享有便利 二、普及市民資訊知識，改善
策
■機關中程施
的網路生活。
偏遠地區資訊環境，公平
(二) 於本市各區開辦免費電腦課程，結合
本市各區數位機會，強化
政計畫
□其他重要施
資訊科技與個人需求，提供各類簡單、
新北市數位基礎能力，降
實用、基礎、多元的電腦課程，引導
低本府推動各項行政資訊
政項目
市民學習各類資訊使用技巧，利用網
化之障礙及成本。
路提升生活便利性、增加職場技能、 三、結合行動載具優勢，提供
拓展終生學習，將市民引進數位生活
智慧互動平台，從社區大
的大門，共享資訊科技帶來之便利。
小事到市政資訊皆可一手
(三) 提供社區訊息溝通平台，結合行動載
掌握，提供市民更便利之
具特色，讓社區資訊能即時推播，從
智慧化生活。
領取信件 / 包裏，到瓦斯抄表、公設
預約等。隨時掌握市府資訊，建立最
佳溝通橋樑。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7 年 1 月
至 107 年 12 月。

15,474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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