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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6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三、主席：曲主任委員兆祥                     記錄：胡婷舜 

四、出列席者：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市政議題討論：如會議資料 

七、討論與建議（依發言順序） 

（一）獎勵社會各界及本府員工運用本府開放資料作業機制 

1、蘇委員彩足： 

(1)關於本案之行銷方式，建議擴大不同管道(例如運用臉書或

TASPAA 等學術領域網絡) 廣為發散信息，並以簡單明確之字

彙描述，使人易於理解接納，俾確實達到宣傳成效。 

(2)因現行行動版開放資料平台網站，資料選單中之「資料目錄」

點選後無法跳轉至連結頁面，故建議未來優化時，設計更友

善之網站操作介面。 

(3)另如何針對各機關性質差異而設計適當之獎勵辦法部分，建

議不妨以市府整體角度出發，只要是市府所屬員工善用資料而

成效顯著者，即給予鼓勵，無須區分各機關之屬性及資料多寡，

以精簡行政資源及人力成本。 

2、黃委員國俊： 

(1)開放資料或大數據內含巨大之經濟效益，故建議市府在此部

份可多著墨，例如透過與產發局合作進而推動經濟產業發展，

並可鼓勵或廣邀有興趣者，以設立 APP 或提高數位創新之方

式，給予高額獎勵。 

(2)另建議可透過契約外包方式，運用民間資源大量規格化 open 

data，進而提升資料品質簡省轉換成本，提供更好的使用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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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委員斌妤： 

(1)就獎勵研究報告部分，個人回應蘇老師的看法，也許透過智

庫、相關研究中心或特定社群等跨領域之邀請亦為不錯之宣

傳管道。 

(2)另目前之評審指標尚未明確呈現市府舉辦獎勵活動之目的，

建議未來規劃將預期達成目標及效益與指標鏈結。 

4、施委員正屏 

(1)起初丹麥北歐等國為降低交易成本及避免資源配置落差，而

著力於資料之開放應用，現市府朝此方向落實建構更公開透

明之開放政府，本人首先予以高度肯定。 

(2)建議市府可在信息投資轉換為創新產業部分多加著墨，進而

從大數據或智慧城市中創造龐大商機，豐富財政收入。 

(3)亦請一併思考未來臺北市邁向國際化過程中，開放資料與國

際連結創新(C&D)之應用方式，俾吸引國際目光。 

5、陳委員銘薰 

(1)建議從供給面及需求面雙管齊下，一方面鼓勵外部機關機構

提出可能需求，以收宣傳成效，另一方面拋出適當主題，並

於推動初期增加額外誘因俾啟動研究。 

(2)鑒於各機關之資料多寡有別，建議可將各機關運用資料成果

分級分類，依照對市府長遠目標的貢獻度而給予不同獎勵，

進而發揮激勵成效。 

   6、洪委員美仁 

  (1)建議可將本案之「研究報告」用字替換，或可區分提案形式(例

如將提案分類為研究報告或短文格式等)，以提升參獎意願。 

(2)此外，建議市府未來執行開放資料或委託研究領域時，可先

審視過去做的研究報告，並植基於過去的研究成果為更精緻

之深入探討。 

（二）如何減少 1999話務量 

1、陳委員銘薰 

 有關電話收費方式，建議可依服務項目採漸進式收費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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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諮詢服務者，於電話進線時即告知民眾將收取通話費用，而

陳情、派工、轉接因兼具監督市政及取代市府總機功能故建議

仍維持現制。 

    2、朱委員斌妤 

    建議調整收費方式前先加強宣導，同時強調節省下來的費用將

挹注於重要之市政建設使用，以降低民眾負面觀感。 

    3、蘇委員彩足 

   本人贊成對通話超過 5 分鐘以上之民眾收取費用，而不建議以

服務項目認定是否收費。 

    4、施委員正屏： 

    (1)如為民服務為 1999 之核心價值主張，則不建議以服務類別作

為收費標準，不妨就超過平均通話時間者收取費用，相信亦

能彰顯改革效能。 

(2)此外，可將諮詢服務分為例行性及非例行性問題，例行性部

分可以懶人包或 APP 方式供人查詢，以圖象溝通代替語音溝

通，儘量精簡人力處理非例行性部分。 

    5、洪委員美仁： 

(1)有關是否降低 1999 免費通話時間，建議可先以民調方式探求

民間意見。  

(2)建議了解話務人員回答民眾的 data base，是否有再精進的空

間，以降低通話時間及人力成本。 

(3)就芝加哥311結合open data之經驗，係將資料開放於網站上，

甚至提供 neighborhood map 連結，不但可達到宣傳效果，民

眾亦可利用此平台看到待解決之市政問題，進而減少重複

report 情形，在此提供給市府參考。 

6、主席決議: 

綜上建議，未來 1999 免費話務服務時間將從 10 分鐘調降為

5 分鐘。 

（三）107年委託研究議題之蒐集探討 

1、施委員正屏 

個人提出下列幾個研究方向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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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在財政收入面，建議在吸納國際創新型產業落地臺北加

以著墨，另近年來人力資本備受重視，尤其是如何留住國際

人才，有好的前瞻性計畫吸引外商，值得我們去探索。 

(2)其次在智慧城市的議題中，臺北所使用的系統規格和國際不

同(例如臺北使用 GPS 系統，大陸地區使用北斗系統)，宜思

考未來與外界接軌之方式，並建議此議題可與資策會共同探

討，透過雙城論壇之平台作為聯繫窗口。 

(3)最後，可思考如何整併上述產業鏈連結宣傳，推動國際行銷，

規劃臺北城中長期之行銷戰略。 

2、蘇委員彩足 

建議府級的重要管考計畫指標，可委外進行指標評估研究。 

3、洪委員美仁 

建議可從員工滿意度調查中，挖掘員工對現行制度或管理方

式覺得可改善之部分做深入研究，或許可提升市府員工士氣

進而降低人員流動。 

4、陳委員銘薰 

(1)就委託研究的部分，建議本府研考會之研究案應與各局處之

議題區隔，而著重於府級政策或策略地圖等願景相關的議題

思考。 

(2)另可研議 KPI 績效考核指標，將過去沿用的 KPI 與策略地圖

所擬定的KPI比較差異(例如審視現行策略地圖的KPI是否過

於理想而無法落實操作?或從過去執行 KPI 的經驗，驗證是否

能達成策略地圖目標)。 

(3)建議釐清市府在管考方面的機制，如何以「科學化」方式管

考，建構單一系統供全府及對外使用，真正將管考效果落實

在質的部分而確實達到權責劃分。 

八、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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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6 年度第 2 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三、主席：王主任委員崇禮                     記錄：胡婷舜 

四、出列席者：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市政議題討論：如會議資料 

七、討論與建議（依發言順序） 

（一）HELLO TAIPEI案件處理及宣導 

1、蘇委員彩足： 

案中分析本府陳情案件民眾不滿意的情形，以答復內容

與實際處理情形不符者較高，在現行已建立完整機制流程的

情況下，不妨直接深入上述案件進行各案剖析，俾挖掘出根

本問題發揮管考成效。 

2、呂委員育誠： 

(1)考量研考會本身之機關屬性，係兼具府層級規劃及資訊應用

等特質，故是否先思考本案研考會之定位角色(為客觀分析數

據之呈現抑或與局處實作)後再拿捏斟酌。 

(2)因民眾陳情案件之性質有別(例如:施政興革建議、單純個人

陳情案件)，本案建議宜先過濾無效或濫訴的案件後，所產出

之數據解讀較具意義。  

3、羅委員孝賢： 

(1)建議可先盤點本系統使用之族群母體，進而分析該族群對系

統的期待為何；另相較於 1999，HELLO TAIPEI 可解決哪些

過去無法處理的問題，並藉此釐清陳情管道先天受限制的條

件範圍。 

(2)因 HELLO TAIPEI 為新建置的系統，故建議加強前端宣傳行

銷，俾提升民眾對系統的知曉度及使用。 

4、陳委員銘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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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請先思考本系統之定位及核心價值，在我任主委期間，對

1999 做較大幅度改變就是把 110、119 業務回歸，或許 HELLO 

TAIPEI 可保留過去執行較成功的項目，使系統發揮更大效

能。 

(2)另可考量於系統導入提醒功能，當陳情人輸入之案件時彈出

對應視窗(例如:迭次陳情之警語，或過去類似案件行政機關辦

理情形)，同時兼具教育民眾的功能。 

5、施委員正屏 

(1)本次簡報看到三大亮點，請思考如何更聚焦並彰顯系統三大

核心價值主張: 

   A.核心價值一、以大數據科學統計支撐決策依據： 

透過 big data 結構化的數據建構做為未來市政量化分析資

料庫，可供後續施政績效與政策預測模擬研判參考，以大

數據支撐決策科學化；  

B.核心價值二、以聯結創新平台擴大市民參與管道: 

透過Connect and Development (C&D) APP 聯結創新平台，

運用 APP 軟體的即時性與便利性，提升市民滿意度與黏著

度； 

C.核心價值三、以流程創新模式改善市府之作業效率： 

透過 APP 接收訊息後，區分例行性與非例行性流程模塊，

一旦成案即可快速傳遞給事業主管機關，透過扁平式分權

作業，提升作業績效並提高顧客滿意度。 

 (2)本次簡報中統計數據顯示的三大重點： 

    A.重點一、結構調整降低成本： 

相較網路成案量和 APP 下載量，APP 使用者佔系統之服務

量僅一成，後續應有提升及成長的空間，應注意 APP 使用

者的使用習慣與擴大宣傳，以降低 1999 的運營成本； 

B.重點二、績效提升正面鼓勵： 

簡報中逾期件數的改善情形大幅提升，是否有建立獎勵與

鼓勵措施，給予正面強化的動機，透過部門評量機制讓改

變與進步被發現並能得到長官支持及肯定，對組織創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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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管理極為重要。 

C.重點三、統計方法之調整精進： 

從滿意度之圖表呈現結果，市民滿意度呈現兩極對立的二

元結構分配，但報告未進一步分析滿意的原因，若由統計

原始數據對比，應可找出民眾滿意的關鍵因素，透過加強

員工教育訓練，與市政宣傳部門形塑本專案績效與三大核

心價值，必可大幅提高臺北市民滿意度。 

 (3)本次簡報的三項建議： 

  A.建議一：改善對策流程圖，部分因應策略未對應到市民不

滿意的五大問題，建請再斟酌研議。 

B.建議二：有關簡報中改善流程圖的呈現，建議將例行和非

例行的情況分為兩條路徑；例行性由權責機關處理，而非

例行性則進行跨局處整合協調，並建議機關處理此類案件

時，是否能以網路追蹤系統同步讓民眾了解陳情案的進度

與流程，如需跨部門協調後續，將跨機關會同辦理的預計

時程讓市民了解，透過資訊透明化提升市民滿意度。 

C.建議三：建請衡酌是否所有案件皆須透過 HELLO TAIPEI

單一平台處理，還是本平台之定位僅止於透過信息串流的

聯結，讓市民陳情案能獲得即時處理以提升市府團隊之績

效管理。  

   6、洪委員美仁 

  (1) HELLO TAIPEI 的宣傳行銷方式，是否考量透過 1999 電話進

線時的語音宣導，同時強調 HELLO TAIPEI 的優勢(可上傳電

子檔案)，俾吸引需求族群分流使用。 

(2)建請持續追蹤本系統之自動分案成功率是否提升。 

(3)有關HELLO TAIPEI網頁連結速度建議可再調整精進(參酌國

外研究顯示，線上購物網站之畫面更新速度將影響顧客流失

數量的多寡)。 

  7、梁委員秀菊 

   (1)簡報中滿意度調查結果及不滿意情形分析之相關數據建請

再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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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議檢討不滿意原因時，可從答復內容和實際處理情形不符

之案件，從中分析多屬哪些局處和案件類型，並深入探究產

生原因，對於後續處理較有助益。 

   (3)建請考量將本系統之首要目標或使命優先列為預期效益之

第一順位。 

（二）107年度本會委託研究案件討論 

1、施委員正屏 

      綜觀本次研擬之研究案，建議除明確研究之目的及效  

益外，建議提案者應具體勾勒並凸顯出本次研究案的核心價

值，茲提供部分建議如下: 

(1)第一案、整合市政資源打造老人智慧生活系統可行性之評估

研究: 

本案核心價值為 IOT(物聯網)，其與產業鏈有緊密的結合關

係，計畫主持人須思考具體協助市政府達成下列前瞻政策目

標，包含: 

A.市府在智慧生活系統之公有雲的建立，需提供何種資訊； 

B.市府如何吸引國際團隊與外資企業投資臺北並與第三方支

付或金融業結合； 

C.如何與臺北市台大醫學團隊、北醫團隊、榮總陽明團隊等

周邊生物醫學產業鏈連結，打造亞洲高端智慧生活城市，

以因應銀髮個人消費時代來臨； 

D.協助市府如何運用大數據，融合橘色科技分析並建構合宜

的老人生活環境。 

(2)第二案、臺北市國際生活環境之探討研究: 

本案研究核心價值為跨文化的吸引力。委託研究時，可要求

投標廠商在此方面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對此提出臺北市

與其他亞洲標竿城市優劣勢分析；此外，國際化城市的研究

思考方向須包括四大重點:對外開放與吸引國際人才政策、

未來城市發展方向及核心產業、城市的基礎配套建設及城市

國際行銷戰略！建議本研究內容須包括上述四大國際都會

吸引人才資金的重要策略，具體勾勒臺北市未來國際化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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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體發展策略。  

(3)第三案、臺北市政府管考系統整合之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核心價值在於建立市府良好的知識管理系統(KMS)，

並可於系統建置前，建議應先採用質化調查，請各單位各

階層文官反饋使用經驗，俾使後續系統設計更貼合使用者

需求，進而降低組織信息化的交易成本，可大幅提升各部

門績效，有利部門主管及時並充分發揮管考功能。 

   2、陳委員敦源 

    (1)第二案臺北市國際生活環境之探討研究之研究範圍甚廣， 

建議後續委託研究時，明確釐訂需求範圍(例如以觀光為

主)。 

     (2)就第四案人民陳情案件之大數據應用研究－以臺北市單一

陳情系統「Hello Taipei」為例，建議宜著力於善用大數據分

析技術，系統性的探究問題的根本原因(市政問題)並加以解

決，而非僅關注於特定因素(如滿意度等)的效應。 

    3、陳委員銘薰 

   (1) Research for request，建議釐清需求以界定研究範圍，如第

一案整合市政資源打造老人智慧生活系統可行性之評估研

究範圍和目標較高，是否先回歸基本面了解老人之生理及

心理需求，進而配合其需求建立可能之生活模式，最後導

入產業界能量打造可行之老人智慧生活系統。 

    (2)第二案臺北市國際生活環境之探討研究建議先鎖定研究主

體(例如觀光或最重要的客群)，爾後有餘力再深入其他議

題，較能發揮研究成效。 

 4、本案提請委員建議研究案之優先順位，經無記名投票結果，

依序為:人民陳情案件之大數據應用研究－以臺北市單一陳

情系統「Hello Taipei」為例(序位 1)、整合市政資源打造老人

智慧生活系統可行性之評估及臺北市政府管考系統整合之

可行性評估(並列序位 2)、臺北市國際生活環境之探討研究

(序位 4)。 

八、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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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6 年度第 3 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三、主席：王主任委員崇禮                     記錄：胡婷舜 

四、出列席者：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市政議題討論：如會議資料 

七、討論與建議（依發言順序） 

（一）i-Voting擴大公民參與情形報告案 

１、陳委員銘薰： 

 為提升民眾對 i-Voting 政策及機制之知曉度及參與度，

建議可規劃宣傳行銷，於對外市府舉辦活動之展場散布訊息

週知民眾，對府內之行政機關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教育訓

練強化同仁的認知度，並藉由標竿學習將成功經驗傳播分

享。 

２、羅委員孝賢： 

          在 i-Voting 的整體運作機制中，與民眾互動對話的過程

很重要，可藉此教育民眾培養提案負責的精神，在提出市政

問題時亦拋出解決對策，激發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熱

忱。 

３、施委員正屏： 

  由簡報中的數據呈現，可掌握本案之核心問題為提案人

於議案進入公共政策討論階段，卻不願意花時間及心力持續

追蹤投入（約六成），而業務單位在處理未成案之議題耗費

過多時間及人力成本，為改善上述問題茲提出下列建議： 

(1)建議一：本案之核心價值首重客戶關係管理，建議於未來政

策行銷時，明確讓市民瞭解為何參與 i-Voting，及參

與對自身所帶來之影響及利益，以激發民眾積極參

與之意願，同時藉由透明治理的過程，進而提升臺

北的未來城市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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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二：從ＳＷＯＴ分析本案之劣勢為當行政專業面臨公眾

監督挑戰時，行政人員往往產生抗拒改變的心理，

建議應輔導參與之同仁調整心態，以增加政策前期

推動之成功率。 

(3)建議三：本案之威脅為未來議會進行預算考核監督時，目前

之成案率(3.5%)恐面臨成本效益之質疑，建議宜有

所準備因應。  

(4)建議四：為提高成案率，建議可善用體制內的公民教育系統

向下扎根，凝聚國高中、社區等族群，形成共識討

論議題，倘未來進行 i-Voting 提案時，可降低阻力

進而提高成案率。 

４、呂委員育誠 

建議未來宜思考 i-Voting 之定位角色，倘做為政策決策

機制，可於網站首頁設置主題議題專區，俾更聚焦意見討

論，同時思考議員或公參委員在此機制之進場時機，以降低

未來提案進入議會討論時之阻力；倘做為蒐集民意與民互動

之管道，不妨將現行附議門檻(附議達 3000 則)降低，並於網

站首頁區分意見討論區及提案區，以充分提供多元民意表達

之機會。 

５、洪委員美仁 

(1)對較具關注或爭議性之議題，可鼓勵由行政機關擇適當時機

主動提 i-Voting，於政策前期充分蒐集民意，以避免政策執

行後，民眾提 i-Voting 表達不同之意見，造成難以落實執行。 

(2)為提升提案品質對決策有所助益，建議可挑選討論較成熟之

案件，同時搭配實體公民參與(如審議式民主的公民參與)，

讓提案更具價值意義。 

 (3)最後就學術投稿規劃部分，除了數據(如提案量)資料的分

析，建議可就提案品質及無形價值的呈現多加著墨，將實作

經驗加以傳承，相信對未來發展助益良多。 

   ６、黃委員國俊 

        因政策議題本身的複雜程度有別，故除思考議案做為

i-Voting 投票之合宜性外，並宜考量議題所涉族群及其投票

比重之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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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程委員本清 

          建議本案可就成案數(附議達 3000 則)及檢核案件數與

提案人之參與意願進行更深入之分析。 

 ８、梁委員秀菊 

         建議本案學術投稿名稱「網路審議民主」之部分，是否

考量以「網路參與」之文字較為合宜。 

（二）推動精準投遞平臺建置作業報告案 

１、黃委員國俊 

  建議可由市府 open data，善用民間團隊資源研發設計

(例如黑客松的方式)APP，以增進使用之效益。 

   ２、施委員正屏 

    在資料採礦的資料分類及個資處理過程，後端是否可

發展出新的智慧運算，為未來臺北市創造服務加值型智慧

城市發展重要方向之一，建議業務單位可在試辦項目推動

的過程先行過濾，同時亦須考量相關的法律規範限制。 

    ３、洪委員美仁 

   (1)建議本案可運用市府之既有平台宣傳行銷，並進一步於定

點設置 QR CODE 提供資訊方便民眾查詢。 

    (2)建議未來設計平台使用界面，可善用顏色圖示表達以提高

民眾的使用意願。 

 ４、羅委員孝賢。 

         客製化係精準投遞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建議爾後將

訊息傳達之管道、頻率和即時性納入設計規劃考量。 

５、陳委員銘薰 

為成功推動本案，除投入人力及成本考量外，在民眾

個資運用部分，建議就已設定傳送特定訊息之目標民眾，

宜先取得其個資使用同意權以減少日後爭議。 

６、呂委員育誠 

    建議本案之執行初期可先擇定１～２個主題試辦，以

循序漸進之方式，建立民眾使用習慣，進而有助於專案之

推動執行。 

八、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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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6年度第 4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年 12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二、地點：本會 12樓 1201會議室 

三、主席：王主任委員崇禮                     記錄：胡婷舜 

四、出列席者：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市政議題討論：如會議資料 

七、討論與建議（依發言順序） 

（一）2016臺北市與國際都市指標 

１、黃委員國俊： 

(1)現在有許多的全球城市評比報告，其評比之項目及內容多

有差異，以臺北的條件而論，在硬實力的部分雖然提升幅

度有限，惟在軟實力的競爭具有大幅成長的空間，建議在

未來的市政規劃時，可多著重於此面向的發展。 

(2)建議可找尋與臺北條件相近的標竿城市(例如:蘇黎世)為未

來精進仿效的目標，相信對市政的整體提升更有助益。 

２、呂委員育誠： 

          無論何種項目內容的評比指標，其重點在於指標最後的

呈現方式，因此建議本案可進一步敘明臺北市在此評比指標

內的獨特性，以及未來可精進提升的重點，俾市長及民眾了

解本市之優勢與競爭力所在。 

３、蘇委員彩足： 

 衡酌公務體系現有之人力資源配置，建議本市於標竿學

習時，精進方式可以成本效益高者列為優先執行項目。 

４、陳委員敦源 

建議不妨以目標管理或標竿學習的模式進行，先了解民

眾之需求所在，再找尋全世界在此面向表現傑出的城市，做

為未來學習精進的目標，相信更能聚焦改善市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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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洪委員美仁 

除了每年的排名之外，各城市在評比指標的進步幅度亦

值得觀察學習，如能從中了解並應用其進步的策略，相信對

本市未來的提升將有更大啟發。 

６、施委員正屏 

   (1)建議一:在標竿城市的選擇上建議可考慮倫敦，原倫敦之城

市屬性為具悠久歷史的古城，自 911事件之後，英

國政府即採開放政策進而達到全球化城市的目標，

回顧臺北在開放政府的條件已趨成熟，因此，藉由

開放社會的外來刺激，以促成文官體系的組織文化

變革達到全球化過程，應為首要執行的第一步。 

(2)建議二:標竿學習的對象可多元，建議從中找出具體量化指

標，連結為機關推動政策的管考績效，同時配合預

算政策的整體規劃，係未來達成開放城市的第二

步。 

   (3)建議三:英國在組織變革上分為基礎建設、產業發展、國際

行銷及人才發育四基礎架構，而上述架構於本市具

體落實之策略(簡稱 BMC)如下: 

A.Base:建議彰顯城市的基礎商業行為及核心技術，才能與

周邊國家在區域競爭發展中產生差異化，避免競爭力流

失。 

B. Management:惟有政府效率(施政目標的達成率)、效能

(在最短時間達成組織目標)的提升，方能讓政府團隊完

成組織目標，在最短時間內呈現施政成果。 

C.Core value:核心價值最重要的就是創新力，其內涵包括

了 vision 和 value，如何將臺北市打造為民眾心中最適

的宜居城市，以減少產業及人口的外移，係保持城市競

爭力的永續發展目標。 

７、陳委員銘薰 

    國外的評比指標有時難免淪為 business model，因此在

思考如何兼顧排名及在地需求時，建議以指標中市民所期

待的價值為優先處理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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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改變政府機關的組織文化? 

１、呂委員育誠 

建議市府的一級長官或科長，可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

訓練座談等方式，為跨局處(橫向)的政策溝通，以增加局處

間彼此的了解及潤滑。 

   ２、蘇委員彩足 

(1)為改善公務體系中「被動、不說不做」的文化，建議長官

可多了解部屬執行任務時，所肩負的責任及風險，並適時

的給予協助與排除。 

(2)建議簡化非法規性繁縟的行政程序，以增進組織效能。 

(3)建議多一點讚美少點責罵。 

    ３、陳委員敦源 

 (1)在進行政府機關的組織文化改造前，宜考量及認知公部門

面臨先天條件限制，例如:需面對同時處理多元價值衝突、

及代議政治的監督等挑戰。 

    (2)以現行政務官及事務官彼此間的互動模式，信任關係的建

立，以及如何在現行法規規範下提供文官更多誘因，是值

得思考但不易突破的課題。 

(3)建議可研議規劃政務官的領導統御課程。 

 ４、洪委員美仁 

     (1)組織文化的改變是個長遠的課題，建議可從營造友善的工

作環境及關心員工工作感受著手，協助員工瞭解並認同自

我在市府工作的價值，而此部分可從員工滿意度調查的回

饋結果，找尋後續可供調整的空間。 

(2)建議可將資訊系統的操作介面優化，以提高員工的工作效

率，進而增進決策品質。 

５、陳委員銘薰 

因公務體系受法治、人員組織編列等多種面向規範，

短期鬆綁不易，另晨會報告又以首長層級較多，真正執行

業務者(科長)與市長接觸機會不高，故建議是否擬定各項計

畫從基本盤做起，例如:首長策勵營及策略地圖的落實，或

由市長與各局處科長面對座談，以展現組織變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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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施委員正屏 

    組織變革過程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莫過於用人，建

議透過拔擢勇於創新且願意幫助他人成功的人，使其成為

標竿學習的對象，以有效提升組織效能。此外，在公共行

政中，藉由適當的分權負責，例如政策風險應由政務官承

擔，而作業風險為事務官的績效考核指標等，找出用人的

獎懲機制，是變革組織文化時非常重要的一環。 

７、梁委員秀菊 

    市府在進行組織文化變革時，應特別重視人才斷層問

題，為留住市府人才，延續政策動能，建議型塑友善職場

文化及提升員工對市府的價值認同。而以施政重點方面，

因肘掣法規及預算因素，建議兼顧市民偏好及市長施政理

念，藉以產出優先施政指標。 

８、程委員本清 

(1)主管(包含市長、局處首長等)的領導統御風格及能力是影

響組織文化的重要因素，更是能否留住人才的關鍵。 

(2)考量各城市間客觀環境及人文風情上的差異，追求各項指

標同質同量較為困難，建議挑選施政指標時，以在地化特

色(例如人情味)相關的軟性指標為優先項目。 

(3)建議推動 PM(project manager)專案經理人制度，以突破既

有局處分工模式，解決不同局處間組織衝突的問題。 

八、散會：上午 12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