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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 月 6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張專門委員釗嘉、

紀專門委員素菁、黃簡任研究員嫊媜、黃專門委員兼主

任宏光、古研究員麗如（代）、謝組長玉燕、林組長琪蓉、

翁組長久惠、李組長晨瑜、黃主任兼府會聯絡人鳴鴻、

張主任秀英、邱人事管理員郁琇、胡秘書嘉娟。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122502、123001、123002、123004、123005 計 5案解

列，餘 3 案賡續列管。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有關 Open Data一案，請研展組先行蒐集歐美國家法規資料予以

檢視參考，俾建立完善機制。 

二、 關於本會所轄相關委員會委員之聘請方式，原則應依本府相關遴

選辦法辦理，其中，民調委員因聘任不易，可部分採遴選制；另

請研展組將大陸小組前任委員名單送主委室參考。 

三、 請研展組、話務組及服務組針對市長信箱、1999市民熱線及人民

陳情等市民反映較頻繁或重大之問題，建立重大事件立即通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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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衡量基準，以避免民眾反映之問題重複發生。 

四、 請話務組研議縮短 1999市民熱線使用者 10分鐘免費通話方案。 

五、 未來本會工作份量勢必提高，請各組室全面檢視權管業務，檢討

工作方法及重點，思考目前掌管業務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對於效

益不佳之工作項目應予精減；另倘遇有業務問題應及早提出，俾

利儘早解決。 

六、 本會報紙減量訂閱所節省之費用，請各組室規劃提出工作所需之

工具書籍或資料庫採購需求。 

七、 有關「百日維新」施政計畫之「計程車通譯服務中心」及「參與

式預算（併至公民參與委員會內運作）」2 項業務，經今日市政會

議市長指示移由本會主責，請話務組及綜計室規劃辦理。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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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 月 13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張專門委員釗嘉、

紀專門委員素菁、黃簡任研究員嫊媜、黃專門委員兼主

任宏光、馬組長明君、徐副研究員毓雯（代）、林組長琪

蓉、翁組長久惠、李組長晨瑜、黃主任兼府會聯絡人鳴

鴻、張主任秀英、邱人事管理員郁琇、胡秘書嘉娟。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123003、12306、010601、010603、010605、010606

計 6 案解列，餘 4 案賡續列管。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有關 Open Data一案，主辦單位改列綜計室，惟仍請研展組將已

蒐集之歐美國家法規資料，整理後送綜計室及主委室供參。 

二、 請各組室指派 1至 2位業務相關或資深同仁，參與本會舉辦之「策

略地圖的擬定與平衡計分卡的推動」教育訓練課程，以增進推動

效果，俾強化本府施政計畫績效評核指標。 

三、 近期「市長信箱」民眾反映信件大量湧入，請研展組彈性調配組

內人力支援，以減輕同仁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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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民意調查 1月份之主題，請研展組準備相關議題資料，俾供

府層級長官擇定。 

五、 百日維新施政計畫執行情形，因尚未由府核定，請管考組暫不對

外提供資料。 

六、 請各組室主管傳達所屬同仁，辦理各類憑證核銷時，應於蓋章處

註記時間（8碼）。 

七、 本會年終業務檢討會議，暫訂於 3 月初辦理，請秘書室及各業務

組室配合籌劃辦理。 

八、 本會「業務會報」調整為每月正式開會 1次，於每月第一週召開。

（依 104.1.14策略地圖會議主席指示修正）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3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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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2 月 3 日上午 11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紀專門委員素菁、

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蔡企劃師淑美、馬組長明君、

謝組長玉燕、林組長琪蓉、翁組長久惠、李組長晨瑜、

黃主任兼府會聯絡人鳴鴻、張主任秀英、邱人事管理員

郁琇、胡秘書嘉娟。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10604、011301、011302、011303、011304、011305、

011306、011307、011308計 9 案解列，餘 3案賡續列管。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市政信箱」及「1999市民熱線」未來應進行源頭管理，宜導正

為申訴及陳情之管道，案件之定位為經權管局處處理後仍不滿意

者始予收案列管，請研展組及話務組研議辦理，並洽請資訊局結

合 Open Data建立相關分流配套機制。 

二、 有關單一事件暴量陳情案件處理方式，請服務組檢討建立人民陳

情案件授權處理機制，俾利研展組及話務組針對市政信箱及 1999

市民熱線建立此類案件處理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2 

三、 針對公民團體所提之建議事項，本會列管之原則為具有可行性之

計畫。 

四、 有關市府大樓空間改造，擬將各局處檔案室集中統一管理部分，

請圖資組以建全檔案管理制度為規劃目標，必要時洽請本府秘書

處協助辦理。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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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3 月 3 日上午 11 時 15 分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張專門委員釗嘉、

紀專門委員素菁、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黃簡任研究員

嫊媜、蔡企劃師淑美、馬組長明君、謝組長玉燕、林組長

琪蓉、翁組長久惠、李組長晨瑜、黃主任兼府會聯絡人鳴

鴻、張主任秀英、邱人事管理員郁琇、胡秘書嘉娟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123007、010602、010607、020301、020302、020303、

020304 計 7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研訂本市重大工程 BOT案之 SOP一案，請綜計室密切掌握進度，並

以高度視野予以協助，俾利完善。 

二、 有關開放資料 Open Data一案，請綜計室密切掌握進度，並充分協

助資訊局，俾利達成市長開放資料目標。 

三、 市府城市評比部分，市長已指示以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全球最佳生

活城市排名」做為未來努力的目標，請綜計室規劃未來如何強化評

比指標有關的施政項目。 



 2 

四、 公民咖啡館相關分工事項請周主任秘書賡續協調，另有關公民參與

委員會本會主責的部分計有 2個工作組，因考慮本會人力、經費等

問題，未來執行面部分儘量委託外部民間組織辦理，較符合公民參

與調性並解決人力不足問題，惟尚未成立前，請會內同仁去除本位

主義，配合支援管考組規劃辦理，本案以 2-3個月內將執行工作交

付出去為目標。 

五、 針對特殊檢舉人之重複檢舉行為部分，請話務組督導話務人員話術

訓練，不要違反行政程序法及人民陳情相關法規，並朝向以教育方

式引導至適當的申訴管道，以免耗費行政資源或遭錯誤使用。 

六、 有關議會本會期工作報告等相關模擬問答資料，請各組室於 3月底

前將相關資料送話務組彙辦。 

七、 有關本府青年事務委員會之成立，本會階段任務業已完成，請綜計

室檢討移交予適當機關，如教育局青少年發展處。 

八、 爾後本會業務會報開會時間，調整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二的下午 2 時

召開。 

九、 為配合人事處辦理員額評鑑，請各組室主管轉知同仁填報「職務盤

點分析表」，並於 3 月 17日前送交人事機構彙辦。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1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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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3 月 31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黃副主任委員銘材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張專門委員釗嘉、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蔡企劃師淑美、

馬組長明君、謝組長玉燕、林組長琪蓉、翁組長久惠、李

組長晨瑜、黃主任兼府會聯絡人鳴鴻、張主任秀英、廖組

員真一（代）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30301、030302、030303、030304、030305、030308、

030309 計 7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為落實開放政府政策，未來本會業務會報紀錄亦應上網公告，請圖

資組屆時配合本府規範之公開方式辦理。 

二、 本會辦理「公民臺北˙夢想起啡」公民咖啡館活動一案，代主委轉

達感謝各組室全力協助及配合俾利活動順利圓滿完成，請各組室主

管對參與同仁傳達感謝之意。 

三、 重申同仁代表本會出席各項會議，凡會議結論或決議有本會應辦事

項者，應即刻陳報「出席會議報告單」，並副知相關權管組室，以

利本會及時妥適因應，非俟正式會議紀錄送達始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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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修正「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

一案，因本次修正內容幅度較大，且部分作業係分階段執行，為利

各機關清楚明瞭修正內容及規範之作業方式，可於 5 月份圖資組辦

理本府公文講習課程時將之納入研習，請服務組事先規劃課程內

容，屆時派員說明。 

五、 請各組室賡續積極辦理機密文書檢討作業，以落實開放政府、資訊

公開政策。 

六、 針對爾來本會新增之各項業務，各權管組室應考量業務經費支應問

題，未來應視需要適時納編預算。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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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5 月 5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張專門委員釗嘉、

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蔡企劃師淑美、馬組長明君、謝

組長玉燕、林組長琪蓉、翁組長久惠、李組長晨瑜、黃主

任兼府會聯絡人鳴鴻、張主任秀英、胡秘書嘉娟、邱人事

管理員郁琇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30306、033101、033102、033103、033104、033105、

033106 計 7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為擴大會內同仁意見參與及凝聚共識，自下次會議起，請各組室指

派 1 名同仁輪流參加本會業務會報。 

二、 本會策略地圖及 KPI 形成表仍有調整空間，如出版品業務之政策指

示、修改權管法規等，請各權管組室再行檢視修正。 

三、 關於「市政論壇臉書專頁」一案，請研展組儘速完成相關上架作業。 

四、 委外辦理市府員工滿意度調查部分，請研展組以本年度辦理 2次為

目標。 



 2 

五、 本年度本會委託研究案，請研展組函請本府各局處提案後，於本會

研考委員會議討論擇定。 

六、 本年度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仍請管考組加強督

考，俾利爭取本府最佳成績。 

七、 本會業已修正「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

項」，為督促各機關落實案件處理，請服務組按季於市政會議提報

本會抽查情形。 

八、 為節約能源、維謢公務設備，請秘書室宣導借用單位於使用本會會

議室完畢後，應隨即關閉電燈及麥克風電源。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1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6 月 1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黃簡任研究員嫊媜、

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蔡企劃師淑美、胡秘書嘉娟、古

研究員麗如、劉研究員晃美、謝組長玉燕、徐副研究員毓

雯、林組長琪蓉、陳視察文昭、翁組長久惠、林研究員潔

瑜、何企劃師靜玲、陳約聘研究員建宇、黃主任兼府會聯

絡人鳴鴻、吳組員敏、張主任秀英、邱股長郁琇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30307、050501、050502、050503、050505、050506、

050507、050508計 8 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從行政的觀點，本會近期修正為民服務（人民陳情案）、市政信箱、

1999 市民熱線等業務運作機制，將以深入分析民眾意見的提報方

式，協助本府各執行機關了解市政問題之核心及成因，俾有效解決

市政問題，請各相關組室配合調整作業方式。 

二、 為避免管考工作重疊影響各機關研考人員之業務量及行政效率，本

會宜適時檢討相關管考作為，以單一管控系統為原則，請各相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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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屆時配合辦理。 

三、 有關公民參政委員會之定位及角色分工，請綜計室於開會時適時向

委員釐清說明。 

四、 本會研考委員會議即將召開，除原規劃之議題外，請研展組將本會

105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納入議程，各組室亦可將目前業務推展涉及

層面較大之議題提出，藉此請教本會各委員專業意見。 

五、 市政論壇臉書之建置，係為提供市民表達意見之平台，請各組室主

管轉知同仁適時上網檢視提供研展組改進意見，俾利本市政論壇經

營完善。 

六、 本府交通會報中有關交通問題之分析及檢討宜回歸由交通局負

責，本會職責應界定於管考的角色，請管考組對重要交通問題做查

核表之設計，再派員去抽查，提醒執行單位解決問題。 

七、 資訊公開係本府重要政策，請服務組於規劃「單一陳情系統」時，

除注意個資保護外，亦應考慮使用者對公開資料的需求。 

玖、臨時動議：無   

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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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張專門委員釗嘉、黃簡任研究員嫊媜、

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蔡企劃師淑美、胡秘書嘉娟、馬

組長明君、張企劃師嘉宇、謝組長玉燕、胡視察惠碧、林

組長琪蓉、童組員華仁、翁組長久惠、辛研究員宜玲、李

組長晨瑜、曾企劃師國俊、張組員淑卿、張主任秀英、邱

股長郁琇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60101、060102、060103、060104、060105、060106、

060107、060108計 7 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有關本年度辦理市府員工滿意度調查部分，修正為由研展組自辦 1

次為原則，並請於今日下班前先跟本人討論問卷架構。 

二、 為提升效率，避免管考工作重疊，請管考組考慮整併相關管考系

統，評估研議建立單一平台之可行性。 

三、 有關針對單一突發事件，大批民眾透過 1999 熱線之關心意見，請

話務組研議此等突發事件處理之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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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討論案：討論修正本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要

點」及「禁止性侵害暨性騷擾聲明啟事」一案。 

    決議：通過。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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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8 月 4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張專門委員釗嘉、

黃簡任研究員嫊媜、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胡秘書嘉娟、

馬組長明君、吳企劃師詩卉、謝組長玉燕、錢企劃師擴仁、

林組長琪蓉、林企劃師曉玲、翁組長久惠、陳副研究員宗

亨、李組長晨瑜、丁研究員晧元、張組員淑卿、馬辦事員

朱燕、宋主任怡珠、吳人事管理員宓柔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50504、070301、070303計 3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有關公共工程納入公民參與制度（SOP草案），因涉及層面廣，宜經

市長室會議研議後，再行送公參會討論，請綜計室協調辦理。 

二、 本府「研考人員一條鞭」一案，請綜計室參考人事及會計一條鞭制

度之精神，儘速研議擬訂。 

三、 本府「首長四年施政計畫研習課程」一案，請綜計室以公民咖啡館

模式規劃辦理。 

四、 104 年度由府列管施政計畫進度報告一案，請管考組依市長於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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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指示，安排進度落後幅度較大之機關，按季至市長室會議報告。 

五、 有關涉人民權利義務之法令（或 SOP）應公告於本府法規查詢系統

部分，請各組室再次檢視是否有漏列情形。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5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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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8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張專門委員釗嘉、

黃簡任研究員嫊媜、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胡秘書嘉娟、

馬組長明君、黃助理研究員文琪、謝組長玉燕、胡視察惠

碧、鐘組員羿惠、陳視察文昭、彭助理研究員彥郡、翁組

長久惠、劉辦事員瀚澤、李副研究員榮昌、陳組員盈岑、

張組員淑卿、林書記欣穎、宋主任怡珠、吳人事管理員宓

柔 

伍、主席致詞：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70302、080404、080405計 3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有關公民參與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本會擔任幕僚作業部分，請

綜計室、研展組於會議前充分準備，針對委員所提問題請強化溝通

技巧。 

二、 現行營業及非營業基金考核作業方式，應有檢討空間，請綜計室研

議調整之。 

三、 本會 106年度委託研究案，請研展組規劃不再以單一組室業務需求

為研究標的，改以跨組室議題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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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員工滿意度調查案，請研展組於完成調查作業後，安排召開簡

任級以上層級會議，俾研提適切方案供府方參考。 

五、 為利本府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榮獲佳績，請服務組針對代表本

府參評之機關，加強相關輔導作業。 

六、 有關答復陳情人來電之話語部分，請服務組於話術 SOP奉核後加強

宣導，並請各組室要求同仁於答復內容涉人民權益時，應明確告知

行政救濟途徑。 

玖、討論事項 

一、本府策略地圖推動迄今成效及問題探討。 

二、平衡計分卡記分項目（加減分項目）之計分標準。 

決議： 

一、 本會同仁應具有具體指導各局處所提 KPI的審查能力，請綜計室及

管考組加強審慎辦理；各組室針對加減分項目亦請再行檢視。 

二、 本案最後結果尚未臻於具體，依市長指示，6個月內重新擬定本府

策略地圖推動計畫，爰另擇期再行討論。 

拾、臨時動議：因應本府擬成立經建小組，研討本會組織定位之調整案。 

決議：本案所涉層面甚廣，請各組室審慎思考未來本會業務角色定位，

另擇期再行深入討論。 

拾壹、散會：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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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0 月 2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銘薰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黃副主任委員銘材、周主任秘書德威、張專門委員釗嘉、

黃簡任研究員嫊媜、黃專門委員兼主任宏光、胡秘書嘉娟、

鄭企劃師易丹、古研究員麗如、謝組長玉燕、徐副研究員

毓雯、林組長琪蓉、林企劃師曉玲、吳視察錦棋、翁組長

久惠、郭組員士寧、李組長晨瑜、吳組員嘉紋、黃主任鳴

鴻、張組員淑卿、宋主任怡珠、吳人事管理員宓柔 

伍、主席致詞：（略）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80403、083101、083103、083105計 4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為落實本府研考人員一條鞭制度，請綜計室規劃將相關重點項目列

入府級 KPI。 

二、 有關員工滿意度調查之分析報告，請研展組於簽報市長核定後，始

可對外提供訊息。 

三、 請管考組蒐集歷年停水期間水質之相關數據，俾適時作政策參考。 

四、 有關減除冗事調查案，倘提列項目有需多機關協調事項者，請服務

組於彙整時另行統計提報，餘未註記時程者，再行要求局處補報。 

五、 話務中心建物滲水部分，請話務組協調相關局處儘速完成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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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發展」項目預算執行率較低，請研展組持續辦理委託研究案

委託事宜，如未能於今年年底前結案，則辦理預算保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6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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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1 月 5 日上午 11 時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黃代理主任委員銘材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周主任秘書德威、黃簡任研究員嫊媜、黃專門委員兼主任

宏光、胡秘書嘉娟、古研究員麗如、謝組長玉燕、林組長

琪蓉、翁組長久惠、李組長晨瑜、黃主任鳴鴻、宋主任怡

珠、吳人事管理員宓柔、高企劃師興隆 

伍、主席致詞：（略）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080401、080402、083102、083104、083106、100201、

100203、100204、100205、100206計 10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104 年上半年度出國報告評比作業，因近期業務量爆增，作業時程

同意調整至 11月下旬完成。 

二、 本會 105年度預算項目說明資料部分，請管考組儘速完成彙整，各

組室配合辦理。 

三、 Input單一陳情系統專案會議，請主秘協助主持。 

四、 本府「公文流程簡化推動小組」本會窗口部分先請翁組長久惠擔

任，未來倘涉其他議題，再視情況調整。 

五、 有關話務中心受訪接待部分，請話務組視參訪性質區分本會接待層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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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會公務車派車作業，自 104年 11月 16日起採線上申請，屆時請

各組室配合辦理。 

玖、臨時動議： 

案由一、策略地圖「實現良善治理 H組」府級 KPI本會分工事宜。 

結論： 

一、 對府級 H組 KPI指標及主責局處倘有其他修正建議，請相關組室於

下週二中午前向綜計室提出。 

二、 相關組室可視需要參加府級討論會議，俾利凝聚共識。 

案由二、本府研考一條鞭規劃結果及作業流程。 

結論： 

一、 請圖資組針對研考一條鞭的管理及經營先行思考規劃。 

二、 為利本會研考相關業務事權統一，研考業務教育訓練、研考平台、

研考職名錄等自明（105）年 1月 1日起移由圖資組主責。 

拾、散會：1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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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2 月 3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 12 樓 1201 會議室 

參、主席：黃代理主任委員銘材                      記錄：詹桂香 

肆、出席者：周主任秘書德威、黃簡任研究員嫊媜、黃專門委員兼主任

宏光、胡秘書嘉娟、馬組長明君、謝組長玉燕、陳視察文

昭、翁組長久惠、李組長晨瑜、黃主任鳴鴻、宋主任怡珠、

吳人事管理員宓柔 

伍、主席致詞：（略） 

陸、歷次會議指（裁）事項辦理情形：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主席裁示：100202、110502、110504、110505、110506計 5案解列。 

柒、工作報告：（略） 

捌、主席指（裁）示： 

一、 請綜計室將最新定案的策略地圖 KPI 項目提送予本會相關組室知

悉，並請組室據以調整本會對應之策略目標；另本會策略地圖後續

作業請各組室可先行思考擬訂。 

二、 有關建置研考一條鞭機制，請圖資組於年底前擬訂出相關草案，必

要時由本人先行至市長室溝通，俾利後續順利推動。 

三、 105年度委託研究「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提升服務效能之研究」

一案，改由原規劃於今年執行的「建置政策智庫之營運策略與可行

性規劃」替代。 

四、 市政信箱及 1999 市民熱線案件分析季報部分，未來於 input 計畫

單一陳情系統上線後，統一由服務組分析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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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市政顧問開會等運作情形，請研展組主動掌握；另為利與府級

遴選作業步調一致，本會研考委員將以 2年一聘為原則。 

六、 因應年度冗事減除業務檢討研考一條鞭之運用，並配合秘書處視察

及動員組權管之監察院巡察相關業務移撥，本會近期將進行業務調

整，甚至組織修編，請各組室清查權管所屬業務，將需減除及移撥

整併之業務列出，於下週召開會議討論，以為後續規劃調整參考。 

七、 請各組室檢視所持用之公文卷宗夾，破舊者請適時汰換，並請秘書

室視需要採購印製，俾利各組室更新使用。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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