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
壹、施政綱要
一、營造安全、安心社會
（一）強化社會安全網，確保社會安定
１、加強治安維護工作，審慎防範社會高風險族群犯罪，強化犯罪被害關懷；擴大跨部會
合作，精進毒品查緝、詐欺防制、竊盜檢肅等各項作為；持續與世界各國通力合作，
杜絕跨境犯罪；掃蕩非法槍彈，遏止黑道幫派及暴力犯罪；強化科技偵防，提升打擊
犯罪量能。
２、維護婦幼兒少安全，落實高風險家庭通報；推動社區治安，強化民眾參與；嚴正交通
執法，積極取締酒後駕車等重大交通違規；加強 110 勤務指管作為及警用通訊效能，
強化執勤機動能力；精實員警教育訓練，增進警察專業素質。
３、加強人口販運防制，整合各部會資源，推動人口販運查緝起訴、被害人安置保護、擴
大預防宣導及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等工作，辦理外籍漁工勞動權益及剝削防制國際工作
坊，提升執法人員及社會大眾對各種形式人口販運之認識，強化人權保障。
４、精進國境安全管理，運用資訊科技強化外來人口管理與入出境查驗，防杜不法偽冒身
分與恐怖分子入出國境，落實安全維護作為。
（二）加強防救災體系，保障民眾安全
１、健全全國災害防救體系，嚴格督導地方政府執行防救災演練，提升災害防救效能；完
備災害應變與通報機制，強化防救災雲端平臺及防救災圖資應用，增進災害防救能
量；落實全災害防救訓練，培育優秀防救災人才。
２、完善火災預防制度，精進火災調查鑑定技術；健全消防安全管理，落實危險物品管理
機制；強化緊急救護服務品質，提升災害搶救能力；充實義勇消防組織人員及裝備器
材，發揮民間救援能量。
３、強化空中救援機制，妥善執行空中救災、救難、救護、運輸、觀測及偵巡等任務，提
升空中救援效能；充實空中救援設備，辦理黑鷹直升機接裝整備，建立專業飛行團
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二、建構永續、宜居環境
（一）健全國土規劃，落實國土永續發展
１、建立國土新秩序，逐步落實二層級空間計畫體系及國土功能分區，加強民眾參與，確
保土地合理使用；強化土地開發審議效率，檢討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法令，確保國土
永續發展；強化海岸管理，從整體海岸觀點推動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與相關部會共
同保護海岸資源，防護海岸災害；積極維護濕地生態，落實濕地明智利用，達成濕地
零淨損失；加強國家公園管理，保育完整生態系統。
２、建構永續智慧生活環境，精進建築科技技術研發，強化都市防災韌性，打造友善居住
空間；充實國土基本圖資，擴大國土資訊流通應用。
３、完備都市更新機制，推動建物防震改善整體方案與配套措施，改善居住環境品質，帶
動都市再發展；營造人本無障礙空間，建構永續生活圈道路系統；推動國內二、三線
鄉鎮市核心生活圈之整體改造，提升公共設施服務品質，營造優質生活環境；加速污
水下水道建設，促進水資源循環再利用；推動新市鎮開發，誘導人口及產業合理分
布。
４、健全土地登記及地籍清理制度，完備土地利用與土地徵收機制，落實人民財產權益保
障，促進土地合理有效利用。
（二）打造宜居環境，維護民眾居住權利
１、強化推動只租不售之社會住宅，與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盤點、活化土地、人力等
現有資源，並結合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政策，協助地方政府提升社會住宅興辦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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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備住宅租賃制度，促進租賃市場健全發展；善用民間能量，引導市場釋出空餘屋，
推動包租代管機制，鼓勵房東共同參與社會住宅；持續提供多元居住協助措施，加強
照顧弱勢者居住權益。
３、健全不動產交易管理制度，研修實價登錄法制，並精進估價技術及實價登錄資訊應
用，強化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檢討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法規及不動產交易相關定型化
契約，促進不動產活化及有效利用。
三、強化民主、便民機制
（一）促進民眾參與，活絡公民社會發展
１、改進公民參政相關法制，確保民主政治參與；建立政黨良性競爭機制，促進政黨政治
健全發展；完善地方制度運作機制，落實地方自治精神；鼓勵地方政府跨域合作，精
進地方治理效能；完備宗教管理法制，加強宗教信仰自由保障；輔導宗教財團法人財
務管理，健全法人組織運作。
２、加強重大政策公民參與，落實程序正義理念；鬆綁社會團體相關法制，促進民眾公共
參與，強化民主素養與尊重團體自治，健全公民社會發展；簡化人民團體會務管理流
程，擴大人民團體資訊系統應用。
（二）完善親民服務，深化內政業務改革
１、健全戶籍管理制度，完備戶籍法規；研修國籍法規，吸引優秀外籍人才來臺；推動創
新戶政服務，提升簡政便民效益；強化戶役政系統效能，打造戶政數位服務網。
２、推動役政革新，簡化徵兵處理；協助兵役制度轉型，執行募兵配套措施；有效運用役
男人力資源，提升公共服務效能。
３、強化新住民二代培力，協助新住民發揮所長，成為促進臺灣發展及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之重要力量，並發展南向與國際之人才；落實新住民權益保障，加強新住民照顧服
務。
四、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１、強化資本支出預算執行，提升資產效益。
２、衡酌計畫執行能力，覈實編列經費；落實零基預算精神，妥適分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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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評估
衡量標準
體制 方式
1 強化社會安全 1 提 升 斷 絕 毒 1 統計 查獲毒品製造、販賣、運輸及意
網，確保社會 品供給成效
數據 圖販賣而持有等 4 類犯罪嫌疑人數
安定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5,842 人，104 年：6,
817 人，105 年：7,073 人。本指標
係為落實總統政見及行政院長施
政方針，以「緝毒」為主要任
務，以期減少毒品施用人口，同
時遏制衍生強盜、搶奪及竊盜等
犯罪，就全般治安工作而言，為
具代表性之指標。此外，為落實
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其
中緝毒策略規劃 107 年為發掘毒品
黑數之「掃蕩期」，預期查緝數
據將持續成長；108 年為「控制
期」，全力防堵毒品犯罪者增
生；109 年以後為「成效期」，預
期達成新生毒品人口及其他衍生
犯罪下降之政策目標。本指標以
105 年查獲上開 4 類犯罪嫌疑人數
為基準，增加 1 個百分點，作為 1
07 年目標值；108、109 年為「新
世代反毒策略」之控制期及成效
期，該 2 年度之目標值，係依據該
策略而定，未來將依治安趨勢及
治安重點工作，滾動檢討關鍵績
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2 阻 絕 詐 欺 犯 1 統計 查獲電信詐欺機房數
罪源頭
數據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無相關數據， 104
年：53 處，105 年：50 處。考量電
信網路詐欺犯罪係起源於詐欺機
房，而機房為詐欺犯嫌與被害人
互動聯繫之始，為詐欺集團最重
要之犯罪樞紐。近年來，詐欺犯
嫌為規避查緝，詐騙被害人成功
後，層層設立追查斷點，包括以
車手提領詐騙款項及轉帳水房
（洗錢中心）進行洗錢轉匯等。
本項工作採取「擒賊先擒王」策
略，直接打擊詐欺機房，從源頭
遏止詐欺犯罪發生。考量國內加
強查緝詐欺犯罪後，詐欺機房紛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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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7,144 人

61 處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評估
體制 方式

衡量標準

紛轉移至海外第三地，在有限查
緝經費及資源下，追查困難度隨
之增加，本指標以 104 年查獲電信
詐欺機房 53 處為基準，自 106 年
起每年增加查獲 2 處，實深具挑戰
性。】
3 加 強 防 制 人 1 統計 我國經美國防制人口販運報告評
口販運
數據 為第 1 級國家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
值：自 99 年起已連續 7 年獲評第
1 級。該報告評核指標包含預防宣
導、安置保護、查緝起訴及夥伴
關係等 4 面向。105 年亞洲地區共
有 45 個國家受評，僅 5 個國家為
第 1 級。本項業務涉及 13 個部
會，未來將持續推動相關工
作。】
2 加強防救災體 1 降 低 火 災 死 1 統計 當年度火災死亡數較前 3 年平均火
系，保障民眾 亡率
數據 災死亡數減少比率（不含自殺火
安全
災死亡數）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8.4%，104 年：0%，
105 年：-51.5%。本指標係參考外
國消防機關之重要指標，為避免
火災死亡，須推動各項火災預防
對策（營建之防火避難設施、室
內裝修限制、防火區劃；消防之
滅火設備、警報設備、防火管理
等）；加強充實消防人力、消防
車輛及裝備器材，強化搶救戰
技，使火災發生時縮短消防戰力
之抵達時間及成功救出受困者；
強化住宅防火對策之執行、推動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加強宣
導用火用電安全及相關避難逃生
觀念等。其執行困難在於火災發
生有不可預期性及偶發性，歷年
火災死亡率均呈現上下波動現
象，實因社會、經濟及環境等不
可控制之影響因素甚多所致，且
自殺等蓄意行為造成之火災死亡
案件均無法預防掌控，故衡量標
準排除自殺火災死亡數，以求真
實反應消防工作之施政績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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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1級

1%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評估
體制 方式

衡量標準

自殺火災案件，仍全力出勤搶
救，並未排除。另與其他國家比
較，我國火災死亡率均低於日
本、美國等先進國家，歷年來對
抑制火災死亡已維持在世界水準
並展現具體成果，為精益求精，
爰以降低近 3 年平均值之 1%為績
效指標。】
2 提 升 空 中 救 1 統計 當年度接受空中救援任務起飛時
援時效
數據 間 較 規 定 時 間 縮 短 2 分 鐘 （ 日
間）、4 分鐘（夜間）之達成比率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88.32%，104 年：90.41
%，105 年：90.82%。各駐地規定
時間為臺北日間 25 分鐘、夜間 40
分鐘，高雄日間 20 分鐘、夜間 40
分鐘，花蓮與臺東日間 20 分鐘、
夜間 40 分鐘，臺中日間 28 分鐘、
夜間 40 分鐘（另 UH-60M 機型為
日間 30 分鐘、夜間 50 分鐘）。空
中救援任務自受理申請起至任務
機起飛，訂有任務機起飛時限，
如何在固定操作流程中，爭取縮
短起飛時限，提升空中救援時
效，為年度努力目標。然實際執
行任務時，受理航空器申請案，
須詳細審查支援細節，並考量勤
務種類、狀況、天氣、機況、能
力等因素進行分析研判；而任務
機組人員要做飛行前準備工作，
擬定飛行計畫、實施任務提示及
風險評估等事項，方能確保飛行
安全，執行救援任務。本指標是
以在最短時間內起飛，爭取救援
時間，提高被救援者生存機率，
讓被救援者及民眾，感受政府照
顧人民生命財產之努力，以提升
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度。】
3 提 高 O H C A 1 統計 當年度 OHCA 急救成功人數及康
急救成功率
數據 復出院人數合計較前 3 年平均值增
加比率
【備註：本指標尚無過去年度實
際值。考量緊急救護為對於緊急
傷病的現場、就醫途中之緊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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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92%

3%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評估
體制 方式

衡量標準

護服務，鑑於人命無價，對於 O
H C A （無生命徵象）患者若能早
期辨識及啟動緊急救護系統、早
期施行心肺復甦術、早期電擊去
顫術，以及早期實施高級救命術
等，可挽回寶貴生命和降低家庭
傷害，爰參依先進國家急救成功
之 ROSC（恢復呼吸心跳）及康復
出院人數合計值提高率作為衡量
標準。惟近年安寧緩和醫療的觀
念盛行，以及人口老化趨勢，急
救 ROSC 及存活康復出院的人數不
易提升，然仍以積極挽救人命為
緊急救護目標，以增加近 3 年平均
值之 3%為績效指標。】
3 健 全 國 土 規 1 加 強 國 土 管 1 進度 （截至當年度實際完成工作項目÷
劃，落實國土 理
控管 106 至 109 年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永續發展
×100%
【備註：各年度預定工作項目
為：106 年：完成「國土計畫法 5
項子法」、「全國國土計畫草
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公告
實施」、「重要濕地零淨損失」
等 4 項；107 年：完成「國土計畫
法 5 項子法」、「全國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重要濕地零淨損
失」等 3 項；108 年：完成「國土
計畫法 6 項子法」、「18 個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重要濕地零淨損失」等 3 項；
109 年：完成「18 個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重要濕地零淨損失」等 2 項；4
年共 12 項】
※補充說明：1.國土計畫法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總統於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該法
雖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仍待相關
子法完成細節性、技術性相關規
範後，始得落實推動。考量相關
子法計有 21 項，爰分 3 階段推
動，預定於 108 年底全數完成立法
作業，故本指標係依法規所定推
動時程研訂年度目標。2.依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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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100%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評估
體制 方式

衡量標準

畫法規定，就具環境敏感條件及
自然保育之地區，應劃設為「國
土保育地區」，具優良農業生產
環境或維持糧食安全功能者，應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該範
圍內土地應維護自然環境狀態或
供農業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
使用。是以，全國國土計畫將研
擬其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並據以指導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劃設其區位及研擬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避免不當開發
利用，確保國土永續發展及農地
宜維護總量
2 強 化 地 理 資 1 統計 截至當年度網路地圖元件服務供
訊圖資雲介
數據 各界申請介接系統數
接應用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42 個（流量：8,839,531
MB），104 年：73 個（流量：
25,912,414MB），105 年：97 個
（流量：67,111,119MB）】
3 推 動 市 區 建 1 統計 截至當年度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
設
數據 接管戶數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222 萬 3,878 戶，104
年：240 萬 4,070 戶，105 年：256
萬 3,975 戶。污水下水道業務包含
污水處理廠、主次幹管、用戶接
管等工程層面，及系統規劃、營
運管理等行政層面，工作目標係
將家庭污水排入污水處理廠處理
淨化後放流，以提升全民生活品
質，故本部中程施政計畫採「公
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戶數」為
檢視標準，經審慎評估每年投入
經費及地方政府實際執行能量
後，訂定每年 12 萬戶之年增量，
以具體忠實呈現施政成果。】
4 加 強 推 動 地 1 統計 完成標售或囑託登記為國有之累
籍清理
數據 計標售價值（完成標售土地以決
標價格計，未決標囑託登記為國
有土地以標售底價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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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173 個

304 萬戶

330 億元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評估
體制 方式

衡量標準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107.8 億元，104 年：
137.9 億元，105 年：190.5 億元。
本指標係因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所
有權權屬土地，依地籍清理條例
規定，透過標售由得標人購買或
未完成標售囑託登記為國有，以
達到產權清楚及促進土地利用之
目標。其執行困難在於地方政府
辦理代為標售作業，需先查調標
的基本資料，並辦理勘選、現地
勘查及完成估價作業後，方能辦
理標售公告 3 個月，如未能完成標
售，將於 6 個月內再重新辦理標售
作業；開標後亦需處理優先購買
權、繳價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
等工作，故辦理標售作業，需耗
費相當人力及時間。又上開作業
過程中，常遇有地上建築物、農
作物、租賃或三七五租約等情
形，價格評估困難、遇有陳情或
抗爭，經常阻卻標售作業的進
行。是以，如經完成標售及登記
為國有土地，因土地產權清楚，
將可進行開發利用及課徵稅賦
等，以增進土地活化利用。】
4 打 造 宜 居 環 1 落 實 居 住 正 1 統計 累計興辦社會住宅戶數
境，維護民眾 義
數據 【備註：105 年度已完工出租 7,281
居住權利
戶，106 至 109 年預計完成政府興
建 3.7 萬戶及包租代管 4 萬戶，累
計提供 8.4 萬戶；110 至 113 年預
計完成社會住宅存量達 20 萬戶目
標。社會住宅年度績效目標值係
以累計興辦戶數為衡量標準，包
含已完工、興建中及包租代管。
本目標依據行政院 106 年 3 月 6 日
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研擬，
至 109 年預計達成政府興建 4.4 萬
戶及包租代管 4 萬戶，合計 8.4 萬
戶；110 至 113 年預計達成政府興
建 12 萬戶及包租代管 8 萬戶，合
計 20 萬戶社會住宅目標。】

1-8

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84,994 戶數

評估 評估
衡量標準
體制 方式
2 提 升 實 價 登 1 統計 實價登錄資料揭露期程（當年度
錄資料揭露
數據 實價登錄資料於申報截止日後幾
時效
日內揭露）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至 105 年均為申報截止
日後 15 日。本指標透過縮短實價
登錄資料揭露期程，提供民眾更
即時透明之不動產交易資訊，增
進交易安全。為確保實價登錄資
訊正確性，目前實價登錄資訊揭
露前，係由各地方政府就內容予
以檢視，再由本部複核後，於每
月 1 日及 16 日予以揭露。由於實
價登錄案件查詢受到民眾關注，
常反映應縮短揭露期程，可即時
查詢新成交之案件，但因實價登
錄尚有 1 個月之申報期間，如縮短
揭露期程，即需縮短地方政府及
本部之作業時間（目前作業期間
為 15 日），惟每期全國實價登錄
申報數量為 1 萬 5,000 件，各地方
政府需逐筆清查，相當耗費人
力、物力，因此縮短揭露期程實
具挑戰性。為回應民眾需求，縮
短實價登錄案件揭露期程，本部
除需開發相關檢核程式，以系統
協助地方政府檢核實價登錄案件
內容，並將檢討作業流程，藉此
縮短揭露期程，即時提供成交資
訊。使民眾即時取得交易資料，
增加不動產資訊透明度，使買賣
雙方資訊對等，增進交易安全，
縮短交易時間，減少交易成
本。】
5 促 進 民 眾 參 1 健 全 全 國 性 1 統計 （經輔導後完成改善之法人累計
與，活絡公民 宗 教 財 團 法
數據 數÷查核未造報預決算等財務缺失
社會發展
人財務管理
之法人累計數）×100%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6 年：68%。目前全國性宗
教財團法人計 192 個，預計 106 至
109 年完成全數查核（每年各查
25%，約 48 個），並以查核報告
為後續輔導參據。本指標查核對
象以 192 個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為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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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7日

90%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評估
體制 方式

衡量標準

主，不包含地方性宗教財團法
人，係因各地方政府辦理宗教財團
法人輔導工作，皆依其自治條例訂
定相關要點，非屬委辦事項範圍，
且不受本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
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拘束；另本部
將積極推動宗教團體法立法作業，
俟完成立法並訂定相關作業規範
後，再研議推行至地方性宗教財團
法人之可行性。本指標透過委託會
計師實地查核法人財務情況，經本
部追蹤該法人缺失完成改善比
率，以輔導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
健全財務管理，然執行困難在於
本部目前就財團法人監督未訂定
相關裁罰規範，且基於財團法人
自治原則，本部管理法人多以輔
導重於監督，故藉委請會計師實
地查訪後追蹤缺失情形，具體輔
導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使其財
產管理及財務運作更完善，以符
社會期待。】
6 完 善 親 民 服 1 推 動 民 眾 免 1 統計 （當年度免臨櫃戶政服務案件數÷
務，深化內政 臨 櫃 辦 理 戶
數據 總戶政服務案件數）×100%
業務改革
政服務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3 年：42.9%，104 年：49.92%，
105 年：53.77%。戶政服務案件包
含生死結離等各項戶籍登記及國
民身分證、戶籍謄本、戶口名簿
等文件核發案件，指標設定係以
提升民眾運用網路服務、少跑 1 趟
戶政事務所為目標，其困難在於
網路線上申辦作業涉及網路身分
之認證、附繳證明文件有效性之
審認、網路使用習慣及家戶上網
資訊環境整備度等，原因複雜，
均為現階段難以擴大免臨櫃網路
申辦應用服務之限制因素，以致
目標值無法大幅調升。另因總案
件數量龐大，如目標值提升 1%，
估計每年約須增加 110 萬件免臨櫃
辦理戶政服務案件，減少民眾少
跑約 110 萬趟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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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57%

評估 評估
衡量標準
體制 方式
2 提 升 新 住 民 1 統計 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新住
及其子女培
數據 民子女國內培育研習營＋新住民
力人數
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計畫之
當年度總人數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值
為：104 年：2,803 人，105 年：3,
170 人。為配合新南向政策，運用
新住民及其子女語言及文化優
勢，培力其成為經貿、文化及外
交尖兵，促進國家發展，並與全
球國際接軌。】
7 妥適配置預算 1 機 關 年 度 資 1 統計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
資源，提升預 本 門 預 算 執
數據 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
算執行效率
行率
（資本門預算數）×100%（以上各
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
值為：103 年：91.66%，104
年：88.64%，105 年：90.93%】
2 機 關 於 中 程 1 統計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
歲出概算額
數據 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
度內編報情
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
形
數】×100%
【備註：本指標過去年度實際
值為：103 年：4.21%，104
年：3.51%，105 年：3.99%】
施政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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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績效目標值
3,287 人

90%

4.7%

參、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營造安 維安特勤隊武器裝備精進改善中程計
全、安心 畫
社會
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第二期－警政
巨量資料分析與運用

計畫期程
107-110

計畫類別
社會發展

105-108

科技發展

警政發展方案第二期

104-107

社會發展

提升新世代社群網路偵查暨鑑識能量

103-106

科技發展

鑑識科技量能精進暨服務躍升計畫

104-107

科技發展

建置新世代行動網路 App 偵查相關系
統中程計畫

107-109

社會發展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汰購海運貨櫃檢查
儀計畫

106-107

社會發展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生宿舍大樓新建
工程中程個案計畫

106-110

社會發展

反恐訓練中心設備（施）充實計畫

106-106

社會發展

後續警政發展計畫

108-111

社會發展

中央警察大學學員生宿舍大樓新建及
整建中程個案計畫

103-108

社會發展

整合式雲端運算與物聯網之惡意程式
偵測、鑑識、與分析系統

107-110

科技發展

資安旗艦計畫－預防暨打擊科技犯罪
精進刑事科技能量計畫

106-109

其它

災害防救深耕第 2 期計畫

103-106

社會發展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充實建置中程
計畫

104-109

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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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KPI 關聯
無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提升斷絕毒品供給
成效、阻絕詐欺犯
罪源頭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精進消防車輛裝備 7 年長程計畫

計畫期程
104-110

計畫類別
社會發展

精進消防救災裝備器材 4 年中程計畫

105-108

社會發展

義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中程計
畫

106-110

社會發展

「救災雲」賡續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提升 119 勤務指揮派遣系統功能 2 年中
程計畫

107-108

社會發展

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107-111

社會發展

提升我國人道救援能力 5 年中程計畫

108-112

社會發展

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更新計畫（草
案）

108-113

科技發展

內政部移民署臺中辦公廳舍興建工程
中程計畫
內政部移民署辦公廳舍改善中程計畫
－宜蘭縣與嘉義市服務站及專勤隊興
（整）建工程計畫
內政部移民署辦公廳舍改善中程計畫
－苗栗縣服務站及專勤隊興建工程計
畫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服
務站及專勤隊興建工程計畫
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暨所屬單
位辦公大樓興建工程計畫
防制人口販運執行計畫－高雄收容所
及被害人庇護安置處所興建工程計畫
黑鷹直升機種子人員訓練暨初次航材
籌補中程計畫
飛機維護 5 年中程計畫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高雄駐地直升機
棚廠興建工程中程計畫
我國海域調查與圖資整合發展計畫

102-106

社會發展

與 KPI 關聯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降低火災死亡率、
提高 OHCA 急救成
功率
加強防制人口販運

107-110

社會發展

加強防制人口販運

107-109

社會發展

加強防制人口販運

107-110

社會發展

加強防制人口販運

107-109

社會發展

加強防制人口販運

97-106

社會發展

加強防制人口販運

103-109

社會發展

提升空中救援時效

104-108
105-109

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

提升空中救援時效
提升空中救援時效

104-109

公共建設

加強國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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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空間測繪應用研究發展計畫
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
維運計畫
地籍清理第 2 期實施計畫
地價查估技術精進與實價登錄資料應
用發展計畫
開放地政跨域服務整合計畫
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
現代化測繪科技發展計畫
時空資訊雲落實智慧國土－內政圖資
整合應用計畫
海岸規劃及資料庫建置計畫
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數位建築創新應用服務建置計畫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淡海及高雄新市鎮開發計畫
林口新市鎮機場捷運 A7 站區開發計畫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
整體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
建構永 安家固園計畫
續、宜居 花東地區養生休閒及人才東移推動計
環境
畫
國家濕地保育計畫
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
道路）
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
105 年至 108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再生水工程
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科學城低碳智慧環境基礎建置－污水
系統建置
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
動方案
智慧化環境科技發展推廣計畫
創新低碳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
高齡者安全安心生活環境科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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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
105-108
105-109

計畫類別
科技發展
公共建設

與 KPI 關聯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103-108
107-111

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

106-109
104-107
104-107
105-109

科技發展
社會發展
科技發展
公共建設

104-109
102-107
106-109
104-107
79-125
99-120
96-109
103-112
105-108
105-110
103-110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科技發展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
其它
公共建設

加強推動地籍清理
提升實價登錄資料
揭露時效
無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強化地理資訊圖資
雲介接應用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落實居住正義
落實居住正義
落實居住正義
落實居住正義
加強國土管理

106-110
103-107
104-109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加強國土管理
加強國土管理
推動市區建設

104-109
105-108
106-110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推動市區建設
加強國土管理
無

106-110
106-110
107-112
106-113
106-113
106-110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05-108

公共建設

無

104-107
104-107
106-109

科技發展
科技發展
科技發展

無
無
無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建築技術多元創新與推廣應用精進計
畫
建築防火安全工程創新科技及應用研
發中程計畫
都市與建築減災與調適科技精進及整
合應用發展計畫
建築資訊整合分享與應用研發推廣計
畫
鋼構建築複合性災害作用下耐火科技
研發計畫
強化民 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
主、便民 戶役政綠色便民及資安強化計畫
機制
晶片國民身分證換發計畫

計畫期程
104-107

計畫類別
科技發展

無

104-107

科技發展

無

104-107

科技發展

無

104-107

科技發展

無

104-107

科技發展

無

102-107
106-108

公共建設
科技發展

107-110

社會發展

提升人民團體資訊系統使用率
強化自然人憑證應用服務計畫
展新計畫－全方位新住民培力展能方
案
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中長程實施計畫

106-109
106-109
105-106

其它
科技發展
社會發展

105-108

社會發展

建構新住民數位公平機會計畫

105-108

科技發展

移民資訊雲端服務發展計畫

104-106

科技發展

辦理一般替代役徵集作業

107-109

其它

無
推動民眾免臨櫃辦
理戶政服務
推動民眾免臨櫃辦
理戶政服務
無
無
提升新住民及其子
女培力人數
提升新住民及其子
女培力人數
提升新住民及其子
女培力人數
提升新住民及其子
女培力人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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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KPI 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