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九十九年度至一百零

二年度）及九十九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 
 

一 動行政院所

以下簡稱各

機關）施政計畫編審作業，特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二、 畫管理資訊

畫系統及年

採網路化作

業擬定「中程施政計畫（九十九年度至一百零二年度）」（以下

簡稱中程施政計畫）及「九十九年度施政計畫」（以下簡稱年度

施政計畫）報院，其作業時程如下： 
（一） 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第一階段（草案版）： 

年度施政計

統完成初審作業（必要時得

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審查或召開審查會議），且年度施政計畫應

併附年度主管預算資料傳送研考會辦理行政院複審作業。（九

2.行政院複審作業： 
九十八年六

（2） 舉行行政院內閣策略會議。（九十八年七月六日至九十
八年七月十五日） 

（3） 各機關依據複審結果及行政院內閣策略會議決議修正完
成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傳送研考會彙整。（九

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九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3.提報行政院會議：研考會彙編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為推

屬各部、會、處、局、署、院、省政府及省諮議會（

理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各機關施政計畫之編審作業，應運用行政院「政府計

網」（網址：http://gpmnet.nat.gov.tw/）之中程施政計
度施政計畫系統（以下簡稱中程系統及年度系統），

1.機關研擬及初審作業：各機關研擬中程施政計畫及
畫，主管機關於中程系統及年度系

十八年五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1） 研考會召集相關會審機關進行複審作業。（
月十六日至九十八年七月三日） 

1 



計畫提報行政院會議。（九十八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八月十

三十一日） 
程施政計

畫及年度施政計畫登載於機關網頁之「主動公開資訊」項下。 
（二）年度施政計畫第二階段（核定版）編審作業 

合修正年度

政計畫（含主管機關初審作業）傳送研考會審議及彙編。（俟

日起三星期

2.研考會彙編完成行政院九十九年度施政計畫呈報  總統並分
 

內，將年度

。 
三、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線上登錄及傳送內容如下： 

鍵策略目標

部分，由研

畫（九十九

（二） 年度施政計畫：包括前言、年度施政目標、年度關鍵績效指

標、年度共同性指標、年度重要施政計畫、以前年度實施狀

五項由研考

會酌修彙編為「行政院九十九年度施政計畫」。 
四、各機關擬定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時，應注意下列原則： 
（一） 中程施政計畫：各機關應由首長或副首長召集內部單位主管

及所屬機關首長（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成立任務編組，

採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擘劃機關整體發展願景，納入總統

四日） 
4.函送立法院：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函送立法院審議，應附送年度
施政計畫。（九十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九十八年八月

5.資訊公開：各機關應於行政院核定後二星期內，將中

1.各機關依立法院對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結果，配
施

九十九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審議完成

內） 

行各機關據以實施。

3.各機關應於收到前目分行之年度施政計畫後二星期
施政計畫登載於機關網頁之「主動公開資訊」項下

（一） 中程施政計畫：包括使命、願景、施政重點、關

及共同性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等五

考會酌修彙編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

年度至一百零二年度）」。 

況及成果概述、年度預算資料等七部分，其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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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理念及院長施政主軸，參考機關過去施政成效、立法院

施政績效評

析等，依機

重點、關鍵策略目標、

1. 使命：係指機關依其組織職掌，論述其存在的目的及應履行
的任務。 

2 依據使命，就組織、功能、職掌及業務推展

組織內外承

3 政目標進行

執行檢討及未來趨勢分析，依據總統治國理念及院長施政主

政策指導

4. 
（1 政效率」、

「財務管理」、「組織學習」等四大面向，提出以四年為

期程之關鍵策略目標，每一面向至少訂定一項關鍵策略目

卡之四大面

哪些服務

項目，以滿足所服務對象及利益關係者。

b. 行政效率：為滿足機關本身及服務對象，有哪些組織設
計、行政流程、服務措施、法規制度、計畫方案等，需加

以檢討、簡化、整併、最佳化，以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 
c. 財務管理：如何有效運用機關資產及達成預算成本控制。 
d. 組織學習：提升人力資源有效運用之方式及提高員工的價
值與能力。 

預算審議結果、行政院核定中程財務概算、年度

估結果、國內外政經情勢變遷及未來環境趨勢分

關之使命及願景，訂定未來四年施政

關鍵績效指標及年度目標值。撰寫要項如下： 

. 願景：係指機關
之需求，描繪整體未來共同努力之理想，以策訂

諾之長程發展目標。 
. 施政重點：在使命及願景的引導下，各機關就施

軸，規劃未來四年應履行及達成的重要施政目標及

方針。 
關鍵策略目標： 
） 採平衡計分卡精神，符合「業務成果」、「行

標，其總數以四至八項為原則。上開平衡計分

向說明如下： 
a. 業務成果：為了達成機關的使命及願景，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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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鍵策略目標應具備整合性，不以機關內部單位及所屬機
。 

（3 點業務推動成果，可依客觀

（4 長施政管理及民眾觀感的角度，選列最重要的

關鍵策略目標。 
5. 關鍵績效指標及年度目標值： 
（1 指標係反映施政重點及衡量關鍵策略目標之依

關施政績效

（2） 關鍵績效指標應與關鍵策略目標對應連結，以各機關之施
政重點為核心，並能真實反應總統治國理念及院長施政主

（3 一至二項關

（4 未來四年

度目標值，該指標及目標值將於系統自動匯入年度施政計

（ 型指標」，

應考量部分

指標可能產生之邊際效益遞減情形及指標替代效果等。 
6. 共同性目標：為貫徹一致性政策目標及達成一致性之施政成

資產效益，

妥適配置政府資源」及「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三

項共同性目標（詳如附件）。前開共同性目標之達成情形，

亦為評估機關施政績效之參據。 
（二） 年度施政計畫撰寫要項如下： 

1. 前言：摘述中程施政計畫之機關使命、願景等五百字以內之

關別或數目作為各策略目標之擬定及分項依據

） 關鍵策略目標應可涵蓋機關重

方式加以評估，並可具體加以衡量。 
） 從總統及院

） 關鍵績效

據，係機關首長可公開承諾之指標，以作為機

評估之標的。 

軸。 
） 各機關依每一項關鍵策略目標之特性，以訂定

鍵績效指標為原則。 
） 關鍵績效指標之訂定係以四年為期程，並需設定

畫中，以作為績效評估之標的。 
5） 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成果型指標」及「投入
視目標特性可採質化或量化方式進行評估，並

果，由行政院統籌訂定「提升研發量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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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說明。 
2 程施政計畫

務特性增列

度策略目標」，請分別敘明達成該目標所需辦理之施政

3.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及年度共同性指標：  
1 關鍵績效

（2 同步辦理；

策或實務需要，修正

年度施政計畫之關鍵策略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及其衡量標

準、年度目標值時，應詳細敘明調整理由。 

基礎，填列

畫項目及編

 
（1 「重要計畫項目」欄內填列資料將全部連結轉載

至後續管考作業，填列重要計畫項目之內容應以達成年度

行政性業務

政計畫將逐步與概算書結

據以辦理列

管作業）及實施內容外，並應分別查填工作計畫編號與各

相關分支計畫編號，俾利對照查詢索引。 
（3 型業務無論經費多寡均應列入。 
（4） 配合院長施政主軸、本院重大政策之推行、中程施政計畫

之四年施政重點、關鍵策略目標、共同性目標、關鍵績效

指標及共同性指標，應編列相關施政計畫。 
（5） 年度內奉核定必須執行之重要工作而其經費龐大者，應予

明列。 

. 年度施政目標：本項資料係連結中程系統轉錄中
之關鍵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並依各機關業

「年

重點。 

（ ） 本項資料係連結中程系統轉錄中程施政計畫之

指標、共同性指標及九十九年度目標值。 

） 第一階段（草案版）作業時，配合中程施政計畫

惟第二階段（核定版）作業時，因政

4.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以概算書所列工作計畫別為
相關資料，包括：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重要計

號、計畫類別及實施內容。重點事項說明如下：

） 各機關於

施政目標及施政重點相關連之措施為主，一般

不予列入。 
（2） 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年度施

合，除按工作計畫別撰寫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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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續性計畫應根據以前年度執行成效加以檢討後，予以適

據之計畫應配合調整。 

（9 ，應將本機關負責部分

列入，並不得與其他機關負責部分重複。 
（10 畫內容不得與現行法令及政策相牴觸。 

機關職掌重

5 鍵策略目標

及共同性目標填列前 九十七）年度及上（九十八）年度已

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俾有效結合施政績效評估

作

） ：本項資料

報告系統直

相關預算執行成效補充說明。 

（2） 上（九十八）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效目標別填報截至九十

理系統之

式附加於年

度系統併同年度施政計畫上網登錄及傳送。 
五、研考會對於各機關所送之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應運用

政部、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等機關審查（必要時

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審查或召開審查會議），並綜合辦理審查業

務。 
六、有關上網登錄及審查等相關操作事宜，請參照系統教育訓練與操

作手冊說明，或洽詢系統客服專線：02-2593-2724。 

當調整。 
（7） 概算經審查刪減後，其所依
（8） 計畫已完成或中止者應不再編列。 
） 涉及二機關以上之中長程個案計畫

） 計

（11） 計畫內容不得超出機關之職掌範圍或與其他
疊。 

. 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就各主管機關關
（

業，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1  前（九十七）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由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年度績效

接轉錄連結，並得就

由各機關依據最新執行情形按績

八年六月三十日前資料。 
6. 年度預算資料：行政院主計處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
年度預算資料，由各主管機關會計單位以附件方

中程系統及年度系統會請行政院秘書處、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