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編

號
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 提供單位 控制作業名稱 附件

臺中市政府 公共自行車租賃站建置作業 1-1

新北市政府 都市計畫審議作業 1-2

鄰里交通改善規劃作業-劃設標線型人行道 2-1

用地取得作業 2-2

3 計畫未落實成本效益分析，致績效不彰。（例：公車

新路線搭乘率低，有投入經費過多及浪費公帑之風

險。）
臺中市政府 公車路線調整執行及管理作業 3-1

4 計畫推行未考量財政現況，致後續變更計畫方向。（

例：獲補助或補助款較核定金額短少、地方政府配合

款不足等因素影響）
臺中市政府 生活圈道路建設 4-1

捷運工程進度管控作業 5-1

鄰里交通改善規劃作業-劃設標線型人行道 2-1

6 總預算歲入高估中央補助款收入及自有財源。 高雄市政府 總預算案歲入預算籌編作業 6-1

7 未妥適安排公庫資金調度，致延遲付款或無力支付廠

商各種款項
新北市政府 財務調度控管作業 7-1

未與利害關係人溝通，致計畫推動受阻。（例：各單

位於執行計畫前未先與民眾、相關民間團體或民意代

表等溝通，將影響政策推動的達成率。）

2

臺中市政府

1

各直轄市政府提供與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有關之控制作業

臺中市政府

5

低估前置作業期程，延誤推動計畫時程。（例：都市

計畫變更及用地徵收等作業，需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各

級都委會審查、公展、協議價購、公聽會等程序，前

置作業期程冗長，致影響工程案件進度。）

未落實跨機關（單位）之整合協調。（例：1.執行工

程位於山坡地及農業區，與中央、府内相關機關（單

位）及鄉鎮公所轄區重疊，故有不同單位重複會勘、

提報或核定施工情形，2.重劃工程與其他單位主管工

程項目施作內容涉有範圍相鄰、重疊或接續性等情形

，如不易協調工程介面整合將影響辦理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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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 提供單位 控制作業名稱 附件

各直轄市政府提供與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有關之控制作業

臺中市政府 社會福利資訊系統資料存取作業 8-1

臺南市政府 個人資料輸出管理 8-2

全球資訊網維運管理作業 9-1

資訊系統弱點檢測及修補作業 9-2

資訊系統資料備份作業 9-3

新北市政府
資訊安全作業風險評估及控制作業-天然災害事件(地震、颱

風、水災、雷擊)
9-4

臺北市政府 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網路障礙申告及排除程序流程圖 9-5

桃園市政府 突發性119 大量報案電話進線處置作業 9-6

自辦工程契約變更作業 10-1

採購業務流程管制作業 10-2

新北市政府 採購規劃作業 10-3

發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 10-4

發現機關人員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 10-5

11 承包廠商發生財務危機或倒閉，無法繼續履約，影響

計畫執行。
新北市政府 履約管理 11-1

12 ROT廠商經營不善，發生違約情形，可能衍生訴訟。 臺北市政府 轄管委外場館委託營運招商作業 12-1

財產管理檢核之管控及處理作業 13-1

市有財產盤點計畫及實施 13-2

零用金作業 14-1

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14-2

預警作為 15-1

再防貪機制 15-2

公務員廉政倫理事件 15-3

13

臺中市政府

新北市政府

資訊系統異常，未能及時處理，影響業務正常運作。

8 未妥善保管機敏資料，致資料外洩。（例：個人稅籍

資料、地籍資料、員工個人資料、統計調查個別資

料、公務機密資料等外洩）

9

14

臺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10 未依政府採購法(例：採購缺失態樣)辦理採購業務，

影響政府公信力。

零用金保管人員未落實職務輪調及貫徹代理人制度等

規定，可能發生保管人挪用或私人墊支等舞弊情事。

未確實登載、管理機關動產及不動產財產作業，致帳

目不符，冗物過多且有浪費公帑之虞。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涉及人民權利業務未公開透明，致發生公務員與業者

不當交往、包庇、索賄等情事，損及機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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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政府提供與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有關之控制作業

發掘並處理疑涉違法貪瀆案件人員 15-4

確保遺體出入正確作業 15-5

確保遺體火化正確作業 15-6

16 欠稅案件繳款書未合法送達，影響政府稅收。 臺南市政府 房屋稅定期開徵作業 16-1

17 退稅案件未先抵繳積欠，影響政府稅收。 高雄市政府 退稅作業流程圖 17-1

18 納稅義務人隱匿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行情事，影

響政府稅收。
臺南市政府 (解除)限制出境 18-1

補助本市各級學校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畫 19-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市立各級學校辦理校舍耐震補強工程作

業流程
19-2

行道樹維護巡檢作業 19-3

橋梁養護作業 19-4

公園設施維護作業 19-5

路燈查修作業 19-6

道路維護巡查作業 19-7

觀光遊憩休閒據點之管理維護作業 19-8

路面先行使用巡查維護作業 19-9

啟動捷運工程施工意外處理流程 19-10

市政大樓消防安全維護與消防主機故障防範作業 19-11

市政大樓電梯管控及故障防範處理作業 19-12

市政大樓空調設備巡檢維護作業 19-13

臺北市政府 游泳池及健身中心安全管理聯合檢查作業 19-14

桃園市政府 消防栓調查作業 19-15

里活動中心租借管理作業 20-1

公共自行車租賃站建置作業 20-2

臺中市街頭塗鴨示範區設置及管理維謢 20-3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轄管設施、設備之設置或管理疏失，造成人員之傷亡

或財產之損失。

20 公共設施未妥善管理營運，使用效率未達預期目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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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 提供單位 控制作業名稱 附件

各直轄市政府提供與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有關之控制作業

新北市政府
垃圾處理設施營運管理風險評估及控制制度-焚化廠營運效能

不彰
20-4

系統發展建置作業 21-1

系統需求管理作業 21-2

22 佈展裝潢施工及策展場所未落實管理，導致他人受傷

或財物損失。
桃園市政府 藝文節慶活動安全控制作業 22-1

23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不實，影響公共安全。 新北市政府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 23-1

臺中市政府 違規遭舉發之集合住宅加強檢查改善 24-1

臺南市政府 國中小學暨市立幼兒園校園安全檢查作業 24-2

25 影響公共安全之建築物未即時拆除。 臺北市政府 合法建築違章建築安置作業流程圖 25-1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旅宿業稽查比率控管作業 26-1

臺南市政府 旅宿業稽查作業 26-2

臺南市政府 私劣菸酒查緝作業 27-1

臺北市政府 違法屠宰查緝作業 27-2

臺中市政府 執行維護公共安全方案聯合稽查(複查)作業 27-3

28 徵收地價有異議，徵收作業無法辦理。 臺中市政府 用地取得作業 28-1

新北市政府 住宅補貼審查作業 29-1

臺北市政府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作業 29-2

30 服務高衝突、高壓力之家庭暴力等保護性個案之社工

人身安全遭威脅。
臺中市政府 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保護機制 30-1

31 未能有效掌握問題原物料或產品流入市場，影響民眾

食用安全。
新北市政府 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之安全查驗處理作業 31-1

32 學校未掌握食材供貨來源，導致發生學童食品安全事

件。
新北市政府 學校午餐管理作業(中央餐廚)(J 32-1

臺南市政府 發生疑似校園食品中毒事件 33-1

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立各級學校疑似食物中毒事件處理流程圖 33-2

未配合需求開發資訊系統，使用效率不佳(蚊子系

統)。
臺北市政府

聯合取締或查緝作業消息提前走漏，致取締或查緝效

果不彰。

29

26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未落實稽查，影響公共安全。

非法經營民宿旅館、溫泉、觀光旅遊之業者不配合改

善及取得合法登記證，影響遊客安全。

24

27

33 未建立處理學生食物中毒及腸病毒標準作業流程。

補助津貼溢發，致公庫損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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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政府提供與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有關之控制作業

臺北市政府 公私立學校新生班級數核定工作流程圖 34-1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立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規範 34-2

35 未妥適處理閒置教室。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餘裕空間活化作業流程圖 35-1

36 未妥適處理重大勞資爭議案件(如雇主欠薪、大量解僱

未給資遣費)，引起民眾大規模抗爭。 新北市政府 重大勞資爭議作業 36-1

37 動物防疫工作出現漏洞，造成疫情大流行。（例：1.

國際流行之新興傳染病蔓延，未能有效防堵疫情。2.

小三通人口流動迅速，造成各類傳染病傳播不易控

制。）

高雄市政府 口蹄疫防疫管控與防範作業 37-1

38 未能清除登革熱病媒孳生源，影響防疫成效。
臺南市政府 登革熱通報病例防治作業 38-1

39 未能掌握登革熱病媒用藥量，影響環境交互感染情

形。
臺南市政府 登革熱通報病例防治作業 38-1

40 廢(污)水未依規定處理排放，造成河川水體嚴重污

染。
高雄市政府 水污染陳情案稽查作業 40-1

41 海洋及河川受到嚴重污染，未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或

無法有效整合相關單位，致污染情形擴大，影響海洋

生態環境。
臺中市政府 水污染事件緊急應變作業 41-1

42 未即時處理有害事業廢棄物棄置事件，致環境遭受汙

染。
臺中市政府

取締非法棄置廢棄物聯合稽查計畫-辦理遭非法棄置高潛勢地

點巡查及通報作業
42-1

43 未即時處理營建廢棄物棄置事件，影響生態環境。 高雄市政府 廢棄物污染陳情案稽查作業 43-1

44 未合理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且房屋稅徵收率尚未完成修

訂，影響房屋稅收。
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 44-1

45 未訂定相關規範及機制，影響政策目標之達成。 臺中市政府 建議案件管考 45-1

46 未針對應收未收行政罰鍰貫徹公權力，影響公庫收

入。
臺中市政府 行政執行作業 46-1

34 入學人數減少造成班數縮減及教師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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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政府提供與縣市政府常見關鍵風險項目有關之控制作業

47 推動統包工程，因規劃不周、逾越法令規定，致採購

效率及施工品質不佳。
高雄市政府 統包作業 47-1

48 被占用房地未積極清查排除。 臺南市政府 市有被占用不動產之管控及處理作業 48-1

臺中文學館全園區緊急事件通報作業程序 49-1

港區藝術中心災害應變作業程序 49-2

災害應變中心工務組輪值人員值班作業 49-3

行道路樹搶災及緊急事件處理作業 49-4

50 山坡地不當開發，致水土保持遭受嚴重破壞。 高雄市政府 山坡地查報取締作業程序 50-1

新北市政府

49 發生天然緊急災害，未即時處理或救援。
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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