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年度高雄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統計考核計分標準說明
107 年 12 月 25 日訂定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為辦理 108 年度高雄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統計考核管理作業計分，依「高雄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統計考
核要點」
（以下簡稱要點）第五點，訂定考核項目及考核期間。
考核期間自 107 年 10 月 1 日起至 108 年 9 月 30 日止，考核項目包括下
列事項：
一、 公務統計執行與管理。
二、 統計資料發布與管理。
三、 辦理統計工作稽核。
四、 推展職務上應用統計分析工作。
五、 辦理其他配合公務統計事項。
六、 統計業務創新或改進辦理情形。
七、 調查業務之行政工作推動與執行情形。
八、 兼任統計調查員之遴派與教育訓練。
九、 調查宣導工作之推展。
十、 調查工作之協調、督導與進度控制。
十一、 調查表件之管理、轉發與彙送作業。
十二、 調查對象之完整性、換戶率與回表率。
十三、 調查資料品質控制。
十四、 其他應予考核事項。
依要點第四點考核對象分為「調查人員組」及「機關團體組」二組，本
說明就市府所屬各區公所與其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考核計分方式及標準，說
明如下：

壹、 調查人員組：
一、 本組人員考核成績滿分為 100 分，依下列考核項目分數加總，即為當
年度統計調查業務考核成績。各項目原始分數最低為零分，低於零分
則以零分計算，各項目加權後分數四捨五入取至小數點後第 2 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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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標準說明如下：
考核項目

計分標準說明

(100 分)
(一) 工作
進度占
25 分
(二) 工作

考核期間各項調查依下列公式分別計算工作進度分數後取平均
值，所得分數乘以百分之二十五權數：
100 分-（遲交日數／該項調查總遲交日數）*100 *2 分
1. 資料錯

考核期間各項調查依下列公式分別計算資料錯

品質占

誤率占 誤率分數後取平均值，如未辦理該項調查則以基本

35 分

30 分

分數

（註）

計算，所得分數乘以百分之三十權數：

100 分-（錯誤筆數／該項調查總錯誤筆數）*100 *8
分
（註）

基本分數為最低分數與平均分數之平均。

2. 訪查對

針對各項調查訪查對象應查而未查（如人力資

象執行 源調查戶長配偶、直系親屬等對象應查而未查填者）
情形占 或受查者業別不符等狀況計算，考核期間各項調查
3分

依下列公式計算分數後取平均值，所得分數乘以百
分之三權數：
100 分-（訪查對象應查未查或業別不符等狀況筆數
／該項調查訪查對象應查未查或業別不符等狀況總
筆數）*100 *2 分

3. 換戶率

考核期間調查員各項調查依下列公式分別計

占2分

算換戶率分數後取平均值，所得分數乘以百分之二
權數：
100 分-（不合格換戶家數／該項調查總不合格換戶
家數）*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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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

考核期間各項調查依下列公式分別計算個別調查之工作數

數量 20 量分數後加總除以考核期間應辦理之調查類別數，超過 100 分
分

者以 100 分計（最高 100 分），所得分數乘以百分之二十權數：
基本分數

（註）

+（調查工作量／該項調查總工作量）*100*5 分；

（註）

：基本分數為人力資源調查（含附帶調查）95 分，其餘調查

85 分。
(四) 工作

由本處各審核員評核考核期間審核調查員調查表時，給予

態度占

調查員工作態度分數，包含配合本處作業情形、調查表件之管

10 分

理、轉發與彙送等，所得分數乘以百分之十權數。

(五) 其他
配合事
項占 10
分

下列評核項目加總計算後得其他配合事項分數，所得分數
乘以百分之十權數：
1.參加會議狀況
調查員應參加本處辦理之各項調查講習會或會議，無缺席
或遲到早退者得基本分 80 分，缺席者每次扣 10 分，早退或中
途缺席者按比率扣分，如 1 日講習，中午離席者扣 5 分。
2.其他應配合事項
視情形酌予加減分，最多加至 20 分，如支援其他區公所調
查事務，按支援工作量比例加分。

貳、 機關團體組：
機關團體組考核成績滿分為 100 分，其中公務統計執行及管理占 50
分，統計調查工作行政及管理占 40 分，其他配合辦理事項占 10 分。
一、 公務統計執行及管理（50 分）
(一) 考核對象為市府所屬各區公所辦理公務統計之協調、執行及行政
等之會計（室）人員及機關首長，以及區公所內協助辦理公務統
計業務具成效者。
(二) 本項考核分數總分為要點第四點機關團體組中占 50 分，計分標準
說明如下：（各項目分數加總後計算總分即為當年度公務統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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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執行及管理成績，以四捨五入取至小數點後第 2 位）

考核項目

計分標準說明

(50 分)
1. 公務統 (1)公務統

各區公所保存公務統計方案（含條文、報表程式、

計方案

，未正確完整保存及更新者，每項缺
計方案 細部權責區分表）

執行與

保存及 失最多扣 0.5 分，最多扣至本項 0 分為止。

管理占

更新管

15 分

理占 3
分
(2)公務統

自行檢討或配合主計處建議，對於可表現施政績

計報表 效、重要施政成果或具創新業務等可供施政決策參考
檢討及 之資訊，檢討納入機關公務統計方案，積極新增公務
增刪修 統計報表，每增(修)一表次加 0.5 分，若增刪修訂流程
訂情形 未依「高雄市區公所統計工作手冊」規定辦理者，每
占 2 分 項缺失扣 0.1～0.5 分，本項總分以 2 分為限。
(3)公務統

各區公所併同機關報送主計處之二級報表，經核

計報表 如有未依核定格式編報或未依規定核章者，每表次最
之編報 多扣 0.5 分，並針對其他錯誤態樣者，每項缺失扣 0.1
管理占 ～0.5 分，最多扣至本項 0 分為止。
9分
(4)本處舉

依規定名額報名並參與者得分 1 分，沒有正當理

辦「區 由未足額參與者不予給分。
公所統
計實務
訓練
班」參
與情形
占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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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計資 (1)保存管

各區公所應將統計工作手冊、公務統計方案、公

料發布

理統計 務統計報表、區政統計年報列冊保存，並於區長及會

與管理

資料檔 計主任異動時，移交清冊應附統計交代清冊，未依規

占 15

占 2 分 定辦理者，針對每項缺失最多扣 0.5 分，最多扣至本

分

項 0 分為止。

(2)統計書 a、 區政統計年報依規定時程發布於區公所網頁得分
刊編布
情形占
13 分

4 分。
b、 區政統計年報編製內容，屬必須編製之基本表式
完整者得 7 分，另有新增表次者，每表次加 0.5
分，加分以 2 分為限；另針對區政統計年報整體
編製情形有其他缺失者，每項缺失扣 0.1～0.5 分。

3. 辦理統 (1)平時不

依「高雄市區公所統計工作手冊」規定程序辦理

計工作

定期稽 完備者酌予給分，最高以 5 分為限。

稽核占

核占 5

15 分

分
(2)定期實

依「高雄市區公所統計工作手冊」規定程序辦理

際辦理 完備者酌予給分，最高以 10 分為限。
稽核占
10 分
4. 其他公 配 合 本 處

依施政需求配合本處辦理推動相關公務統計業務

務 統 計 檢 討 現 行 之工作品質、時效及態度等情形，辦理完備者酌予給
配 合 事 公 務 統 計 分，最高以 5 分為限。
項占 5 推 動 狀
分

況，研擬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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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計調查工作行政及管理（40 分）
本項考核分數總分為要點第四點機關團體組中占 40 分，計分標準說
明如下：
（各項目分數加權後計算總分即為當年度統計調查工作行政及管
理成績，以四捨五入取至小數點後第 2 位）
考核項目

計分標準說明

(40 分)
1. 工作進
度占 8
分

下列二項計算分數後取平均值乘以百分之八，如無第二項資
料，僅列計第一項所得分數。
(1)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工作進度分數，如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 2
位以上者計算其平均分數。
(2)區公所辦理各項調查行政工作進度，例如提報異動兼任統計
調查員公文（含異動名冊等）日期及相關工作提報等，每項
次每延誤 1 日最多扣 5 分（基本分數 100 分，最多扣至 0 分）
，
並計算其平均分數：

2. 工作品
質占 12
分

下列二項計算分數後取平均值乘以百分之十二，如無第二項
資料，則該項分數不予計分。
(1)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之資料錯誤率、訪查對象執行情形及換
戶率等三項分數，如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 2 位以上者計算其
平均分數。
(2)區公所辦理各項調查行政工作品質，例如提報異動兼任調查
員資料及相關填報資料等，每項次每 1 項錯誤最多扣 5 分（基
本分數 100 分，最多扣至 0 分），並計算其平均分數。

3. 工作數
量占 6
分

考核期間所屬各兼任統計調查員辦理之各項調查，依下列公
式分別計算個別調查之工作數量分數後加總除以考核期間應辦
理之調查類別數，超過 100 分者以 100 分計（最高 100 分）
，所
得分數乘以百分之六權數：
（註）

基本分數 +（所屬各兼任統計調查員調查工作量總數／該項調
查本市總工作量）*100%*5 分；
（註）

：基本分數為人力資源調查（含附帶調查）95 分，其餘調查

8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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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態

下列二項計算分數後取平均值再乘以百分之六，如無第二項

度占 6
分

資料，僅列計第一項所得分數。
(1) 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工作態度分數，如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 2
位以上者計算其平均分數。
(2) 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其他配合事項分數，如所屬兼任統計調
查員 2 位以上者計算其平均分數。

5. 行政績 下列二項計算分數後加總，所得分數再乘以百分之八，各項計分
效占 8
分

方式如下：
(1)兼任調查員異動頻率，考核期間更換調查員者，由 90 分開始
扣分，每人次扣 10 分，最多扣至零分止。
(2)行政工作業務若有重大疏失事項，由 10 分開始扣分，依情節
扣分，最多扣至 0 分。

三、 其他配合辦理事項考核（10 分）
有下列事項之一者，每一事項酌予加分，但總計酌加分數以 10 分為
限：
(一) 積極督導各項公務統計工作，對提升統計資料品質與時效有具體
事蹟者。
(二) 積極運用統計支援決策，對本所或市府具有建設性成效者。
(三) 訂定機關內部統計稽核要點，稽核及複查各單位公務統計工作。
(四) 推動職務上應用統計分析，納入區政決策者（如發布新聞稿或提
報區務會議、市政會議及上載區公所網頁等情形）
。
(五) 會計室積極辦理年度統計工作及其他相關統計作業規範之擬定、
執行與管考，提升機關統計業務辦理與品質。
(六) 積極督導調查統計工作，對提升調查資料品質與時效有具體事
蹟。
(七) 主動協調所屬兼任統計調查員工作，對調查得以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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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協助支援其他區公所調查事務，使市府整體調查工作得以順利進
行。
(九) 積極配合主計處推展市府各項公務及調查統計業務者。
(十) 其他對統計業務有創新且具建設性之成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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