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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 案 獎 項 □創新獎  □精進獎（請自行勾選參獎獎項） 

提 案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提 案 人 
（或單位） 

支付科 

主要提案人：陳秋蓉（60%） 

其他參與人：劉科長寧添（10%）、高專員嘉隆（20%） 

高股長巧如（10%） 

提 案 主 題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應繳費款改採電連存帳轉帳代繳機

制 

全國首創建置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繳納各項費

款、員工健（勞、公）保費、勞退基金、公用事業費款、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高中職以上學校軍護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及軍人保險費等應繳費款

改採電連存帳轉帳代繳機制。  

提 案 緣 起 

原各項應繳費款採簽開支票方式辦理支付，且部分費款作

業上須分別簽開支票（員工自付額及機關負擔額），各機關必須

先派員來本局領取支票後，先行保管，俟規定繳納期限（於當

月、次月或次次月等不同期限），再持繳費單據連同支票至代收

之銀行併繳取據，相當耗時費力。 

為提升庫款支付效能，簡化作業流程，藉各機關、健（勞）

保局、公保處、公用事業機構、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代庫銀

行及代收銀行間跨域合作、資源共享，從搜集資料、研究報告、

開會研商、業務訪問、問卷調查等系列之前置作業，至建置作

業系統、訂頒作業程序；並運用資訊化作業環境、結合現有健、

勞保局轉帳扣繳機制、代庫銀行網路銀行對帳服務及本局支付

業務傳匯機制，分項建置應繳費款之轉帳代繳機制，花費最小

成本（規劃執行經費 0元），達成多贏效益。 

本案大幅簡化付款憑單遞送及支票簽開、保管、臨櫃繳納

與補換發等相關作業暨成本，提高電連存帳執行率，使支付業

務達成全面電子化目標，並達到本府「多用網路、少用馬路及

推動無紙化」之施政目標，其創意堪供各級政府參考學習如下： 

一. 首創全國於代庫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市庫存款戶項下增

設員工之健（勞、公）保費、勞退基金、公用事業費款等

應繳費款代扣繳專戶，並配合機關別代號及費用別代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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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明細帳戶，由各機關以各自之明細帳戶向代庫銀行辦理

約定轉帳扣繳健、勞保費、勞退基金及公用事業費款，扣

帳成功後由代庫銀行提供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於備註欄載

明相關投保單位代號、保險證號碼或水號、電號及電話號

碼等對應資料），另健、勞保局依據扣款檔案製發收據寄送

各機關，解決各機關分次提領、保管支票及臨櫃繳納等問

題。 

上開健（勞、公）保費、勞退基金等費款存入繳費專戶後，

在未辦理轉帳代繳前仍屬市庫存款，每月約 4 或 5 億元，

由本局統籌調度運用，節省公庫利息支出負擔。 

二. 公務人員、軍護人員退撫基金因代收行庫僅限臺銀、一銀

及合庫 3 家銀行且無轉帳繳納機制，致無法比照健、勞保

等費款存入市庫存款代扣繳專戶轉帳扣繳，而改採於代收

銀行（臺灣銀行）設立各機關繳費專戶，機關於扣帳日期

前透過財政局將應繳費款匯入繳費專戶，再持繳費清單及

繳款卡至臺銀辦理轉帳代繳，解決各機關分次提領、保管

支票等問題。 

 

實 施 過 程 
及 投入成 本 

一. 實施過程： 

推辦應繳費款改採電連存帳轉帳繳納作業過程中，因部分

費款面臨下列之問題，仍需採簽開支票方式辦理支付： 

(一) 部分機構無轉帳代繳機制：中央信託局公務人員保險處及
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因無轉帳代繳機制，各機關需自行製

單繳費申報，無法直接以電連存帳方式辦理支付。 

(二) 部分費款具延繳及彙繳之特殊性：各機關健（勞、公）保
等費款作業上須分別簽開支票，先行領回保管，俟規定繳

納期限（於當月、次月或次次月等不同期限），再併同繳

費單據至代收金融機構併繳，無法直接以電連存帳方式辦

理支付。 

(三) 費款代收行庫家數之限制：退撫基金之代收銀行只限臺
灣、第一、合庫等 3家銀行，本府代庫銀行無法代收，若

欲普及需增加委託代收行庫，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意願不

高。 

應繳費款改採電連存帳轉帳繳納作業，極具創新性、挑戰

性且執行困難度頗高，非本局獨立得以完成，需各機關、健（勞）

保局、公保處、公用事業機構、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代庫銀

行、代收銀行間跨域配合；為解決上述應繳費款面臨之問題，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3 

實 施 過 程 
及 投入成 本 

本局成立跨科室專案工作小組全力推動，從腦力激盪、搜集資

料、研提創意方案、擬定研究報告、開會研商（附件 1）、業務

訪問、問卷調查等系列之前置作業，至建置作業系統、訂頒各

相關作業程序，分項建置應繳費款之轉帳代繳機制；運用本局、

各機關、代庫銀行、代收銀行等相關機構現有之資訊化作業及

人力資源，不經委外辦理，花費最小成本（規劃執行經費 0元），

創造最大效益，其措施分述如下： 

(一) 因應費款之作業方式，分別建置繳費專戶，發揮轉帳代繳
功能： 

1. 全國首創於代庫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市庫存款戶項下增設
健（勞、公）等應繳費款繳費專戶。 

2. 公務人員、軍護人員退撫基金因代收行庫家數之限制及無轉
帳繳納機制，比照「健、勞、公保費、勞退基金及公用事業

費款轉帳繳納作業程序」於代收銀行（臺灣銀行）設立繳費

專戶。 

(二) 利用網路傳輸，簡化作業流程，減少人力作業 

1. 網路連線傳輸作業：各機關編製憑單利用電子支付系統，採
電連存帳方式，藉由網路傳輸將應繳費款直接傳送本局；節

省機關派員分次送件、領取支票之人力。 

2. 電腦調檔、審核憑單：本局於電腦畫面調檔、審核憑單無誤
後，傳匯應繳費款至繳費專戶，節省逐筆登打資料之人力。 

3. 取據核銷：無轉帳代繳機制者，各機關持繳款單，臨櫃轉帳
繳納取據核銷；有轉帳代繳機制者，各機構將依銀行完成自

動扣款之回傳檔案製發收據予各機關，節省取據核銷之人力

作業。 

4. 提供網路表報下載服務：銀行及財政局網路提供表報、匯款
明細（附件 2）供機關核帳及下載，發揮「多用網路、少用

馬路」之目標。 

二. 法制建置： 

本案依各項應繳費款之特殊性及限制性分階段實施，並訂

定相關之作業程序及法令如下： 

(一) 訂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扣繳各項公用事業
費款作業要點」。 

(二) 訂定『臺北市政府員工代扣款比照「劃帳發薪」作業各機
關學校應行注意及配合事項』。 

(三) 訂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健、勞、公保費等代扣繳
費款繳納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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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 投入成 本 

(四) 修訂「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健、勞、公保費等代扣
繳費款及公用事業費款轉帳繳納作業程序」。 

(五) 修訂「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健、勞、公保費等代扣
繳費款及公用事業費款轉帳繳納作業程序」。 

(六) 訂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
轉帳繳納作業程序」。 

(七) 修訂「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
轉帳繳納作業程序」。 

(八) 訂定「軍人保險費費款繳費作業」。 

(九) 訂定「軍護人員退撫基金費款繳費作業」。 

98年為提升行政效能，增修並整合上開散見之規定為一完

整之作業程序為「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應繳費款作業程

序」（附件 3），於業務及法制上更臻完備，俾利各機關參照辦

理。 

 

實 際 執 行 
成 效 

各項應繳費款改採電連存帳轉帳代繳機制，自 90年起分階

段實施；完成市府 400 餘機關學校長久以來人工持支票繳納方

式，改採利用金融機構轉帳代繳機制繳納，將款項藉由臺北富

邦銀行及臺灣銀行之轉帳代繳機制，迅速、安全的完成繳費作

業，其所產生之效益臚列如次： 

一. 創新性 

(一) 首創全國以電連存帳方式轉帳扣繳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各
項應繳費款，縮短作業流程，提高庫款支付效能，提升市

府整體行政效能。 

(二) 業務的推辦與各機關學校、銀行資源共享，使庫款支付邁
向全面電子化，並為提升機關配合度，建置帳務查詢系

統，供各機關網路查詢帳務。 

二. 應用性 

(一) 建置轉帳代繳機制之方案、經驗值得他縣市政府參考學
習；財政部北區支付處及高雄市政府陸續派員親至本局參

訪觀摩（附件 4）。 

(二) 運用代庫及代收銀行之約定轉帳繳納機制，持續創新及簡
化作業流程，提升本府集中支付效能，強化便民服務品質。 

三. 效益性 

(一) 外部效益：本案推辦以來，95、96、97年業務訪問，受訪

機關高達 9成以上表示滿意，並多予口頭鼓勵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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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成 效 

1. 就各機關而言： 

（1）就成本面：每年減少簽開付款憑單約 90,000 張、支票領

取約 15,000次及至銀行臨櫃繳納之時間成本。 

（2）免除支票保管、或因遺失、污損衍生之補換發等手續。 

（3）改善各機關代扣繳費款單據之取據核銷之繁瑣作業。 

2. 就銀行而言： 

（1）銀行減少櫃台之繳費等候人潮，及臨櫃辦理之相關成本。 

（2）代庫銀行節省支票印製、整理、票據交換等作業成本。 

3. 就健（勞、公）保等機構及公用事業機構而言： 

（1）可確保於期限內收齊各機關應繳之費款。 

（2）可運用代庫銀行轉帳扣繳資料檔案，提升核帳銷號作業效

率，節省人力。 

(二) 內部效益： 

1. 就成本面：每年可減少市庫支票簽開張數約 90,000張、郵

寄支票之郵資約 200,000元（附件 5），並節省支票遺失、

污損而衍生之補換發等後續作業之人力及成本。 

 

支票簽開張數及郵寄支票郵資實施前後比較表（參閱附件 5） 

項目 
實施前 

（90年） 

實施後 

（97年） 

實施後 

減少數 

支票簽開 

張數 

106,378 

（郵寄 10,495＋候領

95,883） 

11,293 

（郵寄 600＋候領

10,693） 

95,085 

郵寄支票 

郵資 

10,495×25元 

＝262,375 

600×25元 

＝15,000 
247,375元 

    

2. 健（勞、公）保費、勞退基金，未辦理轉帳代繳前仍屬市
庫存款，每月約 4至 5億元（附件 6、7），由本局統籌調度

運用，節省公庫利息支出負擔。 

 健（勞、公）保費、勞退基金，未辦理轉帳代繳前仍屬市庫存

款，由本局統籌調度運用之金額（參閱附件 6、7）（98年、元） 

項目 

月份 
健保費 勞保費 公保費 

勞退 

基金 
合計 

5月 274,608,274 64,442,351 112,867,351 19,799,290 471,717,266 

6月 299,573,341 68,631,077 121,359,655 20,938,867 510,50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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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 98年 6月，電連存帳執行率已達 99.23 %（附件 8），

使支付業務朝全面電子化之目標邁進。 

 

 

相 關 附 件 

附件 1：與臺灣銀行開會研商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案 

附件 2：財政局網站提供各類表報服務 

附件 3：「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應繳費款作業程序」 

附件 4：財政部北區支付處及高雄市政府陸續派員親至本局參

訪觀摩照片 

附件 5：歷年度市庫支票簽發張數表 

附件 6：98年 5月各機關代扣繳費用專戶統計表 

附件 7：98年 6月各機關代扣繳費用專戶統計表 

附件 8：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電連存帳執行率退匯率統計表 

聯 絡 窗 口 

姓名：陳秋蓉 

電話：0227287849 

Email：cu_0106@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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