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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創新措施 一、賡續推動內部控制興利與防弊機制強化措施，以健全本府各機關財務秩序：
96 年度本府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情況聯合訪查計畫，依「96 年度本府
各機關落實實施內部控制制度督導會報」第 1 次會議決議，由各訪查小組
依據分工辦理訪查，於 96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5 日，訪查本府民政局等 16
個機關，訪查結果已於 96 年 9 月 28 日提報第 2 次督導會報討論，會議結
論及相關規定業於同年 10 月 24 日函轉各相關機關知照。
二、創編市政統計週報，供各界及各機關決策參考：自 88 年 5 月 11 日起，將
大眾關心之市政議題加以統計分析，除每週出刊並上網發布外，另自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截至 96 年 11 月底止共發布 439 篇週報。
三、建立本市重要統計指標，宣揚本府施政績效：承續前幾年作法，95 年仍以
彩色圖文並列方式彙編「臺北市近年來重要統計指標」，惟資料已由 10 大
類、72 項指標，擴大為 15 大類、114 中類，合計 935 項指標，陳列 87 年
至 95 年 12 月資料，並首次擇要編製摺頁（15 大類 141 項）
，以方便攜帶查
閱，俾利各界了解本府施政績效。
四、建立國內都市指標，俾作施政績效橫向比較：經彙整 21 縣市及高雄市家
庭生活等 10 大類相關指標資料，再併同本市指標，建立臺灣地區 23 縣市
資料庫，作為本市市政成果評估之用。目前各縣市 88 年至 95 年資料庫已
建置完成，並已完成 96 年版摺頁(15 類 128 項)編製，分送一級機關首長參
用。
五、建立國際都市指標，提供本府努力方向：自 88 年起經參考國內外統計指
標之編製作業現況，選定 10 大類計 50 個具代表性之指標，並設計問卷，
透過外交部及海基會協助函送及催收 50 個世界知名城市填答相關資料。91
年再精進調整指標項目及城市別，截至目前已先後完成 1999 至 2004 年資
料之蒐集及彙編，並置於本處網站供各界查詢參用，且於 95 年起首次編製
摺頁(10 大類 35 項)，以方便攜帶查閱。至 2005 年資料，已完成編印（共
計 28 個城市）
，分送相關機關及上網供各界參用，目前正積極蒐集 2006 年
資料(已收到 9 個城市回復資料)。
重要成果 歲計業務：
一、訂定「9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
，以作為各單位預算機關籌編概
（預）算之依據：為應各單位預算機關籌編 9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需
要，經依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第 31 條規定訂頒「9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編製要點」，並於 95 年 4 月 3 日函頒，本次修正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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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充原「預算員額（含約聘僱）計畫」專案審查內涵為「預算員額（含
重要成果
約聘僱）及臨時人員員額計畫」。（第 10 點）
（二）依實務作業明定機關編製歲入概算時應衡酌以往實收情形；編製歲出
概算時應衡酌以往執行情形。（第 19 點、第 20 點）
二、訂定「9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與「97 年度臺北
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概（預）算共同項目編列基準」等，以作為各附屬
單位預算管理機關（構）籌編概（預）算之依據：為應各附屬單位預算管
理機關（構）籌編 97 年度附屬單位概（預）算需要，並擴充原「預算員額
（含約聘僱）計畫」專案審查內涵為「預算員額（含約聘僱）及臨時人員
員額計畫」
，經依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第 31 條規定，修正訂頒「97 年度臺北
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
，並自 96 年 5 月 3 日實施。另為配合
本府 95 年 8 月 2 日府授工土第 09530192200 號函第 7 點修正刪除工程委外
規劃、設計、監造、測量時，專列委託技術服務費須專案簽報本府核定之
規定，爰修正委託技術服務費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規定，覈實計算所需經費之規範，檢討修正「9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
屬單位概（預）算共同項目編列基準」，自 96 年 5 月 15 日實施。
三、編製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以符規定：為因應中央政
府及各部會對本府各機關之補助、新聞處轉型為觀光傳播局、資訊中心升
格為資訊處、新成立本市家庭教育中心與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裁
撤廣慈博愛院、社會局與浩然敬老院等組織調整、以及部分機關業務需要，
歲入及歲出同額淨計追加 13.55 億元。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
案，業經本府本年 8 月 28 日第 1438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於同日函送市議
會審議。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經追加（減）後，歲入增為 1,471.73 億元，
歲出增為 1,420.47 億元，歲入歲出互抵後賸餘 51.26 億元，用以因應債務還
本 137.44 億元，尚須融資調度數 86.18 億元，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予以
彌平。
四、籌編 97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因應市政推動需
要：
（一）總預算案之編製：97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業依「中央及地方政府預
算籌編原則」
、
「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等規定及各機關施政計
畫，審慎籌編完成，並經本府本年 8 月 28 日第 1438 次市政會議討論
通過，於同日函送市議會審議。為期本府有限資源作最妥適之分配運
用，經依本府施政目標，核實整編結果，97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計列
1,364.34 億元，較 96 年度預算數負成長 6.44%；歲出計列 1,462.06 億
元，較 96 年度預算數成長 3.92%。以上歲入歲出相較，計差短 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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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連同債務還本 66 億元，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為 163.72 億元，
重要成果
將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63.72 億元，以及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 100
億元予以彌平。
（二）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97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
表，經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規定及各機構
事業計畫彙編完成，併同總預算案送請市議會審議，編製情形如下：
1.營業部分（4 個基金）
：營業總收入 180.52 億元，營業總支出 159.41
億元，純益 21.11 億元，繳庫盈餘 6.65 億元。
2.非營業部分（24 個基金）
(1)作業基金（12 個基金）：業務總收入 223.81 億元，業務總支出
183.50 億元，賸餘 40.31 億元，解繳市庫淨額 5.75 億元。
(2)債務基金（1 個基金）：基金來源 480.56 億元，基金用途 480.52
億元，賸餘 0.04 億元。
(3)特別收入基金（11 個基金）：基金來源 569.33 億元，基金用途
581.37 億元，短絀 12.04 億元。
五、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相關計畫，以暢交通
（一）編製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松山線特別預算第三次追加(減)預算
案：松山線因（1）捷運工程局中區工程處運用代辦松山分局新建辦
公大樓之賸餘容積興建捷運辦公室，及捷運出入口須配合該大樓一併
施作，（2）聯開基地之共構經費不足等，爰辦理追加(減)以為因應，
歲入追加數為 4.22 億元，歲出追加數為 12.98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追
加數為 8.76 億元，經本次追加(減)後，預算總數歲入為 161.50 億元，
歲出為 521.52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為 360.02 億元，該追加（減）預算
案並經本府 96 年 8 月 28 日第 1438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於同日函
送市議會審議。
（二）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及後續路
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第三期特別預算 97 年度工務行政各項費用明細
表：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及後續路
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第三期特別預算，前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並作有
工務行政暨準備金應逐年送市議會審議之決議。97 年度預算經核編結
果，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工務行政
9.98 億元；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第三期特別預算工務行政 3.56
億元，並經本府 96 年 8 月 28 日第 1438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於同
日函送市議會審議。
（三）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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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97 年度建設經費（機電系統工程除外）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重要成果
建設計畫後續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算，前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並
作有自 92 年度以後之建設經費除機電系統工程相關經費外，其餘各
計畫預算應逐年送市議會審議之決議。97 年度預算經核編結果，計列
3.35 億元，並經本府 96 年 8 月 28 日第 1438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於
同日函送市議會審議。
（四）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信義線及松山線特別
預算 97 年度建設經費：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
信義線及松山線特別預算，前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並作有自 94 年度
起之各項計畫預算應逐年送市議會審議之決議。97 年度預算經核編結
果，信義線特別預算計列 21.11 億元；松山線特別預算計列 31.33 億
元，並經本府 96 年 8 月 28 日第 1438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於同日
函送市議會審議。
六、編製臺北文化體育園區開發案特別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以提倡文化
休閒活動：文化體育園區開發案因（1）「A21 兩層鋼構停車場新建工程」購
置費及其售價調增，
（2）配合忠孝東路 4 段 553 巷道路拓寬，增加園區土地
內縮道路開闢經費，（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助聘請專業顧問公司協
助辦理 BOT 案簽約後之興建營運契約管理、監督與出國參訪國外大型巨蛋
體育館及其附屬事業設施，
（4）修正預算執行期間為 91 年 10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等，爰辦理追加(減)以為因應，歲入追加數為 1.49 億元，歲出
追加數為 2.52 億元，追減數為 2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追減數為 0.97 億元，
經本次追加(減)後，預算總數歲入為 105.98 億元，歲出為 248.65 億元，歲入
歲出差短為 142.67 億元，該追加（減）預算案並經本府 96 年 8 月 28 日第
1438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於同日函送市議會審議。
七、辦理本府各機關 97 年度新購及汰換車輛專案審查作業，據以編列預算：97
年度各機關新購及汰換車輛提報 4 億 5,059 萬 8,636 元，為抑制各機關公務
車輛膨脹，撙節購車及相關經費支出，經依 96 年 5 月 31 日府頒「臺北市政
府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要點」擬具「各機關 97 年度概算新購及汰換車
輛審查原則」，審查結果經於 96 年 8 月 1 日提報本府 97 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查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查通過核列 2 億 2,050 萬 9,935 元。
八、辦理臺北市議會審議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彙復表函
送市議會：
「臺北市議會審議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彙
復表」
，業依審議意見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以 96 年 8 月 28 日府主一字第
09630902900 號函送市議會。
九、辦理臺北市議會審議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審議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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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彙復表函送市議會：
「臺北市議會審議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
重要成果
位預算及綜計表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彙復表」
，業依審議意見作業要點第 10 點
規定，以 96 年 8 月 28 日府主二字第 09630913500 號函送市議會。
十、修訂「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以符實需：為有效控管預算之
執行，經參酌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行政院函頒特別費之
支用規定及各機關對提升本府預算執行績效之相關建議，檢討修正「臺北
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於 96 年 1 月 5 日修訂函頒，並將修正後要
點連同相關書表格式及法令規定彙印成冊，於同年月 19 日函送市議會與審
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及本府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構）。本次修正重點包括：
（一）為使本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之資本支出內容有其一致性規範，
將「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內容增列「無形資產（購置無形資
產）計畫」暨「遞延借項（遞延支出）計畫」。（第 7 點）
（二）針對公共關係費中屬特別費性質之支用，增訂應切實依行政院函頒支
用規定辦理。（第 10 點第 2 款）
（三）增訂併決算時，各基金管理機關（構）應注意各該基金之財源，及其
由盈（賸）餘轉為虧損（短絀）之情形。（第 12 點第 1 項）
（四）增訂各基金新增或租約到期繼續租用辦公廳舍，應先洽財政局確無適
用房舍後，始得依規定辦理租用。（第 12 點第 6 款、第 31 點第 3 款）
（五）增訂超預算之盈（賸）餘繳庫數，應依限報送主管機關。如有特殊原
因，並應依限報經主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准。（第 13 點第 2 項）
（六）增訂各基金辦理調整容納時應敘明調整容納之財源。（第 14 點第 1 款
第 3 目、第 15 點第 1 款第 1 目）
（七）增訂各基金管理機關（構）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保留款未經核定前，
已發生契約責任之案件，基於事實需要並依合約規定辦理付款者，得
在原申請保留年度科目經費內辦理，其已支付或溢付之款項，應由各
支用機關（構）負責收回。（第 14 點第 5 款）
（八）增訂受託代辦經費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其未支用數須於下年度繼續辦
理者，免將未支用數移回委辦機關等執行規範。
（第 22 點、第 31 點第
10 款）
另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業於上(95)年 12 月 29 日修訂函頒在案。
十一、從嚴審查各機關申辦預算保留，以利各機關辦理決算：各機關 95 年度預
算及以前年度保留轉入之各項計畫，未能於年度終了前完成，除依預算法
第 72 條規定就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各機關原預計保留
93.23 億元，嗣經各機關依收支整理後之實際執行結果申報保留，並經本處
複審後計核列保留數 66.02 億元外，對於各機關已積極辦理，因不可抗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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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經費尚未支用，惟已對外承諾之施政計畫，基於政府誠信原則，須
重要成果
繼續辦理完成，如重新編列預算緩不濟急且下年度預算無法調整支應，經
提本府 96 年 1 月 17 日由吳副市長主持召開之專案會議審查，決議保留者
計 72.33 億元，嗣機關依實際需求專簽奉准增列為 72.37 億元。最後各機關
95 年度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合共 138.39 億元。
十二、編具 95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送請市議會審議：
95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核列 7 億 2,600 萬元，於年度進行中因
應各機關施政需要，動支 7 億 1,528 萬 5,195 元，未動支數 1,071 萬 4,805 元，
以預算賸餘數處理。上開動支情形業依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第 70 條規定，
編具「95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經本府 96 年 2
月 6 日第 1410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並於同日函請臺北市議會審議。
十三、編具 95 年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準備金動支數額
表，送請市議會審議：市議會審議通過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
畫特別預算第一、二、三期準備金編列數額共 302 億 9,751 萬 5,950 元，經
本府於 77 年度至 94 年度先後核准動支數 171 億 7,204 萬 9,549 元。95 年度
準備金動支數額計 1 億 7,953 萬 6,022 元，業編具動支數額表，經本府 96 年
2 月 6 日第 1410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並於 96 年 2 月 14 日函請臺北市議
會審議。
十四、定期檢討年度預算執行能力，以提升施政效能：本處除按月於市政會議
提報各機關預算執行情況，促請預算執行落後之機關及早因應積極辦理
外，另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預算執行考核獎懲作業要點」
，於 96 年 5
月 21 日完成工作組對 95 年度各機關預算執行結果之初核，並於 96 年 9 月
13 日提報由 林副市長召開本府專案會議審查完竣，其會議紀錄及最終審
查結果業於同年 10 月 19 日簽奉 市長核准並函知各機關。
十五、完成 95 年度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於法定期限內函
送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核：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業
於 96 年 4 月 24 日提報本府第 1420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並於同年月 30
日依法函送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核。案經該處於同年 7 月 24 日審核完
竣，函送審核報告到府。其中本市地方總決算審定結果：歲入決算數 1,532.14
億元，歲出決算數 1,355.87 億元，歲入歲出相抵並扣除債務還本 55.58 億元
後，計有收支賸餘 120.69 億元。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執行結果：
（一）營業部分：營業總收入 159.08 億元，營業總支出 139.70 億元，收支互
抵後盈餘 19.38 億元。
（二）非營業部分
1.作業基金：業務總收入 236.42 億元，業務總支出 194.70 億元，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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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互抵後賸餘 41.72 億元。
重要成果
2.債務基金：基金來源 498.24 億元，基金用途 492.97 億元，來源用途
互抵後賸餘 5.27 億元。
3.特別收入基金：基金來源 587.14 億元，基金用途 560.21 億元，來源
用途互抵後賸餘 26.93 億元。
會計業務：
一、嚴格審核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並按月提報預算執行情形於市政會議，以
增進財務效能，另按季將重要事項考核報告予市議會備查：為了解各機關
預算執行實況及財務收支變動情形，以提供決策參考，並增進財務效能，
本處均按月審核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並依據各機關執行狀況月報表，據
以彙編本府各機關預算執行情形按月提報市政會議，另本府復依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第 61 條規定，按季編送本市地方總預算執行情形書面報告予臺北
市議會備查。
二、編製總會計報告及彙編各機關歲出用途別支出報告，函請有關機關參考：
依據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辦理總會計統制紀錄，並彙編總會計報告函報
行政院主計處及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另依各機關之歲出用途別資料彙整
產生歲出用途別支出報告以電子郵件傳送行政院主計處。
三、賡續辦理附屬單位會計制度審查工作，發揮會計輔助管理功能：本府所屬
附屬單位預算計有 26 個，較去年 25 個新增臺北市臺北藝術中心基金，截
至 96 年 11 月底止，已審查核定 21 個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構）之會計制度，
完成初審者計有臺北市臺北藝術中心基金及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等 2 個會
計制度，餘 3 個會計制度正由各機關設計中；另完成核定臺北大眾捷運股
份有限公司修正會計制度。
四、擴充決算系統並推動臺北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開發案，以提升主計行
政效率及作業品質：
（一）決算系統之擴充：為辦理本府 95 年度決算作業所需，於 95 年底前配
合法令、政策之變革等，進行「臺北市地方公務決算系統」程式維護
及功能擴充，以提升本市地方總決算編造之效能，嗣於 96 年 1 月 11
日將上開系統之更新程式掛於本府網站，供各機關下載並順利完成 95
年度決算作業。
（二）臺北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之開發：為促使本府各機關會計作業電
腦化，以提升行政效率，賡續視會計管理系統之穩定性推動各機關上
線。
五、編製 96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送請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查
核：本處依決算法第 31 條準用第 26 條之 1 之規定，編造 96 年度本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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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暨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完竣，於 96
重要成果
年 8 月 31 日送請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查核。案經該處於同年 9 月 26 日審
核完竣，函送審核報告到府。
統計業務：
一、辦理公務統計，充實決策資訊：積極協助各機關依據業務推動狀況，適時
增刪修訂統計報表。
二、編印各類統計年刊，分送各界參考使用： 96 年版「臺北市統計年報」及中、
英文「臺北市統計摘要」
，已編印完成，分送各界參考應用，本年報及摘要
除委由書局販售外，其資料亦置於本處網站以方便各界查閱。
三、審核本府各機關統計調查實施計畫，以達簡政便民之目的：96 年度本府各
機關擬辦理之統計調查，計有臺北市消費者物價調查、臺北市文化指標調
查、臺北市工業園區廠商調查等 7 項，已陳報行政院主計處列入「96 年各
機關統計調查一覽表」公告，其中 3 項須報送調查實施計畫部分，分別為
「96 年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園區廠商調
查」
、
「臺北市 95 年文化指標調查」及「臺北市民眾使用網際網路情形調查」
，
皆已完成報核程序，使調查問項更為周延、完備，俾利完成事後之統計分
析。
四、辦理本市民間經濟活動調查，提供各界使用：按期辦理本市家庭收支及物
價等民間經濟活動調查，並編印調查報告，供相關機關制定社會福利政策
或為觀測物價水準、調節物資供應及衡量購買力之用。
五、繼續協助中央政府辦理各項調查，建立良好互動模式：按期協助中央各部
會辦理包括受雇員工動向調查、民間自建營繕工程調查、人力運用調查等
9 種調查，本月份已進行辦理者計有人力資源調查、受雇員工薪資調查、
國內遷徙調查及汽車貨運調查等 4 項調查。
六、配合行政院主計處辦理 9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本市於 96 年 3 月 1 日成
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處、所，辦理臺北市調查及審核工作，實地查訪作業
已於本（96）年 4 月 15 日全面展開，至 7 月 15 日完成，各項普查表件經
審核後，業於 7 月 31 日寄送行政院主計處彙辦。
未來施政重點
一、精進預算編製作業，以協助推動市政建設。
二、賡續審查附屬單位會計制度，發揮會計輔助管理功能。
三、賡續推動「臺北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以提升行政效率。
四、賡續辦理本府督導各機關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之幕僚作業，以強化內控機制，健全財務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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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繼續建立國內及國際都市統計指標，以提供本市努力方向，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六、加強職務上應用之統計分析工作，以發揮統計功能。
七、精進統計調查業務，提高統計調查效能，主動提供正確資訊，以提升各種統計服務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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