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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中華民國 100 年度（以下簡稱本年度）新北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

綜計表，新北市政府於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函送本處，本處於法定期限內，依法

完成審核，並於同年 7 月 27 日送達貴議會審議。 

本年度新北市政府計有編列單位決算之普通公務機關單位 92 個（所屬分機關

單位 79 個）；編列附屬單位決算之公營事業單位 1 個，非營業特種基金單位 18 個，

總計審核 111 個機關單位之決算。 

本處對於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之審核，係依據審計法、決算法所

規定應行注意事項及審計部所訂各種審核內規，並設總決算審核委員會為縝密之

審計。秉持合法性與效能性審計並重原則，自平時會計報告及憑證之審核，以至

派員赴各機關就地抽查，各項審核工作，均力求嚴謹周延，調查考核內容，務期

客觀確實。 

本年度編報新北市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篇幅繁多，

為便於瞭解，茲將主要內容彙整為本簡報，以供參考。 

貳、總預算執行之審核 

本年度歲入總決算經修正增列 2 億 1,361 萬餘元，審定歲入決算為 1,428 億 

293 萬餘元，較預算數 1,406 億 334 萬餘元增加 21 億 9,958 萬餘元，約 1.56％，主

要係土地增值稅因都市發展環境改善，不動產交易市場熱絡，較預算數超收所致；

又本年度歲入決算之應收保留數 32 億 7,931 萬餘元，占歲入預算數 2.33％，主要

係已開徵之土地增值稅及地價稅尚未收取，與部分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尚未核撥。 

歲出總決算經修正減列 5 億 810 萬餘元，審定歲出決算為 1,458 億 9,900 萬

餘元，較預算數 1,552 億 334 萬餘元減少 93 億 433 萬餘元，約 5.99％，主要係各

機關衡酌業務實際需要覈實支付與配合節約措施撙節支出，及各計畫經費結餘。

本年度歲出決算之應付保留經費 73 億 9,976 萬餘元，占歲出預算數約 4.77％，主

要係工程規劃設計中、或規劃設計欠周辦理變更設計中、或施工中尚未完工等因

素，約占 63.23%；其次為因工程款、用地取得補償費或預付款等尚未檢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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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完成結報手續而予保留者，約占 14.78％，若按主管機關別劃分，則以工務局

主管保留 22 億 8,584 萬餘元，占應付保留總數 27.32％為最高，其次為水利局主管

保留 18 億 3,683 萬餘元，占應付保留數 17.40％。各主管機關單位允宜就預算執行

落後之計畫深入分析其原因切實檢討改善，以提升歲出預算執行成效。 

歲入歲出相抵產生差短 30 億 9,607 萬餘元，連同債務還本 346 億元，合計

共須融資調度 376 億 9,607 萬餘元，經以賒借收入 290 億 1,780 萬元支應後，尚

有收支短絀 86 億 7,827 萬餘元（詳請參見總決算審核報告甲－1 頁至甲－12 頁）。 

茲將年來本處審核新北市總預算執行情形所提重要審核意見，摘要列述如次： 

一、歲入歲出類別隨改制消長，允宜衡酌因應創造發展優勢：本年度歲入決

算審定總額 1,428 億 293 萬餘元，依來源別分析，其中以補助及協助收入較 99 年

度改制前增加金額 306 億 5,875 萬餘元最鉅（約 201.53％），次按 99 年度改制前臺

北縣及各鄉鎮市之歲入決算合計 1,215 億 4,769 萬餘元，比較各項來源別金額增減

情形，則亦以補助及協助收入增加 251 億 4,459 萬餘元最多（約 121.31％），顯示

改制後獲得中央補助收入顯著成長，係因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公共債務法未完成修

法，中央政府爰增加補助，允宜衡酌改制後各項歲入消長情形，妥為謀求因應策

略，以期供給民生建設財源所需，並為求長期財政之穩健，亦待按地方稅法通則

擘劃開創地方稅收，增加自治財力。又該府本年度執行非計畫型中央政府補助經

費，核有累計預算分配實支率偏低、工程標案執行進度落後等情事，亟待積極辦

理及加強管考，以提升財務效能。另本年度歲出決算審定總額 1,458 億 9,900 萬餘

元，依政事別分析，其中以社會福利支出較 99 年度改制前增加金額 167 億 9,665

萬餘元最鉅（約 114.97％），退休撫卹支出增加 93 億 1,780 萬餘元次之（約 366.19

％），顯示改制後社會福利為市政重點發展方向，及公務人員退休照顧之財政負荷

日益龐鉅，對於照護社會弱勢及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趨勢，影響社會經濟生產力滑

動現象，亟待謀求對策，以增挹資本支出促進經濟繁榮。次按 99 年度改制前臺北

縣及各鄉鎮市之歲出決算合計 1,341 億 631 萬餘元，比較各項政事別金額變動情

形，亦以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138 億 6,115 萬餘元最多（約 79.00％），退休撫卹支出

增加 86 億 3,261 萬餘元次之（約 267.29％），而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則減少 53 億 9,484

萬餘元（約 12.11％）、經濟發展支出減少 44 億 6,687 萬餘元（約 18.94％），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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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經濟發展及人力資源之培養，允應衡酌改制後整體歲出規模及配比消長情形，

賡續擴增在地建設，積極發展地方經濟特色，以提升城市競爭力。 

二、歲入歲出差短及歲出應付保留數、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未結清數金額頗

鉅，允宜檢討改善：本年度歲入歲出執行結果，仍有差短 30 億 9,607 萬餘元，雖

較預算數減少 115 億 392 萬餘元，且較前臺北縣民國 99 年度差短數 110 億 2,834

萬餘元已有明顯下降，惟仍有待努力達成收支平衡。歲出預算須轉入下年度繼續

執行之應付保留數及比率分別為 73 億 9,976 萬餘元、4.77％，其中部分機關預算執

行情形未臻理想，如工務局、水利局應付保留金額合計達 40 億 293 萬餘元，占應

付保留數 54.10％，仍待賡續檢討完備計畫之先期作業，並落實執行。另以前年度

歲出未結清數須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者，亦高達 64 億 3,944 萬餘元（32.36％），以

交通局、淡水區公所、工務局、蘆洲區公所等機關之未結清數最多，執行績效有

欠理想，勢將連帶影響以後年度歲出預算執行效率。又保留 94 年度臺北排洪工程

急需改善增建抽水站、96 年度捷運系統環狀線計畫總顧問委託技術服務，及樹林

區立仁街地下道截彎取直工程等經費，已執行多年尚未完成，其治理成效攸關民

生福祉及基層建設永續工程項目，有待積極辦理，避免雨季來臨影響防洪減災成

效，並儘速提供市民優質運輸服務。 

三、應收行政罰鍰執行績效欠彰，亟待加強列管清理催繳：該府截至本年度

止，應收未收行政罰鍰件數 77 萬餘件、金額 17 億 8,907 萬餘元，經查清理情形，

核有：（一）罰鍰收繳情形未臻理想，亟待檢討研謀具體改善措施：以前年度轉入

本年度執行之實際收繳數 9 萬餘件、金額 2 億 3,205 萬餘元，占期初轉入數約 11.97

％、12.40％，執行率偏低；又本年度期末新增欠繳數 8 萬餘件、金額 3 億 6,032

萬餘元，占期末應收未收數約 10.72％、20.14％，其中轄管應收罰鍰金額增加逾 5

千萬元以上者，有警察局、城鄉發展局等 2 個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就管控稽催及

行政處理機制仍待強化，以提升清理成效；（二）累積未結案件金額龐鉅，清理效

能有待改善：該府所屬各機關本年度暨以前年度行政罰鍰平均收繳率僅 47.94％，

其中轄管應收罰鍰逾 1 億元以上者，有警察局、城鄉發展局等 2 個主管機關；5

千萬元至 1 億元者，有工務局、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局、勞工局等 4 個主管機

關；1 千萬元至 5 千萬元者，有財政局、消防局、衛生局、農業局、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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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及地政局等 7 個主管機關，對於案件清理時效允宜確實有效掌握，並注意

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歲入預算執行考核獎懲作業要點所訂相關規範妥適處

理，落實督導；（三）部分案件懸列未結多年，允宜積極妥處：應收行政罰鍰屬於

95（含以前）、96 年度部分，共 31 萬餘件、金額 5 億 6,685 萬餘元，為免因延宕處

理造成收入流失，斲喪社會公平性，允應積極妥處，並依決算法第 7 條規定檢討

保留之妥適性，加強列管執行。 

四、改制後各區公所有關單位決算編製、經代管設施及辦理回饋金等作業，

於執行及法制面均存有缺失，亟待加強辦理或強化制度規範，以提升施政績效：

改制後區公所接受各局處業務移撥或委託辦理項目頗多，經抽查結果，核有下列

共同性缺失：（一）單位決算編製內容未盡允適，亟待積極檢討妥處：依決算法、

新北市地方總決算編製要點、新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規定，已規範單

位決算編製內容要項。各區公所單位決算經書面審核結果，核有預算規劃未周及

執行率欠佳、平衡表各科目結餘未依歲入性質繳庫等 2 類 10 項未盡事宜；（二）

經代管設施運用情形欠佳，亟待研謀改善提升使用效能：有關活動中心管理部分，

間有未依新北市各區里活動中心收費標準覈實計收使用費等 5 項；公有零售市場

經營管理部分，則有公有市場攤位使用人未依規定組成自治組織等 7 項；經代管

公有藝文設施部分，亦有經管藝文設施與主管機關列管項目數量不一，未能整合

適時釐正並建置藝文設施行銷窗口等 4 項情事；（三）回饋金辦理作業未盡周延，

允應檢討妥處提高財務效益：新北市轄內諸多鄰避設施訂有回饋地方措施，本年

度分配各相關區公所執行之回饋金達 11 億 7,536 萬餘元。經抽查結果，核有未依

規定召開會議及委員出席率欠佳，不利業務推展、回饋計畫提報未盡周延、回饋

金執行項目未依用途廣泛運用、自治法規資訊網平台之公開資訊未臻完整、執行

單位未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完整公開回饋金相關資訊等事項，均待檢討辦理

及強化制度規範，以提升施政績效。 

五、國家賠償案件處理效率仍待提升，求償事件造成鉅額公帑損失，亟待檢

討課責積極妥處：該府本年度實際發生國家賠償 5,448 萬餘元，有關賠償案件之處

理作業及求償情形，核有：（一）部分機關未依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規定程序及期限辦理，亟待督促依規定妥處，以提升處理時效；（二）部分國家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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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案件經協議成立及訴訟判決賠償，未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規定期限 30 日內支

付賠償金或開始回復原狀，允應檢討妥處，避免衍生利息負擔；（三）依國家賠償

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於賠償請求權人後，對於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之公務員有求償權，惟查已具體求償金額及件數比率偏低，亟待督促落實行使

求償權，以維護公款權益；（四）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標準作業程序之時限未

臻明確，亟待審酌研議制度面與實務需求契合之各層級機關賠付金額級距及覆核

等規範，俾使處理國家賠償事務合規簡便；（五）汐止、新店地政事務所陸續發生

因土地測量及登記錯誤，經請求權人申請國家賠償，嗣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案經

法院分別判決須賠償 4,629 萬餘元、494 萬餘元等情事，亟待積極檢討妥處。 

六、運用資訊系統辦理社會福利給付已降低溢領情形，惟管控機制仍待加強：

該府為有效降低溢發各項福利津貼，運用戶役政、自行開發社會行政管理資訊及

內政部全國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對資訊等系統，控管現金給付作業，已能大

幅減少溢領情形之案件。本年度編列現金給付預算 47 億 8,437 萬餘元，實現數 44

億 6,079 萬餘元，惟在核發作業及控管機制方面，仍有尚須改進事項：（一）各項

津貼溢領催繳及帳務註銷作業規範闕如，遲未訂定相關自治規章作為執行之依

據；（二）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作業已運用系統管控，惟前置造冊更新作業未盡落

實、各單位於設籍標準日後至禮金致贈期間名冊更新機制未臻完善，致有已死亡

或已遷出新北市仍領取禮金 2,153 筆、金額 445 萬餘元之異常資料；（三）溢領尚

未收回款項未列會計帳管理，均由各該業務科承辦人自行控管，易因人員異動，

造成後續列管催收之疏漏等情事，管控機制仍待加強。 

七、補助公車業者經營之多條路線搭乘率偏低，允宜研謀改善提升運量：該

府為改善部分地區對外聯絡交通，並培養未來捷運運量，由交通局於本年度編列

預算 3 億 7,738 萬元，補助公車業者汰換公車及經營「環狀線先導公車」、「台北大

學特定區社區接駁公車」等多條路線。經查營運情形，核有：（一）核定公車業者

聯合營運「環狀線先導公車」，補助購置油電混合公車 40 輛，金額 1 億 5,570 萬元，

營運結果原路線由捷運新店大坪林站至新北產業園區站，因停靠站過少，致民眾

搭乘率不高，離峰時段甚有空車行駛；（二）核定「台北大學特定區社區接駁公車」

5 線營運計畫，補助業者購置車輛 16 輛，金額 1,100 萬元，營運結果經當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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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路線不符民眾需求，及媒體報導「北大特區蚊子公車，居民批浪費」等欠妥

情事，允宜研謀改善提升運量。 

八、道路巡查養護之督導作業未臻妥適，允應檢討改善以提升道路養護品質：

道路運輸與民眾活動息息相關，如路面品質不佳，將嚴重影響用路人安全與權益。

該府工務局及養護工程處本年度將所屬 29 個行政區之縣道及鄉道分為 8 區，委由

5 家承商辦理道路巡查及養護業務，總金額 3 億 5,771 萬餘元，惟據媒體報導，下

雨過後仍常出現坑洞、龜裂情形；另按該府本年度 12 月公布年度施政滿意度調查

結果，市民不滿意度以道路交通（47.2％）居冠，並以道路鋪路品質差、路面坑洞

高低不平，最為人詬病。經查道路巡查養護辦理情形，有關工務局主管部分，核

有：（一）未依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建立公路基本資料庫，亦未指定專責人員管

理；（二）整建修復等之管理維護資料未有效統整，致道路修建缺乏整體規劃；（三）

委外辦理縣（鄉）道養護工程，每月查驗各區工程之督導紀錄間有闕漏；（四）委

外辦理道路坑洞巡查，巡視員編組及作業程序未依規定辦理；（五）各級道路之修

建養護作業不一；（六）道路銑鉋加鋪之前置作業未臻嚴謹等情事，允應檢討改善

以提升道路養護品質。至各區公所部分，核有：（一）部分路面初驗不合格者，或

未完成複驗，或修復查驗作業拖延長達 1 年之久；（二）未依新北市政府道路養護

手冊規定，辦理挖掘路段每日巡查工作，並記錄巡查督導報告，管理品質欠佳；（三）

部分道路挖掘工程案件，已完工惟未核備結案；（四）道路整建工程施工及品管缺

失頻仍等情事，允宜檢討妥處，並完善管控機制。 

九、車輛拖吊移置業務辦理情形未盡嚴謹，允宜加強控管改善：該府警察局

主管轄內 15 處公營及委託 6 處民營場執行違停車輛拖吊移置業務，本年度編列歲

入預算 2 億 6,232 萬餘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1 億 2,935 萬餘元，執行率 49.31％，收

入落差過鉅，並較上年度減少 20.77％。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一）拖吊違規車

輛數量逐年遞減，移置業務計畫達成率下降：本年度拖吊數 16 萬餘件，較民國 99

年度之 21 萬餘件減少 23.18％，亦較民國 98 年度之 26 萬餘件減少 37.80％，主要

係土城樹林、新店深坑石碇、板橋等區域之 3 件委外拖吊契約屆滿未銜接，例行

採購行政作業不及，致業務間斷；（二）委外拖吊車輛契約欠周妥，未依交通管理

實際需求完備因應措施：板橋、新店深坑石碇區域委託民營場辦理拖吊業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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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屆滿或拖吊數量達契約量即停止拖吊作業，或契約屆滿後未完成發包銜接拖

吊作業，均未能依契約所定實際需求及期間完成履約，並因後續招標發包作業未

完成，而間斷委外拖吊作業，不利交通管理；（三）公有拖吊場允應落實清理逾期

未領回車輛，提升場地使用效益：部分拖吊場未落實移置保管逾期未領回車輛清

理作業、場存紀錄資料與報局備查數量未合、實地盤查拖吊場有不明車輛及相關

紀錄資料不符等情形；（四）允宜建立申訴意見之回饋處理機制，以積極態度取代

消極拖吊作為：該局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申訴案件，僅以撤銷該案費用

處理，未將相關標線未合之爭議點通報管理單位妥處，為降低爭議事件，允宜建

立拖吊申訴意見之處理通報機制，適時妥處。 

十、部分自訂採購規章存有未符政府採購法規之情事，有待檢討改進：地方

政府訂頒之政府採購制度規章是否完備健全，攸關其採購效率、品質及相關內部

控制效能。經查該府自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後，陸續新頒或繼續適用原臺北

縣政府既有之採購作業相關規定，核有：（一）未隨中央訂頒之政府採購法令修訂；

（二）採購流程或條文規定與政府採購法規有間；（三）採購名詞誤用；（四）作

業內規內容互有扞格；（五）新舊內規並存；（六）沿用舊有機關或規定名稱；（七）

誤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函示等 7 種錯誤態樣及 59 項錯誤情形，允應檢討

修正，以符法制。 

叁、施政計畫實施之考核 

本年度新北市屬 22 個主管機關，下轄 92 個普通公務機關單位，依照本年度

所規劃年度施政重點暨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與新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

點，訂定 289 項施政（工作）計畫。執行結果，其中未執行者 2 項，已完成者 161

項，約占 56.10％，尚待繼續執行者 126 項，約占 43.90％。 

年來本處考核新北市政府辦理施政績效評核情形、各項政事別支出及相關施

政計畫之執行，查有待加強之處，業經提出建議意見促請改善，茲摘要列述如次

（詳請參見總決算審核報告甲－13 頁至甲－19 頁）： 

一、年度施政績效評核方面：本年度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依「新北市政府

所屬一級機關年度施政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規定，由該府列管施政計畫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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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截至本年底止，其中 14 件經核定免辦理評核外，其餘 152 案經該府依規定辦

理執行績效評核結果，評核為優等者 57 件（占 37.50％）、甲等 44 件（占 28.95％）、

乙等 19 件（占 12.50％）、丙等 15 件（占 9.87％）、丁等 17 件（占 11.18％）。上述

評核作業，經查核結果核有下列缺失事項： 

（一）施政計畫績效評核作業未臻周密，允宜落實管考提升施政效能 

依該府編印「新北市政府民國 100 年度施政計畫」，以交通運輸等 10 大施政

主軸為執行重點，經查其計畫管制考核情形，核有：1.施政計畫尚未建構妥適績效

指標，允請參採行政院頒績效管理規範；2.管制計畫執行進度落後，允宜加強業務

聯繫妥謀改善；3.計畫與預算管考競合，允宜統整俾協力策進治理成效；4.中長程

計畫編審作業猶待策進，允請落實提升施政績效；5.歷次民調結果未綜整分析，允

請建立回應式施政機能；6.施政成果資訊未公開，未善用網站以利協同治理等缺

失，允應加強施政計畫績效評核，以促落實管考，積極策進善治。另本處依決算

法第 23 條審核同類機關之施政效能結果，經提出建議意見促請改善，計有：1.各

區公所經代管設施運用情形欠佳，亟待研謀改善提升使用效能。2.應收未收行政罰

鍰執行成效欠佳，允應積極催收提升財務效能。3.學校採購作業過程屢見缺失，允

宜妥為檢討改進，以增進政府採購效能。4.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迄未法制

化，亟待積極研訂落實法令規定。5.醫療作業基金營運績效欠佳，允宜督促改善，

以提升基層醫療服務品質。6.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情形未臻周妥，允宜檢討提升

環境空氣品質。7.道路巡查養護之督導作業未臻妥適，允應檢討改善以提升道路養

護品質。8.監視系統管理使用規範及網路傳輸費率均有欠周，允宜有效研謀改善。 

（二）部分重大工程興建計畫預算執行率偏低，允宜有效改善增進效能 

該府暨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本年度辦理一億元以上重大工程興建計畫計有 79

項，總經費 1,155 億 2,607 萬餘元，年度可支用總預算數 281 億 3,545 萬餘元。截

至年度終了，年度預算執行數 234 億 3,762 萬餘元，預算執行率 84.32％。其中年

度預算執行率未達 60％者，計 21 項計畫，核有：1.計畫用地未完成徵收，無法順

利開工；2.漏未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延誤建造取得時程；3.未及時辦理山

坡地審查作業，延誤計畫進度；4.招標作業延宕，影響計畫推動等缺失，允宜積極

督促所屬檢討改進，以提升財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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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政事支出及相關施政計畫方面：本年度新北市政府編列歲出預算

1,552 億 334 萬餘元，分為一般政務支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經濟發展支出、社

會福利支出、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退休撫卹支出、警政支出、債務支出、

其他支出，決算審定數 1,458 億 9,900 萬餘元，各項政事別支出占年度歲出決算審

定數比例以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約 26.84％為最大宗，社會福利支出約 21.53％次之，

經濟發展支出約 13.10％再次之。本年度各項歲出政事別經費及相關施政計畫執行

結果，尚有待研謀改進事項，摘要如次： 

（一）一般政務支出：一般政務支出下分政權行使支出、行政支出、民政支

出、財務支出等科目。本年度預算數 185 億 761 萬餘元，分由各相關機關執行結

果，決算審定數為 168 億 1,901 萬餘元。核有：1.節能減碳措施亟待確實執行，具

體落實政策目標；2.各區公所辦理回饋金作業未盡周延，允應檢討妥處提高財務效

益；3.民政局施政計畫管制考核未盡周妥，允宜制訂績效衡量指標策進工作成果；

4.消防安全檢查作業仍欠落實，允宜加強辦理確保居安品質：5.賦稅捐費徵課作業

仍有未逮，亟待研謀改善以維稅課公平；6.辦理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計畫

之預算編列與執行未盡周妥，允應檢討改善等情事。 

（二）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下分教育支出、文化支出等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398 億 6,933 萬餘元，分由各相關機關執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391

億 6,064 萬餘元。核有：1.學校採購作業過程屢見缺失，允宜妥為檢討改進，以增

進政府採購效能；2.辦理校舍新建工程未如期完成，允應積極加速辦理，以免影響

學生受教權益；3.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部分自有財源未規範納入財務報表，影響財務

狀況之允當表達；4.文化局未依規定檢討藝術活動績效且問卷調查流於形式，允宜

檢討改進；5.客家文化園區之營運管理尚須加強，以期發揮應有設置功能等情事。 

（三）經濟發展支出：經濟發展支出下分農業支出、工業支出、交通支出、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等科目。本年度預算數 207 億 8,940 萬餘元，分由各相關機關執

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191 億 1,773 萬餘元。核有：1.三重果菜市場進場果菜農藥

殘留檢驗未盡周延妥適，允應健全檢驗機制，以維護人民健康；2.公有零售市場及

攤販集中場經營輔導計畫，允應加強檢討健全管理機制；3.道路挖掘管理未盡落實

影響整合成效，允應研謀改善以維護用路人安全；4.工務局辦理違章建築拆除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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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欠佳，允宜研謀善策以有效整頓市容；5.水利局辦理雨水下水道資訊管理系統

建置緩慢、規劃資料陳舊，允宜加強更新提升效能；6.臺北捷運系統路網建設之執

行仍須加強，以期提升計畫效能；7.自行車道系統管理仍須加強，允宜統合檢討有

效規劃推展等情事。 

（四）社會福利支出：社會福利支出下分社會保險支出、社會救助支出、福

利服務支出、國民就業支出、醫療保健支出等科目。本年度預算數 329 億 4,399 萬

餘元，分由各相關機關執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314 億 627 萬餘元。核有：1.軍人

忠靈祠第二納骨塔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影響重大興建計畫推展；2.社會局辦理各項

社會福利計畫已獲致一定成效，惟部分給付措施規劃未臻周全；3.衛生局辦理結核

病人直接觀察治療計畫允依規定落實執行，以確保治療成效；4.衛生局辦理老人健

康檢查計畫審核機制未臻健全，亟待加強改善；5.勞工局辦理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

礙者獎勵金計畫，相關審（訪）查作業尚須加強等情事。 

（五）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下分社區發展支

出、環境保護支出等科目。本年度預算數 162 億 4,948 萬餘元，分由各相關機關執

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153 億 6,641 萬餘元。核有：1.環境保護局管理垃圾焚化廠

營運情形未盡完善，允應積極研謀改進有效提升效能；2.水利局辦理污水下水道收

集系統營運管理作業允應檢討，以有效發揮預期效益；3.城鄉發展局辦理新店瑠公

圳再造工程進度嚴重延宕，允宜加強列管研謀改善等情事。 

（六）退休撫卹支出：退休撫卹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119 億 3,500 萬餘元，分由

各相關機關執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118 億 6,234 萬餘元。 

（七）警政支出：警政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110 億 2,640 萬餘元，分由各相關機

關執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101 億 1,176 萬餘元。核有：1.警察局建置監視系統管

理使用規範及網路傳輸費率均有欠周，允宜有效研謀改善；2.辦理車輛拖吊移置業

務情形未盡嚴謹，允宜加強辦理改善等情事。 

（八）債務支出：債務支出項下僅債務付息支出 1 個科目。本年度預算數 12

億 2,806 萬餘元，執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7 億 5,612 萬餘元。 

（九）其他支出：其他支出下分第二預備金、其他支出等科目。本年度預算數

26 億 5,404 萬餘元，分由各相關機關執行結果，決算審定數為 12 億 9,869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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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有災害防治及緊急搶修作業仍未臻完備，允應檢討發揮緊急搶修功效之情事。 

肆、政府資產負債之查核 

本年度新北市總決算平衡表（100 年 12 月 31 日）係依會計法第 29 條前段：「政

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除列入…彌補預算虧絀之固定負債外，應分別列表或編目

錄，不得列入平衡表。…」之規定，排除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計列資產為 538

億 5,263 萬餘元，負債為 1,122 億 9,279 萬餘元，餘絀總額為短絀 584 億 4,016 萬餘

元。茲將本處審核資產負債餘絀所提審核意見，摘其要者列述如次（詳請參見總

決算審核報告甲－20 頁至甲－23 頁）： 

一、市庫結存透支金額仍鉅，允應積極研謀善策避免過度仰賴舉債：新北市

政府本年度實施基金及專戶納入集中支付制度，不僅提高公庫資金運用，且節省

利息支出 1億 9,631萬餘元，對減輕財務負擔頗有助益。惟睽諸市庫收支及公共債

務舉借情形，截至 100 年底止，市庫結存透支數 673 億 2,852 萬餘元，雖由納入集

中支付基金及專戶調節支應，仍透支 58 億 817 萬餘元。另經估算該府尚可舉借之

公共債務額度 828 億 7,047 萬餘元，若依 101 年度總預算歲入歲出短絀數 187 億

2,622 萬餘元估算，僅足支應 4.43 年，為健全財政結構，避免過度仰賴舉債及借

款，亟待積極研謀善策以為因應。  

二、潛藏性負債之償還與表達，仍待妥編預算及研酌訂定規範以為執行：截

至 100 年底止該府除有 1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425 億 9,631 萬餘元、未滿 1 年

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238 億 351 萬餘元，合計 663 億 9,982 萬餘元外，另積欠銀行代

墊退休金優惠存款利息差額 83 億 5,772 萬餘元、全民健康保險費 95 億 9,941 萬餘

元、勞工保險費 85 億 2,064 萬餘元及捷運配合款緩撥利息費用 18 億 33 萬餘元，

合計未納入公共債務餘額計算之潛藏性債務為 282 億 7,812 萬餘元，雖已較 99 年

之 484 億 7,482 萬餘元降低，惟仍將造成未來沉重負擔，亟待妥籌財源納編預算

執行。  

三、短期債務仍有形成長期舉借之勢且作業程序仍欠允當，亟待檢討改進：

未滿 1 年之短期借款係用於調節庫款收支，於公共債務法第 4 條第 6 項中已有明

文規範，惟查該府 100 年度平均每日未滿 1 年之短期借款餘額 241 億 5,356 萬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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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 15.56％，且部分短期借款契約到期

後或以與各該行庫辦理續約，或以舉債之方式償付，顯變相形成長期舉借之趨

勢；又部分短期借款舉借及償還皆發生於整理期間，惟償還短期債務列於 100 年

度決算中表達，舉借部分則列為 101 年度，會計帳務處理顯不一致，易影響財務

報表對短期債務負擔情形之表達；另該府公共債務管理執行及作業要點第 4 點規

定略以，透支契約應報經財政部核准後始得簽訂，有悖於公庫法第 5 條之規範，

允應檢討改善。  

四、公務用、公共用及非公用房地管理情形仍未臻完善，允應賡續注意檢討

妥處：前臺北縣政府民國 94 至 99 年經管公務用、公共用及非公用房地管理情

形，核有未盡職責情事，經依審計法第 69條規定，函請新北市市長督促妥處，並

陳報審計部於 100 年 2 月 14 日彙整各市縣共同性缺失，併案核轉報告監察院。經

賡續追蹤結果核有：（一）截至 100 年底經管房地被不法占用者計 406 筆、面積

41 萬餘平方公尺、帳列價值 9 億 5,767 萬餘元，其中列管追收使用補償金者 346

筆、面積 39 萬餘平方公尺，仍待加強催繳；（二）部分閒置房地漏未列管；（三）

現行逾期繳納違約金計收規定與國有財產規定未臻一致；（四）部分珍貴不動產

未依規定定期檢查；（五）租賃關係存續期間，土地承租人已死亡或基地租約姓

名異常情形，另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租率之承租人，惟未設籍新北市或戶籍異動未

符規定等之異常情形計 93 筆等，仍須賡續檢討改善。  

五、部分財產間有閒置或低度利用之情事，允應積極研謀提升資源運用效

益：經查財產、設施管理及使用情形，核有：（一）各區公所改制後經代管活動中

心，未依新北市各區里活動中心收費標準覈實計收使用費、部分長期閒置或低度

使用、未按土地或建築物用途規範使用；（二）教育局執行「新北市校園空間多元

活化實施計畫」，因未覈實查填教室實際使用情形，妥為研訂具體活化措施，致空

餘教室未能有效利用，另部分財產取得未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之規定落實登

記，或登載財物使用情形，削減財產系統媒合功能；（三）部分市屬各級學校截至

101 年 3 月 31 日止網路電話 1,615 具、實物投影機 251 台、筆記型電腦 174 台，尚

未拆封安裝或使用，或未妥善規劃汰換電腦相關設備再利用計畫，致財物效能過

低；（四）環境保護局採購環保電動機車 460 輛，因事前配置規劃未臻完備，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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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閒置或有低度利用之情事。  

六、烏來地區溫泉共同管線設施效能過低，允宜積極檢討有效改善：該府為

解決烏來地區溫泉管線私接亂象，保障溫泉資源及水質，自 91 年起至 100 年度陸

續接受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2 億 1,460 萬餘元，辦理溫泉鑿井、共同管線、用戶接管

及設施維護等 13 項工程，並自 94 年度起已陸續完工驗收，惟迄未開放供應溫泉

水。核有：（一）工程完工後迄未啟用，亦乏供水計畫，設施效能過低，亟待策定

執行方案；（二）設施未啟用即損壞，已完工設備養護檢核工作未臻完善，未依興

建計畫完工啟用，耗損成本，衍生不經濟情事；（三）歷年工程計畫及工程驗結圖

說未妥適建檔管理，不利後續整建及維護；（四）溫泉區管線亂象長期未決，未協

調業者用戶接管，無法改善民間管線私接亂象，影響風景區視野觀瞻，允宜積極

檢討改善，以發揮設施應有功能。 

七、部分典藏文物展示及管理未盡嚴謹，仍待積極檢討加強活化展示：經查

文化局及客家事務局典藏文物經管及展示作業辦理情形，核有：（一）擬訂購置計

畫時未考慮展場場地規模限制，購置後亦未妥善規劃展場檔期，致購買之典藏文

物 922 件，計有 430 件占總數之 46.64％迄未辦理展示；（二）典藏文物未作性質分

類，及明訂典藏品之徵集方式、對象、徵集文物之項目、範疇，且有關文物審查

之依據、審查委員資格、任期、決議要件等均付之闕如，未能有系統地納入庫房

收藏，顯示典藏文物管理缺乏有效率之作業規範；（三）24 項文物未納編於典藏文

物清冊；（四）部分進出典藏庫房之安全管理未盡嚴謹等，仍待研謀改善以活化典

藏文物。 

八、推動學校教育儲蓄專戶計畫未臻周全，允應檢討以提升效能：教育局為

落實社會關懷理念，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就學，使中、低收入戶及家庭突遭變故的

學生得到更多協助與關懷，自 97 年度起依「教育部推動學校教育儲蓄戶實施要

點」，鼓勵公立學校設立儲蓄專戶，以協助弱勢學生就學。經查儲蓄專戶推動情形，

核有：（一）97 至 100 年度所轄公立學校分別有 12 所、10 所、29 所、42 所，已募

得各界捐款，惟未妥善運用致無支出數，未適時發揮儲蓄戶設立目標；（二）97

至 100 年度所轄公立學校計有 3 所、50 所、34 所、87 所，未積極善用公開募款機

制，致未募得民間捐款；（三）部分學校未依實施要點規定，設置教育儲蓄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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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及儲蓄戶管理小組，並揭露待幫助學生個案事實；（四）部分學校未依公益勸

募條例及直轄市政府許可規定確實辦理公開徵信，並定期上網公告經費收支及帳

目情事。  

伍、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之審核 

本年度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部分，計列附屬單位決

算 19 個基金單位，審核結果（詳請參見總決算審核報告甲－24 頁至甲－31 頁）： 

一、營業基金 1 個單位，為三重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決算營業收

支，經本處依法審核結果，審定總收入 1 億 5,707 萬餘元，總支出 1 億 4,778 萬餘

元（含所得稅費用 190 萬餘元），收支相抵，純益為 929 萬餘元，較預算數增加 657

萬餘元，約 241.82％，主要係固定資產購建工程延期，折舊減少，及地價稅高估，

實際業務費用較預計減少所致。本年度營運計畫主要有 2 項，實施結果，因受農

產品產地物流直銷及網路行銷影響，均未達預計目標。該基金營運管理情形，核

有：（一）果菜市場經營管理作業允應加強，以健全營運管理及永續發展；（二）

進場果菜農藥殘留檢驗未盡周延妥適，允應健全檢驗機制，以維護人民健康等情

事，允宜檢討改善。 

二、作業基金 7 個單位（含 31 個分基金），綜計修正增列收入 1 億 9,573 萬餘

元（主要係增列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投融資業務收入），減列支出 9 萬餘元（係減列

醫療作業基金醫療成本），審定總收入 75 億 1,497 萬餘元，總支出 30 億 9,849 萬餘

元，審定賸餘 44 億 1,648 萬餘元，較預算增加 6 億 6,998 萬餘元，約 17.88％，主

要係新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蘆洲重陽市地重劃基金專戶、林口新市鎮專戶及新

板二期區段徵收基金專戶銷戶，轉入該基金專戶，暨都市更新基金之工業區變更

回饋代金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本年度賸餘之基金有 7個單位，共計賸餘44億 1,648

萬餘元。 

三、特別收入基金 11 個單位，綜計修正減列用途 1 萬餘元（係減列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溢支之兼代課鐘點費及特教津貼），審定基金來源 465 億 5,172 萬餘元，

基金用途 462 億 3,493 萬餘元，賸餘 3 億 1,679 萬餘元，與預算短絀相距 19 億 538

萬餘元，主要係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中央政府補助收入較預計增加，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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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程尚未完工減少經費支用；新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之購置資源回收

車、垃圾車部分尚未交車驗收付款，及樹林區廚餘高溫高壓前處理設備尚辦理規

劃設計作業中，其實際支用數較預算數減少；新北市空氣污染防治基金污染防制

及防治收入實際數較預算增加，及委辦計畫多屬跨年度合約，招標期程延誤等所

致。本年度短絀之基金有 1 個單位，短絀 79 萬餘元，其餘 10 個單位均有賸餘，

共計賸餘 3 億 1,759 萬餘元。 

經查上述 18 個非營業特種基金其營運管理情形，核有：（一）有線廣播電視

事業基金餘額持續累增，允宜有效規劃運用促進提升服務品質；（二）辦理市地重

劃及區段徵收財務控管未臻嚴謹，允宜加強列管積極研謀改善；（三）學校採購作

業過程屢見缺失，允宜妥為檢討改進，以增進政府採購效能；（四）校舍新建工程

未如期完成，允應積極加速辦理，以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五）醫療作業基金營

運績效欠佳，允宜督促改善，以提升基層醫療服務品質；（六）聯合醫院急診醫療

業務執行，允宜研謀改善，以增進民眾健康福祉；（七）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情

形未周妥，允宜檢討提升環境空氣品質；（八）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設置計畫

執行未周全，允宜切實檢討改善；（九）臺北捷運系統路網建設之執行仍須加強，

以期提升計畫效能；（十）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勵金計畫，相關審（訪）查

作業尚須加強等情事，允宜積極檢討改善，以提升經營績效。 

陸、各方建議意見 

政府推動之各項重大建設、施政績效、財政改革之審議及考核等，素為社會

之焦點議題，本處亦針對各方所關注與財務相關之議題加強研析審核，就制度面

或執行面研提建議改善意見，函請各主管機關研謀改善。茲就審核相關意見摘述

如次（詳請參見總決算審核報告甲－32 頁至甲－40 頁）： 

一、各機關財務管理風險事件頻仍，亟待健全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強化內部

稽（審）核機能：行政院為提升政府總體施政效能、依法行政及展現廉政肅貪之

決心，參酌審計部建議加速推動建立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強化內部稽（審）核功

能意見，於本年度起制訂「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全面啟動中央政府行政機關

整合性內部控制制度基礎工程。針對監察院糾正（舉）與彈劾案件、審計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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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事項、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機關實施檢查評估及近期外界關注事項等，就

機關重大施政風險項目，所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積極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

列為優先提報事項。鑑於 98 年度以來，本處依法審核新北市政府及前臺北縣政府

財務收支，經提出重要審核意見在各該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揭露者，分別有 85

項、105 項及 96 項，其中屬對於內部控制及內部稽（審）核之實施提出意見者有

13 項、15 項及 9 項，另為重複發生仍待繼續改善者，尚有 16 項、24 項及 28 項；

又發現各機關學校單位人員在財務上涉有違失案件，經通知各該機關學校長官查

明處理定案者，累計有 22 件，受處分人員達 365 人；復有所轄鄉鎮市公所於改制

前，寬濫辦理追加預算，遭監察院調查提案糾正；經媒體批露學校辦理營養午餐

之風紀事件、樹林分局出納長期利用職務挪移帳項詐取鉅額公款、及少數里長與

外包廠商共同詐領工作費等失管情事，均顯示內部控制環境未臻周妥，亟待健全

內部控制整體架構，有效防杜違失觸法，積極興利防弊。惟攸關推動內部控制實

施計畫等內部稽（審）核法規及建構作業程序，仍在進行籌劃制定作業階段，截

至 101 年 6 月底止，僅完成「新北市政府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設置要點」一

項，允應加速統合各機關參與及有效運作，強化風險管控，落實各機關內部稽（審）

核機能，以促進廉能治理，提升施政績效。 

二、改制後歲入歲出規模增幅頗鉅，允宜衡酌施政優先順序及強化核心業務

治理績效，持續創造升格優勢：新北市為典型之移民城市，為打造光榮與認同之

城市價值，提出「民生優先、建設未來」之最高施政準則，針對「道路交通」、「城

市安全」、「教育品質」、「友善環境」、「幸福生活」5 大面向擬定重點計畫，透過

跨局處與行政區合作，提升公務效率，期以市民生活品質躍進升格。本年度總預

算執行結果，總決算歲入部分相較改制直轄市前之上年度增加 522 億餘元，約 57.70

％，其中以補助及協助收入增幅最鉅，而稅課收入之統籌分配稅則為減少，允應

衡酌改制後各項歲入來源別消長趨勢，妥謀因應策略，以期綿延供給民生建設所

需財源；歲出方面亦較改制前增加 443 億餘元，約 43.63％，其中以社會服利支出

增加最多，而教育科學文化及經濟發展支出則為降低。總體財務收支規模增幅可

觀，市政負荷加重；歲入歲出差短仍有 30 億餘元，較改制前降低 79 億餘元，約

71.93％，顯示差短趨緩，惟仍有待達成收支平衡，以紓緩債務未償餘額。另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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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遠見》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新北市總體表現全國排名第 4。在環保與

環境品質、社會福利、生活品質與現代化、經濟及就業表現等評比指標方面，

獲得相對正面評價，惟在治安、教育、公共安全與消防等方面，則尚有努力提

升空間。當前中央財政拮据，補助資源難期大幅擴增，自有財源興闢不易，財

政環境仍顯嚴峻，亟待籌謀因應。允宜權衡施政計畫優先順序，結合各方資源擘

劃策略目標與年度計畫，加速開源節流及健全財政措施，厚植稅源、稅基，善

用地域優勢，積極培植地方產業，策進組織升格之潛力，有效精實人力而降低

行政成本，強化課責治理，期能兼顧財政穩健與地方繁榮發展，持續創造升格

優勢。 

三、改制直轄市及區公所之法制訂定、業務移撥與功能調整、組織人力配置

及績效考核機制仍未臻周妥，亟待督促整合完備建制，以提升為民服務功能：原

臺北縣自 96 年 10 月升格為準直轄市，改制作業進程已 4 年餘，原 29 個鄉鎮市級

自治法人地位裁撤改制為區，亦已年餘，相關法制訂定、業務移撥與功能調整、

組織人力配置、考核機制建置等，仍未臻完善，建請督導或積極建制為一致之遵

行，以提升區公所為民服務功能與施政績效。 

（一）法制訂定方面：依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2 等規定，原有自治法規得經

公告繼續適用 2 年。該府完成改制已逾年餘，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101 年 4 月 30 日

止，尚未完成之法案數有 26 項；復據該府統計截至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止，尚

有 23 項自治法規尚未完成銜接，並已就各區公所於改制後繼續適用之自治法規，

督促業務主管權責機關列管銜接立法情形。經查該府電子法規網顯示各公所仍有

190 項法規未完成修訂或廢止，而繼續延用，並有部分公所適用之舊法規，未建

入法規資訊網，不利業務推展管理。諸多法規仍未完成建制、修訂或廢止，籌備

銜接作業未完成整合到位，將影響所轄業務衡平發展，形成一市多制，衍生民怨

或不利行政統合管理，允宜積極健全自治法規，達成組織再造績效。 

（二）業務移撥與功能調整方面：改制後區公所轉型為派出機關，法定職掌

由市政府主管機關授權決定，其主從權責關係改變，衍生移管業務功能或設施使

用效益，輿論迭有期待。攸關民生議題允為各區公所優先核心業務，應避免管理

維護不善，影響設施效能及施政形象，諸如各機關監視系統功能整併及設施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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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運用欠周、登山步道未完成接管維護及責成行銷、自行車道公告資訊未整合

釐正及健全管理、主管機關接管或委託代管市場仍未建制規範、諸多停車場接管

時間未定及委託民間經營尚無統一規範可資依循、委辦活動未落實審查及覆核、

代表會辦公廳舍空間或財產未積極活化運用等。亟待整合業務移撥配套措施，以

期達成施政功能革新，提升治理品質。 

（三）組織人力配置方面：原鄉鎮市公所改制為區公所，其多項業務已劃歸

各主管局處接管承辦，惟移撥初期各該局處或暫緩接管或逕予委辦，業務項目範

圍仍存有不確定性，組織人力調配彈性空間限縮，復有部分區公所留用大量長期

僱用之臨時人員，與承接原鄉鎮市民代表會之人員，改制後已逾 1 年，組織人力

配置未能依業務實需通盤檢討裁減或移撥，組織再造之流程簡化及降低冗員負擔

目標達成未如預期。部分區公所改制後之臨時人員未能依業務需求檢討有效精

簡，其占正式員額比率未減反增，並有長期大量僱用臨時人力辦理常態性行政業

務，不符組織編制人力資源規劃，亦不利業務永續發展。允宜衡酌業務移撥實際

需求適當精簡，及訂定工作績效管理考核規範，劃一臨時人力僱用準據。 

（四）績效考核建制方面：改制後之區公所掌理業務概由市政府主管機關督

導，鑑於區政工作之良窳直接影響為民服務品質，對於區公所施政服務績效考核

規範宜儘速建置周妥，確立績效衡量指標，以提升人民服務品質。有關考核區政

治理規範，已訂有新北市政府區政考核執行計畫等 6 項，除未以符合地方制度法

第 27 條規定定名及函送備查外，亦未建入電子法規查詢資訊平台，以發揮多元參

考運用效果。復查改制後之區公所為直轄市政府之派出機關，各局處主管業務或

移撥委託區公所辦理項目頗多，區政工作直接關係民眾權益，仍待持續督導考核，

允宜積極建置對區公所施政服務績效考核機制，以提升為民服務效能與施政績效。 

四、里基層工作內部控制作業未臻周妥，允宜積極研謀興利防弊措施：新北

市升格後，市民對於「區」行政功能與作為迭有期待，里為地方治理之第 1 線工

作編組，資源之整合配置運用效果，將直接反映在施政滿意度上。而里基層工作

繁複，需有整體及長期之宏觀視野，體制上宜有因地、因時制宜之「權變」考量，

以達優質輔助治理之功能。 

（一）經費核銷未盡妥實，亟待加強工作檢核：本年度各區公所由里長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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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工作經費督導實施要點及實施項目一覽表等規範，申請動支經費 5 億 5,491 萬

餘元。本處抽查板橋等 9 區公所核銷里基層工作經費情形，核有：1.內部審核規範

欠周延，工作權責劃分不清與核銷作業程序不符規定；2.取據核銷項目與鄰近行政

區發包單價差異過鉅；3.同類項目未依政府採購法第 14 條規定集中採購，或以開

口契約方式統一辦理；4.委外環境清潔消毒，與環保義工或清潔隊工作事項重疊，

檢附施工前後對比照片資料內容不一；5.僱工及施作數量欠明確，無從驗收覆核實

際情形；6.未依規定期限檢據核銷，並由業務主管人員審核；7.檢核督導工作欠周，

未落實財產盤點及移交作業等欠妥情事，除促請各該公所適法處理外，並建請該

府督導改進。據復，已通函各區公所依檢討改善措施確實改進，主計處亦已納入

會計業務檢查事項。 

（二）允宜衡平資源配置及權責劃分，健全內部控制架構共善地方治理：新

北市補助里基層工作經費專款，交辦里長執行部分地方治理事務，而依公所與里

長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則因資訊不對稱及里幹事聯繫失衡或內部審核欠周，衍

生對里長的行政督導失控，甚至出現觸法之風紀事件。本處經就村里基層工作費

之制度面與執行面詳加探討，並參考各界建言，研提建議事項包括：1.里基層工作

經費宜參考各里面積大小及人口之基本面，公式化設算資源配置比率，以促達成

社會公平與正義；2.里長與公所之行政責任宜劃分釐清，以減少資訊不對稱之問

題，並適時公告執行結果，強調課責與治理；3.里長運用里資源應建立績效衡量指

標，積極宣導及教育，並落實執行稽核制度，適時導向績效目標；4.落實內部審核，

與稽查小組定期抽查及隨機稽查，覆核執行情形及檢討問題肇因，提出有效改善

措施；5.加強評核其內部控制制度架構，嚴密外部稽核與防杜共同性缺失滋生，行

政機關對於審計意見，允應重視落實深入檢討改善，以達興利除弊效果。主管機

關允宜衡酌實務需求，參採加強督導考核，建構完善內部控制機制，有效興利防

弊，共同促進地方良善治理。 

五、建構全域災害防救體系，提升環境風險控管能力：國內、外災害規模及

型態不斷打破紀錄，並顯現極端異常災害風險有逐漸加劇之趨勢，而重大天然災

害經常伴隨嚴重之人命傷亡與經濟損失，廣泛衝擊社會及破壞環境。2005 年聯合

國世界銀行報告即指出，臺灣由於環境地理位置關係特殊，比其他國家更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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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之衝擊影響。又新北市地處颱風、地震，海嘯、核能事件之潛在風險敏感地

區，在氣候與環境變遷下，更激化問題之嚴重性，當予重視及因應，迅速做好減

災整備，透過資源整合、政策落實、預警應變、跨區聯合、法規調整等策略性治

理，方能面對未來整體環境變遷的考驗。檢視新北市本年度災害防救演習成果總

結報告，有關受特殊地域影響之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等前置作業，仍應

持續強化者，包括加強全民防災意識與紮實有素的防災訓練，鼓勵民眾儲備災害

物資，與建立其預警避災作為觀念；強化與自然環境變化共生之空間發展思維，

藉重進步的科技不斷修正縮小預測值誤差；總合整體量化之治水目標及各方分擔

值量，落實集水區護林、造林及崩塌地整治，加強都會區透水能力；聯結鄰近縣

市互補及共同發展城市區域共同體，善待環境創造空間資源綜效；建立極端氣候

變遷知識庫及風險管理應變機制，綜整各類環境脆弱指標之災害管理資訊，完備

緊急應變情資之取得與應用；普設防災公園築成防火牆，儲備緊急飲用水、衛生

設備，風力及太陽能公共照明；完善社區機動性里鄰互助系統，健全救災物資運

送及發配機制，醫療救援系統之即時回復功能；借鏡國外提升臺灣災害防救能量，

周妥警報機制及災後聯外系統，暢通災情即時正確資訊，發揮激勵人心及減少創

傷之報導運作模式。災害防救工作繁雜且重，有關地方災害防救組織之定位與任

務，須不斷提升其因應新興大規模災害之能量，為當前各方共同努力的重要課題。 

六、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計畫開發期程延宕多年，允宜妥謀改進，以適時達

成預期開發效益：該府為改善境內居民生活環境，均衡城鄉發展，將都市計畫成

果予以實質開發，以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新興開發區之闢建，期藉由

提升土地利用價值，有效導引都市人口合理分配，並紓解市中心區發展飽和之壓

力，以達地盡其利之目標。歷年已闢建完成之開發區計有林口新市鎮第三期（三、

四區）等 17 個市地重劃區，及新莊副都市中心地區等 10 個區段徵收區，合計開

發面積約 2,025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793 公頃；本年度賡續辦理三重二

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等 3 個市地重劃區計畫及臺北港特定區 1 個區段徵收區計

畫，合計開發面積約 480 公頃，總開發費用約 438 億 6,817 萬餘元。近年各項計畫

執行情形，核有：（一）辦理三重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計畫、土城暫

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市地重劃區計畫、新、泰塭仔圳地區（一、二、五、六區）

－20－ 



市地重劃計畫等 3 項計畫，自 94 年度起至本年度止，因都市計畫法定程序遲未完

成，尚未辦理重劃開發業務；（二）辦理林口新市鎮第三期（三、四區）市地重劃

計畫、新莊市頭前市地重劃計畫、新莊副都市中心地區區段徵收計畫及市地重劃

計畫等 4 項計畫，開發工程尚未完工，逕行辦理財務結算，惟工程延宕迄今尚未

完成；（三）重劃區未標售土地管理不善，或有遭非法占用、或棄置廢棄物、或任

其雜草叢生，未依規定處理；（四）林口重劃區土地長期遭非法掩埋廢棄物，未本

於職權查明釐清責任歸屬，予以裁處或求償；（五）欠繳差額地價案件未於規定期

限移送強制執行，及部分土地未於土地登記總簿註記不得移轉登記等情事，允宜

妥謀改進，以適時達成預期開發效益。 

柒、決算審核綜合成果 

本年度辦理各項審計業務，在財務審計、績效審計、稽察財務違失及追蹤查

核上年度所提重要審核意見辦理情形等獲致成果，摘其要者，綜合分述如次（詳

請參見總決算審核報告甲－41 頁至甲－51 頁）： 

一、財務審計成果 

（一）審核財務、審定決算情形 

1.修正歲入決算，通知繳庫者 2 億 1,974 萬餘元，包括：（1）保管款、代管

經費等科目內應繳庫款 1 億 9,032 萬餘元；（2）暫收款、代收款等科目應繳庫款

1,927 萬餘元；（3）短、漏、誤列之各項收入款 1,013 萬餘元。 

2.修正歲出決算，減列收回委辦、補助經費結餘款等共計 5 億 3,752 萬餘元，

包括：（1）列支費用與有關法令規定不合 4 億 7,001 萬餘元；（2）委辦、補助或各

項計畫經費之結餘款 4,343 萬餘元；（3）保留款與預算項目不合或無須保留者 2,407

萬餘元。 

（二）審核稅捐稽徵事務情形 

稽徵機關賦稅捐費徵收納庫業務，經派員查核發現，間有法令適用欠當、

未依事實課稅或計算錯誤，函請該管稽徵機關查明依法處理結果，本年度補徵稅

款 699 件，計 928 萬餘元。 

－21－ 



（三）稽查採購事務情形 

各機關辦理採購案件，經派員專案稽察結果，間有不符法令或契約規定，

或設計疏失、估驗不實、監造不周及施工不符等情形，通知各該機關查明依法或

依約處理，本年度收回、扣（罰）款、減帳金額，合計 1,064 萬餘元。 

二、績效審計成果 

（一）增進財務效能之建議 

依審計法第 70 條及預算法第 28 條規定，審計機關於政府編擬下年度概算

前，應提供審核以前年度預算執行之有關資料，及對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

濟支出之建議意見，以作為決定下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本年度對新北市政府所

提建議意見計有 7 項，分述如次： 

1.歲入歲出短絀情形日益嚴重，政府財政狀況持續欠佳，債務餘額未能有效

抑制，為免影響永續穩健發展，財政結構亟待檢討強化。 

2.開源節流措施執行成效有限，亟待積極落實執行，以有效增裕庫收，並提

升節流效益。 

3.施政計畫評核作業未盡周延妥適，允宜加強策略管理提升政府競爭力。 

4.公共債務餘額持續攀升且財政狀況日趨轉弱，亟待研謀改善，以健全財政

結構。 

5.允應建立整合性、系統化內部稽核制度，以提升政府效能及財務控管機制。 

6.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經營成效不彰、預算未能審慎覈實編列肇致併決算案

件擴增，亟待研謀改善。 

7.部分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執行過程缺失仍多，允應加強監督及管理。 

（二）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事項之查報 

考核各機關施政績效核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情事，經於本年度依審計法

第 69 條規定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並陳報審計部核轉或併案報告監察院者計 2

件（陳報期間為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茲分述如次： 

1.前臺北縣政府工務局辦理寬頻管道建置計畫，預計興建寬頻管道總長度

1,006 公里，總經費 59 億餘元。核有：計畫辦理期間因預算執行不力等因素，致

補助款數度流失，造成管道建置完成率偏低，影響廠商租賃意願；整體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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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又規劃完成時點屆補助計畫末期，致規劃結果束之高閣；延宕訂定寬頻管

道管理維護辦法，且另訂管道臨時租賃契約內容欠周延，致已完工管道營運無法

源依據，減損興建效益；寬頻管道建置期間未善盡督導考核之責，且對完工管道

亦未依規督促公所落實巡察作業，管考維護機制形同虛設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

情事。 

2.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所轄「安康市場暨公有停車場」完工後使用效益情形，

該停車場總建造費用 3 億 1,677 萬餘元，核有：未督促營運廠商依約經營零售市場，

甚至為配合其經營超級市場，而拆除鉅資興建之攤位設備，除未達成原規劃使用

目標，且造成公帑損失外，更遭致民眾質疑，斲傷政府施政形象，又多次流標後，

未審慎檢討招標內容，仍持續發生流標情事；委外經營模式決策反覆，延誤空調

工程設計時程，致無法及時配合市場委託經營契約期程，造成鉅額營運權利金收

入損失，復未能覈實檢討相關人員違失責任；該公所及前臺北縣政府均未積極處

置安康公有停車場附近之違法私設停車場，前臺北縣政府亦未監督該公所依原興

建計畫目標經營零售市場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 

（三）監督預算執行之重要審核意見 

依審計法規定監督各機關預算執行結果，提出審核意見於各該機關改進，

擇其重要列入本報告各有關章節者，共有 96 項，屬於內部控制項目者計 96 項，

茲分述如次： 

1.對於內部稽（審）核之實施提出意見者，計社會局運用系統辦理社會福利

給付已降低溢領情形，惟管控機制仍應加強；勞工局補助鉅額勞、健保費用允應

建立妥善審查機制，以期提升撥付款項正確性；城鄉發展局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

施方案租金補貼審核機制允應加強，以改善補助效能等 9 項。 

2.對於計畫之實施及預算之執行提出意見者，計民政局軍人忠靈祠第二納骨

塔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影響重大興建計畫推展；環境保護局辦理垃圾清除處理費

隨袋徵收計畫，允宜適時檢討減輕民眾負擔；工務局及養護工程處道路巡查養護

之督導作業未臻妥適，允應檢討改善以提升道路養護品質等 55 項。 

3.對於財務（物）之管理、運用提出意見者，計地政局平均地權基金辦理市

地重劃及區段徵收財務控管未臻嚴謹，允宜加強列管積極研謀改善；財政局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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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用、公共用及非公用房地管理情形仍未臻完善，允應注意檢討妥處；觀光旅

遊局烏來地區溫泉共同管線設施效能過低，允宜積極檢討有效改善等 15 項。 

4.對於產銷營運管理提出意見者，計農業局三重果菜市場經營管理作業允應

加強，以健全營運管理及永續發展；交通局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情形未

臻周延，有待檢討改善；客家事務局客家文化園區之營運管理尚需加強，以期發

揮應有設置功能等 3 項。 

5.對於採購作業提出意見者，計教育局校舍新建工程未如期完成，允應積極

加速辦理，以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市立聯合醫院辦理化學藥劑與實驗用品巨額

採購案涉有違失，亟待加強改善以符規定；水利局水利設施工程及維護允應落實

辦理，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等 9 項。 

6.對於事務管理及其他事項提出意見者，計法制局國家賠償案件處理效率仍

待提升，並落實求償課責機制；消防局消防設備管理使用未臻周妥，亟待強化資

源規劃提升救災能力；文化基金會預算書迄未依規定函送市議會審議，允應注意

辦理等 5 項。 

三、稽察違失之成果 

稽察發現各機關人員財務上涉有不法或重大違失，或處分不當時，經依審計

法第 17 條及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於本處審編新北市總決算審核報告期間（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者計有 1 件；於本年度（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移送檢調機關偵辦並報告監察院者計有 1 件；通知

各該機關查明處理業經處分並陳報監察院備查者計有 7 件。茲分述如次： 

（一）報請監察院處理者 

新北市政府改制前臺北縣政府辦理「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臺北縣板新污水下

水道系統建設（三峽、鶯歌地區）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因未審慎

妥適處理最優申請人要求返還申請保證金事宜，致須賠付鉅額利息，經本處多次

通知查處，均未為覈實答復，並有延壓事實；又檢討結果，對相關人員之處分理

由及程度均與缺失情節顯不相當，經依審計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報請監察院依

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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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送檢調機關偵辦者 

前臺北縣永和市公所主管計 1 件，係屬密件，不予摘述。 

（三）通知各機關查明經處分者 

稽察發現各該機關人員核有財務上違失，於本年度（1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通知查明處理業經處分，陳報審計部核轉監察院備查者 7 件，受處分人

員共計 14 人次，申誡者 14 人次。另本處於新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審編期間

（10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通知各該機關查明處理業經處分，陳報審計部核

轉監察院備查者 4 件，受處分人員共計 9 人次，申誡者 9 人次。審計機關對於通

知各機關查處者，除要求其提出改善措施，予以列管追蹤查核外，並於報告監察

院備查時，按違失事件性質，以副本抄送相關主管機關，諸如涉及內部審核者，

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涉及政府採購者，副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期更能

有效發揮審計功能。 

捌、結     語 

有關本處對於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計畫實施之

考核、預算執行之審核，以及重要審核意見，已在本報告有關章節予以分析說明，

以供參閱，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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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  表 

一、總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 

民國 100 年度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金      額 占總數％ 增 減 數     ％ 

一、歲入合計 140,603 142,589 142,802 100.00  + 2,199  1.56  

  1.稅課收入 66,224 71,523 71,523 50.08  + 5,298  8.00  

  2.工程受益費收入 －  7 7 0.01  + 7  －  

  3.罰款及賠償收入 2,940 2,569 2,570 1.80  - 370  12.60  

  4.規費收入 3,583 3,779 3,936 2.76  + 353  9.85  

  5.財產收入 760 776 781 0.55  + 21  2.81  

  6.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3,804 11,110 11,110 7.78  - 2,694  19.52  

  7.補助及協助收入 47,995 45,859 45,871 32.12  - 2,124  4.43  

8.捐獻及贈與收入 1,162 1,947 1,947 1.36  + 784  67.44  

9.自治稅捐收入 － 19 19 0.01  + 19  －  

10.其他收入 4,131 4,996 5,034 3.53  + 903  21.88  

二、歲出合計 155,203 146,407 145,899 100.00  - 9,304  5.99  

  1.一般政務支出 18,507 16,823 16,819 11.53  - 1,688  9.12  

  2.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9,869 39,160 39,160 26.84  - 708  1.78  

  3.經濟發展支出 20,789 19,117 19,117 13.10  - 1,671  8.04  

  4.社會福利支出 32,943 31,440 31,406 21.53  - 1,537  4.67  

5.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6,249 15,366 15,366 10.53  - 883  5.43  

  6.退休撫卹支出 11,935 11,862 11,862 8.13  - 72  0.61  

  7.警政支出 11,026 10,111 10,111 6.93  - 914  8.29  

  8.債務支出 1,228 1,226 756 0.52  - 471  38.43  

  9.其他支出 2,654 1,298 1,298 0.89  - 1,355  51.07  

三、歲入歲出餘絀  -14,600 -3,817 -3,096 100.00  + 11,503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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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定數簡明表 

民國 100 年度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科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比較 

增 減 數 ％ 

營業基金      

       總收入 153 157 157 + 3 2.61 

       總支出 150 147 147 - 2 1.72 

       純益（純損－） 2 9 9 + 6 241.82 

非營業基金      

（一）作業基金      

       總收入 7,095 7,319 7,514 + 419  5.92 

       總支出 3,348 3,098 3,098 - 250  7.47 

       本期賸餘（短絀－） 3,746 4,220 4,416 + 669  17.88 

（二）特別收入基金      

       基金來源 45,972 46,551 46,551 + 579  1.26 

       基金用途 47,561 46,234 46,234 - 1,326  2.79 

       本期賸餘（短絀－） -1,588 316 316 + 1,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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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來源用途)暨盈虧(餘絀)審定數簡明表 

民國 100 年度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基 金 名 稱 
總 收 入 

( 基 金 來 源 ) 

總 支 出 

( 基 金 用 途 ) 

盈 虧 

( 餘 絀 ) 

（一）營業基金                               157 147 9 

    三重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157 147 9 

（二）作業基金                               7,514 3,098 4,416 

    新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604 194 410 

新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10 9 1 

新北市醫療作業基金  1,913 1,893 20 

新北市停車場作業基金 1,385 727 658 

新北市軌道建設發展基金 2,993 － 2,993 

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1 0.62 0.70 

新北市都市更新基金 604 273 330 

（三）特別收入基金 46,551 46,234 316 

新北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 0.58 0.41 0.17 

新北市政府卓越清寒學生圓夢基金 16 14 1 

新北市體育發展基金 44 41 3 

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45,902 45,854 48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67 68 -0.79 

新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111 23 87 

新北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基金 28 23 4 

新北市農業發展基金 8 7 0.65 

新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 147 36 110 

新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202 158 44 

新北市環境教育基金 20 5 15 
 

－28－ 


	（一）審核財務、審定決算情形
	（三）稽查採購事務情形
	（一）增進財務效能之建議
	（二）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事項之查報
	（三）監督預算執行之重要審核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