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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7 年 度 

中 央 政 府 總 決 算 總 說 明 

壹、前言 

97 年度（以下簡稱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原列歲入 1 兆 5,944 億餘元，

歲出 1 兆 6,858 億餘元，歲入歲出差短 914 億餘元，連同債務還本 650 億元，

合共須融資調度 1,564 億餘元，以發行公債及賒借收入 970 億元及移用以前

年度歲計賸餘 594 億餘元予以彌平；又年度內為加強地方公共建設投資，擴

大內需，刺激經濟成長，及為穩定國內物價，本院提出「加強地方建設擴大

內需方案」及「當前物價穩定方案」，並辦理追加（減）預算，經追加（減）

預算結果，歲入為 1 兆 6,202 億餘元，歲出為 1 兆 7,117 億餘元，歲入歲出

差短為 914 億餘元，連同債務還本 650 億元，合共須融資調度 1,564 億餘元，

以發行公債及賒借收入 970 億元及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594 億餘元，予以

彌平。 

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含追加、減預算）執行結果，在歲入超收及各

機關歲出節餘下，歲入決算數為 1 兆 6,402 億餘元，歲出決算數為 1 兆 6,208

億餘元，歲入歲出相較計賸餘 194 億餘元，併計債務還本 650 億元後，尚須

融資調度數為 455 億餘元，全數以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予以彌平（原預算

所列債務舉借 970 億元，全數未舉借）。又本年度經常收入決算數達 1 兆 6,072

億餘元，與經常支出決算數 1 兆 3,530 億餘元相較，計賸餘 2,542 億餘元，

占經常收入決算數 15.8％，與經常收支賸餘預算數占經常收入預算數 9.8％

相較，計增加 6 個百分點。以上決算情形詳如下表。 



97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情形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預算數 決算數    比 較 

金額 金額 金額 
項          目 

(A) 
％ 

(B) 
％ 

(B)-(A) 
％ 

1.歲入 16,203 100.00 16,403 100.00 200 1.23

(1)經常門 15,825 97.67 16,073 97.99 248 1.57

(2)資本門 378 2.33 330 2.01 -48 -12.70

2.歲出 17,117 100.00 16,208 100.00 -909 -5.31

(1)經常門 14,271 83.37 13,530 83.48 -741 -5.19

(2)資本門 2,846 16.63 2,678 16.52 -168 -5.90

3.歲入歲出餘絀(1-2) -914 - 195 - 1,109 -121.33

4.債務還本 650 - 650 - - -

5.融資調度數(4-3) 1,564 - 455 - -1,109 -70.91

(1)發行公債及賒借收入 970 -  - - -970 -100.00

(2)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594 - 455 - -139 -23.40

6.總決算規模(2+4) 17,767 - 16,858 - -909 -5.12

7.融資調度占總決算規模％   8.80   2.70   

8.經常收支賸餘 1,554 2,543  989 

9.經常收支賸餘占經常 
收入％   9.82   15.82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經審計部審定結果，以前年度累計賸餘數為 998

億元，扣除 97 年度總決算移用數 455 億元及特別決算移用數 36 億元，加上

97 年度歲入歲出保留款註銷等調整數 176 億元後，97 年度止尚餘 683 億元（如

再扣除 98 年度總預算預計移用數 346 億元，則餘 337 億元）；97 年度中央政

府債務未償餘額決算數 3 兆 7,850 億元，較 96 年度之 3 兆 7,207 億元，增加

643 億元，係因應有關特別決算舉債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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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預算執行概況 

一、本年度預算數與決算數之比較 

（一）本年度歲入預算數與決算數之比較 

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為 1 兆 6,202 億餘元，執行結果，歲入實現數

1 兆 6,183 億餘元，轉入下年度之應收數 219 億餘元，保留數 0.2 億餘元，決

算數合共 1 兆 6,402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200 億餘元，約增 1.2％，主要係

稅課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等超收所致。茲將執行情形分項說明如下： 

1. 稅課及專賣收入：預算數為 1兆 2,292 億餘元，決算數（包括歲入實現數、

應收數及保留數，以下同）為 1兆 2,429 億餘元，比較計超收 136 億餘元，

約增1.1％，其占歲入決算數總額之75.8％。 

2.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預算數為 2,441 億餘元，決算數為 2,534 億餘元，

比較計超收 92 億餘元，約增3.8％，其占歲入決算數總額之 15.4％。 

3.規費及罰款收入：預算數為 807 億餘元，決算數為 831 億餘元，比較計超

收 23 億餘元，約增2.9％，其占歲入決算數總額之 5.1％。 

4.財產收入：預算數為 460 億餘元，決算數為 400 億餘元，比較計短收 60

億餘元，約減13.2％，其占歲入決算數總額之 2.4％。 

5.其他收入：預算數為 200 億餘元，決算數為 207 億餘元，比較計超收 6 億

餘元，約增 3.5％，其占歲入決算數總額之 1.3％。 

 

 

 



 

 

 

97 年度中央政府歲入來源別預決算情形比較表 

 

 

 

 

 

 

 

 

財產收入

2.4％

其他收入

1.3％規費及罰款收入

5.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5.4％

稅課及專賣收入

75.8％

  97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構成
  總額：1兆6,403億元

 

97 年度中央政府歲入來源別預決算情形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預算數 決算數    比 較 

金額 金額 金額 
項        目 

(A) 
％ ％ 

(B) (B)-(A) 

增減
％ 

合       計 16,203 100.0 16,403 100.0   200 1.2

1.稅課及專賣收入 12,293 75.8 12,430 75.8 137 1.1

所得稅 6,769 41.8 7,515 45.8 746 11.0

營業稅 1,580 9.8 1,493 9.1 - 87 -5.5

貨物稅 1,363 8.4 1,140 7.0 -223 -16.4

2.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2,442 15.1 2,535 15.4 93 3.8

3.規費及罰款收入 807 5.0 831 5.1 24 3.0

4.財產收入  461 2.9 400 2.4 -61 -13.2

5.其他收入 200 1.2 207 1.3 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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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年度歲出預算數與決算數之比較 

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為 1 兆 7,117 億餘元，執行結果，歲出實現

數 1 兆 5,549 億餘元，轉入下年度之應付數 58 億餘元，保留數 599 億餘元，

決算數合共 1 兆 6,208 億餘元，較預算數節減 909 億餘元，約減 5.3％。茲

將執行情形分項說明如下： 

1.一般政務支出：預算數為1,800 億餘元，決算數（包括歲出實現數、應付數

及保留數，以下同）為 1,708 億餘元，比較計節減 92億餘元，約減 5.1％，

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10.5％。 

2.國防支出：預算數為 3,256 億餘元，決算數為 2,824 億餘元，比較計節

減 431 億餘元，約減 13.3％，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17.4％。 

3.教育科學文化支出：預算數為 3,165 億餘元，決算數為 3,104 億餘元，比

較計節減 60 億餘元，約減1.9％，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19.2％。 

4.經濟發展支出：預算數為 2,186 億餘元，決算數為 2,052 億餘元，比較計

節減 133 億餘元，約減6.1％，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12.7％。 

5.社會福利支出：預算數為 3,021 億餘元，決算數為 2,997 億餘元，比較

計節減 24 億餘元，約減0.8％，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18.5％。 

6.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預算數為 138 億餘元，決算數為 134 億餘元，

比較計節減 3 億餘元，約減2.7％，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0.8％。 

7.退休撫卹支出：預算數為 1,355 億餘元，決算數為 1,337 億餘元，比較

計節減 17 億餘元，約減1.3％，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8.3％。 

8.債務支出：預算數為 1,304 億餘元，決算數為 1,174 億餘元，比較計節減

130 億餘元，約減10％，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7.2％。 

9.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預算數為 889 億餘元，決算數為 874 億餘元，比較

計節減 14 億餘元，約減1.6％，其占歲出決算數總額之 5.4％。 
 



社會福利支出

18.5％

國防支出

17.4％

經濟發展支出

12.7％

一般政務支出

10.5％

退休撫卹支出

8.3％

債務支出

7.2％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19.2％

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

0.8％

一般補助及

其他支出

5.4％

97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出分配
 總額：1兆6,208億元

97 年度中央政府歲出政事別預決算情形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預算數 決算數    比 較 

金額 金額 金額 
項           目 

(A) 
％ 

(B) 
％ 

(B)-(A) 

增減
％ 

合        計 17,117 100.0 16,208 100.0 -909 -5.3
1.一般政務支出 1,801 10.5 1,709 10.5 -93 -5.2

2.國防支出 3,256 19.0 2,824 17.4 -432 -13.3

3.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165 18.5 3,104 19.2 -60 -1.9

4.經濟發展支出 2,186 12.8 2,053 12.7 -133 -6.1

5.社會福利支出 3,022 17.7 2,997 18.5 -24 -0.8
6.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

出
138 0.8 135 0.8 -4 -2.9

7.退休撫卹支出 1,355 7.9 1,337 8.3 -18 -1.3

8.債務支出 1,305 7.6 1,174 7.2 -131 -10.0

9.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889 5.2 875 5.4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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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年度歲入歲出差短及融資調度分析 

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差短914億餘元，連同債務還本650億元，

合共須融資調度1,564 億餘元，以發行公債及賒借970億元，及移用以前年度

歲計賸餘594億餘元，予以彌平。執行結果，歲入歲出賸餘194億餘元，併計

債務還本650億元後，尚須融資調度455億餘元，經以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455 億餘元，予以彌平（較原預算所列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594 億元，減少

139億元）。另原預算所列債務舉借970億元，全數未舉借。 

            97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收支簡明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項           目 預算數 決算數 比較增減數 

1.歲入 16,203 16,403 +200 

2.歲出 17,117 16,208 -909 

3.歲入歲出餘絀(1-2) -914 195 +1,109 

4.債務之償還 650 650 - 

5.融資調度需求數(4-3) 1,564 455 -1,109 

6.融資調度財源 1,564 455 -1,109 

 (1)債務之舉借 970 - -970 

 (2)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594 455 -139 

 

二、以前年度歲入、歲出及融資調度轉入數之執行概況 

以前年度（83 年度至 96 年度）歲入、歲出及融資調度轉入數在本年度

執行概況，按年度別分項說明如下： 

(一) 83 年度歲入轉入數（包括應收數及保留數，以下同）3 萬餘元，減免

7 千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2 萬餘元。 

(二) 84 年度歲入轉入數 21 萬餘元，減免 2 萬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

理者 18 萬餘元。 



(三) 85 年度歲入轉入數 818 萬餘元，減免 11 萬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

處理者 807 萬餘元。 

(四) 86 年度歲入轉入數 19 萬餘元，減免 4 萬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

理者 14 萬餘元。 

(五) 87 年度歲入轉入數 528 億餘元，減免 3 萬餘元，實現 7 萬餘元，須轉

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528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包括應付數及保留數，

以下同）5 億餘元，全數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 

(六) 88 年度歲入轉入數 1,208 億餘元，減免 21 萬餘元，實現 242 萬餘元，

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1,208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10 億餘元，全數

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 

(七) 88 年下半年及 89 年度歲入轉入數 72 億餘元，減免 834 萬餘元，實現

79 萬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72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36 億餘

元，減免 8 億餘元，實現 1,077 萬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27

億餘元。 

(八) 90 年度歲入轉入數3億餘元，減免2,501 萬餘元，實現2億餘元，須轉

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7,333 萬餘元；歲出轉入數5,689 萬餘元，全數轉

入下年度繼續處理。 

(九) 91 年度歲入轉入數2億餘元，減免2,095 萬餘元，實現256 萬餘元，須

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2億餘元；歲出轉入數3億餘元，減免1億餘元，

實現3,277 萬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9,555 萬餘元。 

(十) 92 年度歲入轉入數 248 億餘元，減免 5,391 萬餘元，實現 2 億餘元，

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245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253 億餘元，減免 1

億餘元，實現 1億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250 億餘元；融資調

度之債務舉借轉入數 250 億元，全數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 

(十一) 93 年度歲入轉入數 15 億餘元，減免 5,325 萬餘元，實現 1,300 萬餘

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15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28 億餘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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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1 億餘元，實現 7 億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19 億餘元。 

(十二) 94 年度歲入轉入數 30 億餘元，減免 4 億餘元，實現 3 億餘元，須轉

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22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35 億餘元，減免 2 億餘

元，實現 8 億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23 億餘元。 

(十三) 95 年度歲入轉入數 155 億餘元，減免 2,934 萬餘元，實現 6,373 萬餘

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154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73 億餘元，減

免 10億餘元，實現 26億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36億餘元。 

(十四) 96 年度歲入轉入數 147 億餘元，減免 3,426 萬餘元，實現 137 億餘

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8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516 億餘元，減

免 24 億餘元，實現 400 億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90 億餘元。 

綜上 83 年度至 96 年度歲入轉入數 2,413 億餘元，減免 6 億餘元，實現

147 億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2,259 億餘元；歲出轉入數 963 億餘

元，減免 50 億餘元，實現 446 億餘元，須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者 466 億餘元；

融資調度之債務舉借轉入數 250 億元，全數轉入下年度繼續處理。 

 

參、國庫收支實況 

一、收入之部 

本年度各項收入納庫數計：稅課收入 1兆 2,389 億餘元，罰款及賠償收入

259 億餘元，規費收入 549 億餘元，財產收入 391 億餘元，營業盈餘及事業收

入 2,352 億餘元，捐獻及贈與收入 329 萬餘元，其他收入 204 億餘元，以前年

度收入 176 億餘元，收回剔除經費 271 萬餘元，收回以前年度經費賸餘 81 億

餘元，國軍老舊眷村改建特別決算以前年度收入 84 億餘元，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計畫特別決算（97年度）收入 1,200 萬餘元，債務舉借收入 1,204 億餘元，

合共收入 1兆 7,692 億餘元。 



二、支出之部 

本年度各項支出撥付數計：各機關（含補助縣市）經費支出 1 兆 5,745

億餘元，以前年度支出 269 億餘元，退還以前年度歲入 11 億餘元，國軍老舊

眷村改建特別決算以前年度支出 81 億餘元，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前期計畫）

特別決算以前年度支出 3 億餘元，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決算（94 年度）

以前年度支出 1 億餘元，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決算（95 年度）以前年

度支出 142 億餘元，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決算（96 年度）以前年度支

出 264 億餘元，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期特別決算以前年度支出 115

億餘元，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決算（97 年度）支出 835 億餘元，石門

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1 期特別決算支出 84 億餘元，債務還本支出 650

億元，合共支出 1 兆 8,204 億餘元。 

三、結存之部 

上列收入合計 1兆 7,692 億餘元，支出合計 1 兆 8,204 億餘元，收支兩抵

計差短 512 億餘元，經加計上年度國庫結存 620 億餘元、特種基金淨減少保

管款存放餘額 56 億餘元，及增列本年度發行國庫券及短期借款淨增加舉借數

511 億餘元、各機關淨減少保管款存放餘額 135 億餘元後，本年度國庫結存

427 億餘元。至因記帳基礎不同，與歲入歲出差異情形，則另編附「總決算

餘絀與國庫餘絀差額解釋表」，以便勾稽。 

肆、政府資產負債概況 

中央政府資產負債，截至本年度結束為止，資產總額為 1 兆 403 億餘元，

負債總額為 9,719 億餘元，資產負債相抵計有賸餘 683 億餘元，與上年度賸

餘 998 億餘元比較，計減少賸餘 314 億餘元。茲將資產負債各科目列具簡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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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元 

資  產  科  目 金      額 負 債 及 餘 絀 科 目 金      額 

資      產 1,040,367,196,661.94 負      債 971,991,276,983.94

國 庫 結 存 42,756,428,363.62 暫 收 款 11,808,599,353.00

各 機 關 結 存 232,566,274,783.42 保 管 款 280,759,277,462.46

有 價 證 券 17,945,743,636.00 代 收 款 41,543,420,915.22

保 管 有 價 證 券 128,022,111,679.26 預 收 款 726,209,039.00

應 收 歲 入 款 28,188,904,038.54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28,022,111,679.26

應收歲入保留款 386,678,591,305.00 應 付 歲 出 款 16,346,793,258.00

應 收 公 債 收 入 44,243,954,489.00 應 付 歲 出 保 留 款 362,104,587,133.00

應 收 賒 借 收 入 71,589,798,622.00 應付債款－國庫券 105,680,278,144.00

暫 付 款 87,311,841,289.00 應付借款－短期借款 25,000,000,000.00

押 金 717,912,476.99  

材 料 345,635,979.11 餘      絀 68,375,919,678.00

 歲   計   餘   絀 -45,506,984,318.20

 以前年度累計餘絀 113,882,903,996.20

合 計 1,040,367,196,661.94 合 計 1,040,367,196,661.94

 

上表所列資產負債數額，係年度結束時中央政府所屬一般公務機關列報

之資產負債數額，經由總會計紀錄而產生，與國庫報告內容略有不同，蓋以

國庫會計基礎，係採收付實現制之故；惟國庫可用財源之計算，除所列國庫

結存外，各機關歲入與經費賸餘之待納庫款、應納庫款，融資調度之應收公



債及賒借收入等，亦應計算在內；而各機關法定預算中，國庫未撥款部分，

尚須繼續撥支，以及預收款項、國庫券、短期借款未償餘額、特種基金及各

機關保管款存放餘額，於以後年度須另行抵繳、償付及退還等，亦應併予減

除，方可顯示其真象，為表示國庫可用財源之實況起見，特就國庫資產負債

觀點，酌為分析如下： 

　國  庫  資  產  

      國庫結存 42,756,428,363.62

      加：各機關歲入待納庫款及應納庫款 471,817,077,826.54

          各機關經費賸餘待納庫款 5,075,796,591.10

          應收公債收入 44,243,954,489.00

          應收賒借收入 71,589,798,622.00

      合                 計 635,483,055,892.26

　國  庫  負  債 

      待撥各機關經費 298,037,926,919.00

      國庫預收款 512,285,904.00

      待償付國庫券及短期借款  130,680,278,144.00

特種基金保管款   57,191,392,886.80

各機關保管款 80,685,252,360.46

      合                 計 567,107,136,214.26

以上資產負債兩抵結果，計淨餘 683 億餘元，為國庫可用之財源；亦即，

為上列資產負債簡表所列賸餘數。 

 

伍、政府施政計畫實施概況 

本年度政府秉持「堅持台灣主體意識」、「落實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

值，積極落實「增加投資台灣」、「創造就業機會」、「拉近城鄉距離」及「縮

短貧富差距」等四大目標，以邁向「繁榮、公義、永續的美麗台灣」為國家發

展的願景，透過各機關年度施政計畫之執行予以落實。 

茲就政府各類政事推展績效，擇要略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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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內政方面 

本年度内政施政重點，為推動地方政府組織改造，落實權力下放，提高

地方自治權能；完備公民投票機制，擴大政治參與；健全政治獻金法制，確

保政治活動之公平與公正；提升戶籍行政效能；加強國籍行政管理；建構完

善安心生活體系，持續辦理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老人、兒童、婦女等福

利服務與保障就醫權益；加強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普及率；精進刑事鑑識，

發展偵防科技，全面提升偵防犯罪能力；嚴密查緝走私、偷渡，維護海域治

安及防範疫病入侵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民政業務：檢討修正地方制度相關法規，督導地方政府調整組織，推

動政府再造工作，合理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提升地方自治行政效能，

落實地方自治精神；落實陽光法制，完成政治獻金法修法及遊說法施

行細則立法工作；健全選舉罷免法制，完成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

其施行細則修法工作。 

(二) 戶政業務：督導地方政府改進戶籍行政業務，賡續辦理全面換發新式

國民身分證，辦理戶政人員培訓及為民服務研習會，修正戶籍法並完

成相關子法與配套措施之研訂事宜，且完成全國日據時期戶籍資料整

理工作。 

(三) 社政業務：加強照顧低收入戶基本生活，辦理低收入戶家庭、兒童及

就學等生活補助費調增計畫；補助 25 縣市政府辦理我國長期照顧十年

計畫（包括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老人營養餐飲、交通接

送等服務）；協助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團體補助辦理各項身心障礙福

利活動暨身心障礙者日系列活動；補助民間團體辦理婦女福利服務活

動計 389 案；加強兒童少年保護工作及辦理早期療育工作等。 

(四) 營建業務：完成國土復育地區之劃設；推動下水道建設，全國污水處

理率為 43.3％；為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撮合交換以達資源有效再利用

之目的，分別於本年度 3 月、11 月及 12 月辦理 3 場大型講習說明會

議，超過 600 人次參加。 

(五) 警政業務：嚴密管制重大刑案，提高刑案破案績效等項目標，強化偵



查犯罪功能；建立犯罪紀錄資料檔，提供偵防犯罪工作需要，健全犯

罪紀錄運作；加強刑事鑑識工作，鑑定功能及技巧，發揮偵防犯罪效

用，提升刑事鑑識功能；偵辦跨國刑案，加強國際犯罪情報交換、緝

毒合作。 

(六) 海洋巡防工作：辦理查緝走私偷渡、海上救難、海洋環境保護及生態

保育與為民服務等工作，本年度計查獲槍械彈藥 60 件，槍枝 107 枝、

彈類 1,387 顆、炸（火）藥 1 公斤；查獲毒品 354 件，各式毒品 1,126

公斤；查獲農漁畜產品及其他私運物品 288 件，農漁畜產品 628 萬 965

公斤、菸 2,102 千包、酒 1,061 公升、活體動物 4,528 隻；查獲非法

入出國 122 件，偷渡犯 396 人，嫌犯 69 人。 

二、關於外交及僑務方面 

本年度外交及僑務施政重點，為秉持獨立自主精神及平等互惠原則，全

面拓展對外關係，以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彰顯台灣主體意識；繼續推動參

與聯合國(UN)及世界衛生組織（WHO）；強化參與世界貿易組織(WTO)及亞太

經濟合作(APEC)等國際組織；輔導國內非政府組織（NGO）參與國際活動、國

際事務，以及建構其處理國際事務能力；加強團結海外僑社，拓展我國國際

活動空間，提升台灣之國際能見度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籌辦元首外交：陳前總統水扁於本年 1 月率團赴瓜地馬拉參加新任總

統柯隆就職典禮，並順訪聖露西亞，主軸定位為「睦誼共隆、永續發

展」，旨在彰顯我國重視邦誼，並在互惠互利的基礎上與中美洲及加

勒比海友邦強化彼此間的策略夥伴關係，除鞏固雙邊邦誼、強化合作

關係外，並藉此宣慰僑胞、鼓勵我駐外人員；「敦睦專案」馬總統於

8 月率團赴巴拉圭及多明尼加參加巴國新任總統盧戈及多國總統費南

德斯連任就職典禮，過境美國洛杉磯與舊金山時，美方禮遇接待，此

次過境我方採取務實、儉樸之方式處理，已獲美方高度讚揚，有助恢

復雙方高層互信。 

(二) 推動雙邊關係：持續鞏固我與邦交國間之雙邊關係，維持我國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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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主權地位。目前我國共有 23 個邦交國，以「持續性」與「穩定性」

之外交政策，尊重與各國所訂之條約、協定及各項合作計畫，在既有

的基礎上，加強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另與世界上 150 餘個無邦交國家

維持密切的經貿、文化與技術合作等實質關係。 

(三) 參與國際組織：採 WHO「會員案」及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案」

併推之策略。本年我國提案雖未獲納入大會議程，惟我國之訴求再次

透過友邦發言傳達至國際社會，未來政府仍將秉持「醫療無國界」及

「防疫不容有缺口」之信念，繼續爭取及維護 2,300 萬台灣人民之健

康權利，希望國際社會能基於人道及專業之考量儘速接納台灣成為WHO

之一員；參與聯合國案(UN)，本年我國訴求為「需要審查中華民國（台

灣）2,300 萬人民有意義參與聯合國專門機構活動的基本權利」，並

洽請友邦提案，顯示我持續努力促請國際社會重視台灣 2,300 萬人民

參與聯合國體系基本權利之決心；參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議，

本年馬總統指派連前副總統戰擔任領袖代表出席經濟領袖會議，為歷

年來層級最高。我方亞太經濟合作數位機會中心（ADOC）相關倡議及

大規模災難重建復原計畫，於本年年度部長聲明及經濟領袖宣言中均

得到肯定或呼應。 

(四) 全民外交：積極協助我國非政府組織及民間社團與國際接軌，實施「全

民外交」理念；推動外交替代役，善用役男推動全民外交，辦理甄選，

派往駐外技術團和醫療團服勤；推動非政府組織（NGO）業務，輔導加

強我民間 NGO 團體涉外能力，鼓勵並協調我國 NGO 參與國際人道救援

工作，設法促成我與歐盟、美、日等國家之 NGO 聯繫並進行重要議題

交流；儲備民間國際交流人才，定期舉辦全民外交事務研習營。 

(五) 經貿外交：辦理經貿出訪考察，為加強我與友邦之經貿投資，籌組經

貿投資、工商投資團或派遣專家學者出訪考察，藉以增進雙方實質關

係；辦理國際招商活動，委託外貿協會赴國外舉辦商展共 24 展次，對

於增加我國際能見度、推廣我國精良產品與國家形象，助益良多。 

(六) 加強僑社聯繫與服務：增設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據點，強化僑教中



心功能，結合志工資源，提供多元優質服務；輔導僑團傳承發展，培

訓僑社中間幹部，鼓勵僑胞積極融入主流社會，協助政府拓展國際空

間；結合海外自由民主力量，團結僑社，共策國家發展。  

三、關於國防方面 

本年度國防施政重點，為強化緊急應變制變能力，並賡續充實危機處理

裝備及採購先進防護設施，健全應變機制，落實風險管理作為；精實組織與

兵力調整，籌建現代化軍隊，並賡續精進聯合作戰指揮機制，藉由各項演訓

實際驗證，建立可恃戰力；因應未來戰略情勢，結合建軍需求，整合國內各

項資源，提升國防科技研發水準，貫徹國防自主政策；強化榮民就學輔導，

提升人力素質；拓展多元就業管道，安定榮民生活；檢討榮民就醫補助，強

化醫療體系功能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軍事行政：完成人員身分證換（補）發、專長及智力測驗、獎章頒發、

退伍令核發；年度核發死亡官兵喪葬補助費計 99 人、國軍示範公墓及

忠靈塔之春、秋祭典禮各乙次、忠靈塔、殿安厝 1,042 人；辦理現、

備役軍眷眷證換發作業計 4 萬 7,275 口；辦理情資通報及相關研析報

告，提供相關單位運用。 

(二) 教育訓練業務：舉辦學術專題講座，及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藉研究

成果，落實科技建軍之目標；輔導國軍志願役幹部參加國內各大專院

校學位公餘進修，計參加碩士、學士、二（四）技等學位班次進修 4,486

人次；完成地面部隊 199 個營級、351 個連級、飛彈部隊 27 個連級單

位、各型艦艇 156 艘、4 個海航飛行作戰隊及 8 個空軍飛行作戰隊之

基訓任務。 

(三) 後勤及通資業務：辦理各型觀測、運輸及戰鬥直昇機及其附屬裝備等

零附件、材料及特種工具採購；辦理各式防空飛彈、反裝甲等飛彈系

統裝備、火箭、光電及觀測及其附屬裝備等零附件、材料及特種工具

採購；辦理危安及老舊庫房、軍械室等庫儲場地整修，警監系統裝設，

避雷、消防系統裝設及維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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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般裝備：辦理 T91 戰鬥步槍籌補、新型多管火箭、政教視聽器材、

工兵機械、化學戰劑偵檢器、核生化偵檢車、特戰裝備、砲兵定位定

向系統、高性能快艇、戰甲砲車延壽、整合型核生化戰劑警報器、提

升達觀艦海洋探測資料蒐集及處理裝備系統、海灘作業車、多波道機

性能提升案及換裝案等。 

(五) 一般工程及設備：完成「金陵營區排水系統整治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評選決標、鑽探、測量、規劃及初步設計；完成陸軍所屬 14 個單位「戰

區管理資訊系統」資訊基礎建置作業，以提升各單位資訊作業環境；

劍龍營區高壓供氣站及營區高壓供電設備改善工程、蘇支部戰備岸勤

設施整建工程、62 部隊作戰大樓興建工程、雷彈隘口整建工程、中正

基地防波堤固堤工程，均於年度內完工驗收結案。   

(六) 退除役官兵輔導業務：執行退除役官兵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服

務照顧任務，隨著榮民結構的改變與時代的脈動，不斷因應榮民需求，

調整輔導方式，革新服務作法，期能與時俱進，使榮民得到妥善、適

切的照顧。 

四、關於財政金融方面 

本年度財政金融施政重點，為持續推動財政改革，追求財政收支平衡目

標；強化公股股權管理業務，督促國營或公股事業強化公司治理，提升經營

績效及持續改善體質；強化債務管理，落實財政紀律；落實稅制改革，擴大

稅基並合理調整租稅結構，建構具有國際競爭力之產業賦稅環境；持續簡化

通關程序，提升物流效率與效能；持續落實國家資產經營管理一元化，提升

國家資產整體運用效益；賡續推動金融改革，加速銀行市場結構重整，健全

金融機構退場機制，提升金融服務業競爭力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落實執行「財政改革方案」改革目標：辦理完成 14 次短期、10 次中

期之財政改革方案管考作業，經由各執行機關積極努力辦理各項財政

改革措施，以改善財政收支並有效使用及公平分配資源。 

(二) 強化公營及公股事業公司治理：訂定「台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條



例」經立法院三讀通過，並奉  總統本年 11 月 26 日公布，完備台灣

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立之法制程序；遵照本年 11 月 7 日立法院

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通過之附帶決議，於本年 12 月間辦理完

成台灣土地銀行及中國輸出入銀行退出台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相

關作業。 

(三) 持續推動各級政府債務透明化作業：定期公布各級政府公共債務彙編

資訊於本院財政部國庫署網站，完整揭露各級政府遵循公共債務法情

形；依據公共債務法規，督導各級政府遵守債限規定。 

(四) 健全稅制，強化稅政，以建構租稅公平，提升服務品質：為促進經濟

發展，追求社會公義，提升國際競爭力，本院於本年 6 月 30 日成立賦

稅改革委員會，就「稅制」及「稅政」二面向進行研議，全部研究議

題 20 項，截至本年底已完成 9 項研究議題，並依結論研提 3 項修正法

案，其中 2 項業經立法院三讀通過，餘後續應辦事項，正積極落實推

動。 

(五) 建構無紙化、無障礙通關環境，並簡化通關程序，提升通關效率：檢

討不合時宜之關務行政規章，因應社會經濟環境之變動，使通關障礙

減至最低，並創造有利的通關環境，以增加我國業者競爭力。 

(六) 提升國家資產利用效率，增裕國庫收入：持續落實國家資產經營管理

一元化，截至本年 12 月底止，計接管土地 2 萬 6,918 筆，面積 4,300

公頃；配合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公共需用國有不動產，辦理撥用作

業，計撥用土地 1 萬 3,976 筆，面積 1,474 公頃；土地售價收入約 302

億 1,918 萬元；房地租金收入 18 億 3,285 萬元；使用補償金收入 8 億

290 萬元；辦理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業務及國有非公用財產改良

利用業務，收取權利金及租金收益共 2 億 721 萬餘元，挹注國庫，增

進社會經濟發展。 

(七) 金融監督管理：賡續建構金融檢查聯繫協調運作機制，為加強金融集

團之監理，除完成本國銀行、外國銀行及票券金融監理單一申報窗口

資訊系統外，並已將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及台灣證券交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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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保險、證券業之申報資料匯入單一申報窗口資訊系統，本年度賡續

規劃建置「金控公司、信用合作社監理資料表報處理」，以建立更完

整之金融監理資料，並可透過金融監理資訊共享平台，達成監理資訊

共享之目標。 

五、關於教育及體育方面 

本年度教育及體育施政重點，為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延

攬教學研究優異人才；推動產學合作及銜接就業，鼓勵技職學生取得證照及

提升就業能力；規劃設置師資培育區域研發中心及進修學院，提升教師素質

與專業自主；提供資源弱勢地區與一般地區經濟弱勢 5 足歲幼兒充分就學機

會，落實教育機會均等理想；降低國小班級學生人數，強化國民教育精緻發

展；提供失學民眾補習及進修教育，降低失學國民不識字率；輔導學校培育

優秀運動人才，提升競技運動實力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高等教育：輔導國內大學依優異領域建立特色，透過競爭性經費之挹

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第 1 梯次 12 校在學校組織運

作調整、教學卓越發展、基礎環境建設提升及延攬國外優異人才增加

等方面，已獲相當之成果。第 2 梯次依策略拔尖及獎優汰劣原則，並

考量大學仍為人才培育之重要場域、國內高等教育區域均衡發展、人

文社會學科與理工醫農學科平衡發展、學校重點領域等因素進行遴

選，共有國立台灣大學等 11 校獲得補助。 

(二) 技職教育：強化推動產學合作，發布「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強化產學運作機制，促使搭建產學合作平台，並輔導學校規劃產學合

作教育課程，以落實學生實務學習，持續補助現有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除提升區域責任學校產學合作績效外，並協助相關技術研發中心建立

專業領域研發團隊，營造與產業發展趨勢密切接軌及優質之教學與實

習環境。 

(三) 中等教育：落實實施「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就法規修訂、課

程教學、師資研習及教學資源等方面，由 23 個學科中心持續辦理各學



科教師各類研習、蒐整研究發展教學資源、參與新課程修訂等工作。改

進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積極研發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 

(四) 幼稚教育與國民教育：實施扶持 5 歲幼兒教育計畫，協助弱勢幼兒及

一般地區 5 足歲經濟弱勢幼兒，有接受優質幼兒教育之機會；落實「降

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數計畫」，使每班學生人數降至 35 人，並推

動精緻國民教育方案，自 96 學年度起國小一年級班級學生人數自 32

人逐年降低至 29 人。 

(五) 社會教育：繼續推動成人基本教育，降低不識字人口比率；輔導地方

政府依法設置家庭教育中心，持續補助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辦理家庭

教育活動；整合大學資源，發展家庭教育專業輔導網路；研修家庭教

育法及其相關子法，持續推動「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 

(六) 體育發展：為強化競爭實力，賡續培訓精英運動選手參與 2009 年在我

國舉辦之世界運動會、聽障奧林匹克運動會，以及在香港舉辦之東亞

運動會。本年度選手參賽部分，我國代表團在今年北京奧林匹克運動

會中，獲得 4 銅之成績，另 2008 世界拔河錦標賽、世界健力錦標賽、

第 2 屆亞洲柔術錦標賽、2008 亞洲男女健力錦標賽及第 2 屆亞洲合球

錦標賽等賽事，均獲得亮麗的成績。 

六、關於國家發展及科技方面 

本年度國家發展及科技施政重點，為釐訂國家建設目標、發展重點及重

要政策措施，強化國家建設計畫之規劃；賡續推動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增進

國民福祉；全力推動公共投資，促進國家轉型升級；研析國內、外經濟及景

氣動向，適時充分揭露，並研擬因應對策；落實產學人才培育、延攬及運用，

促進人力資源發展；落實科技研發成果，建構產業科技創新體系，改善研發

環境，加強基礎研究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研訂國家建設計畫：辦理「中華民國 96 年國家建設計畫執行檢討」，

協調推動「2008 年國家建設計畫」；研訂完成「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

設計畫(民國 98至 101 年四年計畫)暨「中華民國 98年國家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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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訂經濟政策、協調推動財金改革：研訂「當前物價穩定方案」、「因

應景氣振興經濟方案」、「永續能源政策綱領—節能減碳行動方案」

等，並協調推動及管考；辦理「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例」草案

立法協商、發布「振興經濟消費券使用辦法」；研提「京都議定書」

之經濟影響評估及對策等。 

(三) 促進產業發展：研審並協調產業、能源及科技發展方案，包含產業高

值化、數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及生物科技園區等計畫；推動新興服

務業之發展，協調相關部會以負面表列思維，持續朝開放方向檢討服

務業相關法規。 

(四) 促進人力資源發展，建構完備社會安全網：完成「中華民國 97-145 年

人口推計」、「97 年短期促進就業措施」、「98-101 年促進就業方案」

及「吸引全球外籍優秀人才來台方案」；協調推動「新世紀第二期人

力發展計畫」及各項促進就業措施。 

(五) 協調推動新十大建設暨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理：完成國土規劃、土地

利用、住宅建築、環保及交通建設等案之審議及 98 年度先期作業次類

別計畫審議；研訂完成「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並規劃「擴大

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持續推動「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國家地

理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年計畫」；積極推動都市更新、永續發展業務；

辦理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規劃及愛台12建設先期規劃等作業。  

(六) 健全企業發展環境、排除投資營運障礙：辦理財經法規鬆綁作業，已

推動各部會完成 174 項財經法規鬆綁議題；協調推動自由貿易港區營

運議題，推動招商累計有 148 家事業進駐海空港自由港區；協助外商

排除投資障礙；完成「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草案)」。 

(七) 強化國家建設財務規劃審議，有效運用國家整體資金：提升國家建設

預算效益，強化效益評估與審議，研審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及經建計

畫之財務規劃，配合政府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政策，加強財

務規劃、成本效益與民間參與之可行性評估。 

(八) 推動整體科技發展：培育延攬及獎助科技人才；改善研究發展環境；



繼續發展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含高雄園區）、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及開發新竹生物醫學園區，吸引高科技公司入區設

廠，鼓勵園區科技工業從事研究發展，加強學術研究機構之建教合作，

培訓專業及技術人才，促進高科技在國內生根。 

(九) 原子能科學發展：積極擴大參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組織活動，拓展原子

能國際合作層面；推動輻射防護管制作業之電子化，提供民眾便捷快

速之服務；推動醫療曝露品質保證計畫，提升病患醫療品質。 

七、關於文化及觀光建設方面 

本年度文化及觀光建設施政重點，為賡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補助

縣市政府輔導社區參與規劃，全面提升社區環境；拓展與國外政府及相關藝

文組織文化合作，推介台灣當代藝術家及藝術團體參與國際藝文活動；持續

優化台灣觀光產業發展環境，整備現有及開發套裝旅遊路線；加強國際觀光

宣傳，擴大觀光客源市場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推動創意文化園區：1.華山創意文化園已展開試營運作業，共計辦理

286 場的活動。2.辦理「文化創意產業論壇暨設計達人競賽與展覽」。

3.邀集逾 300 位設計師參與 2008 設計師聯展（TADA）活動。4.辦理海

角彈唱-回憶一夏系列活動，吸引逾 6 千人參觀。5.於花蓮園區舉辦「紀

念品創意設計比賽」暨「夜生活節」推廣計畫。 

(二) 推廣文化傳播工作：1.與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合作辦理文學

好書推廣專案。2. 辦理「閱讀文學地景」活動。3.於國立台灣美術館

辦理「2008 第 6 屆台灣國際紀錄片雙年展」，觀影人數達 6 萬 5,000

人次。4.委託製播文化專題節目及文化資訊節目。5.訂定「敘事短片

攝製獎助作業要點」，鼓勵青年學子從事敘事短片之創作與攝製，落

實敘事電影人才培育之紮根工作。 

(三) 發展工藝創意產業：1.結合異業資源合作開發計畫成果發表會，以

「YII」品牌於 2008 世貿文創展正式發表。2.完成工藝產業鏈建置計

畫各項服務作業，以強化工藝產業競爭力。3.辦理「自慢活—台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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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之家大展」及「夯工藝‧靚時尚—台泰工藝文化創意產業特展」。

4.完成工藝虛擬行銷通路建置與行銷推廣活動。 

(四) 社區營造業務：1.集結跨部會資訊及經驗交流，協力推動社造政策。

2.辦理社區產業行銷，進行社區文化產業之包裝與設計。3.核定「核

心文化館升級計畫」及「地方文化空間功能整合與設備改善計畫」等

共計 193 案。4.辦理「大手牽小手‧跨步向前走」--97 年地方文化館

活化館舍巡演計畫，使民眾更加了解各地方文化館的內涵。 

(五) 推展國際文化交流：1.參與歐洲及北美地區文化活動。2.輔導國內專

業藝文團隊參與國際專業展演或合作專案。3.加強與政府相關單位及

組織合作，如辦理「第 12 屆台法文化獎」等。 

(六) 強化產業環境發展：1.輔導成立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2.補助辦理

「Art Taipei 2008 台北國際藝術博覽會」。3.以「美好年代」為主

題辦理「第七屆台灣衣 party」，呈現台灣服飾多元創意。4.辦理「2008

台北國際雙年展」，為台灣藝術在國際當代藝壇取得發聲地位。 

(七) 提升觀光服務水準：落實執行「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97-100

年）」，延續套裝旅遊線建設成果，整合 13 個國家風景區及 24 個地

方政府轄內觀光資源，以「集中投資」、「景點分級」觀念，集中投

資「5 大焦點建設」及 80 處具代表性之重要景點。 

八、關於法務方面 

本年度法務施政重點，為健全法制基礎，推動法治建設；貫徹掃黑、肅

貪、反毒、查賄等工作，維護社會治安；推動獄政革新，發揮矯正功能；強

化保護措施，落實保護功能；強化廉政機制，提升政風反貪、防貪、肅貪功

能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健全法制基礎，推動法治建設：因應國際潮流與社會發展需要，適時

制（訂）定、廢止或修正相關法律，已完成修正並經總統公布者計有

洗錢防制法等 12 案。 

（二）貫徹掃黑、肅貪、反毒、查賄等工作，維護社會治安：研修「貪污治罪



條例」部分條文，增訂「公務員違反不明來源財產之說明義務罪」，並

擴大貪污犯罪所得財物之認定範圍，於本年9月 22日送請立法院審議；

研擬「毒品危害防制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訂定發布「毒品戒癮

治療實施辦法及完成治療認定標準」，以完備毒品危害防制機制。  

（三）推動獄政革新，發揮矯正功能：充實矯正機關教化輔助人力，並開辦

收容人看護訓練班，汰換醫療設備，保障收容人醫療人權；持續辦理

改善監所計畫，擴增收容處所，提高收容人生活環境品質；強化接收

調查監獄功能，以提升收容人矯正教化成效。 

（四）強化保護措施，落實保護功能：推動多元更生保護服務，提升更生保

護功能，督導更生保護會結合社會資源，辦理更生人之就業、就學、

安置、追蹤認輔等保護扶助；督導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辦理

各項保護業務。 

（五）強化廉政機制，提升政風反貪、防貪、肅貪功能：修正「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擴大申報對象；增訂「財產強制信託」條款，對故意為

財產不實申報，及財產異常增加且無正當理由者，增列行政罰則。 

九、關於經濟建設方面 

本年度經濟建設施政重點，為發展具前瞻性與影響性之創新研發重點產

業；持續強化優勢產業，建立傳統產業核心競爭力；積極參與國際經貿組織

活動，推動與特定貿易夥伴簽署自由貿易協定；建構完善基礎建設及永續經

營環境，吸引僑外商來台投資；強化智慧財產權審查機制，提升審查品質及

服務效能；促進商品驗證制度國際化，建立與國際接軌的量測與標準體系，

加速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營造優質中小企業發展環境，建構中小企業

創業育成平台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發展台灣成為高附加價值產品及服務供應中心：推動新興服務業發

展，透過連鎖加盟服務計畫之推動，整體連鎖加盟產業產值達到 1 兆

6,560 億元，促進設計服務、資訊服務、研發服務及文化創意產業等

發展，產值達 1 兆 1,247 億元。推動半導體、影像顯示、數位內容及

 甲24



 

 甲25

生物技術產業等 4 項重點產業發展，產值達 3 兆 5,943 億元。促成高

科技紡織、保健機能性食品及保養品、高分子材料工業、輕金屬、高

效率電動車輛、運動休閒等 6 項高附加價值傳統產業高值化，產值約

1 兆 5,291 億元。 

(二) 推動台灣成為創新研發基地：工研院創新前瞻計畫本年度已完成國內

外專利申請 644 件，國內外專利獲證 257 件。法人科專在資訊、光電、

自動化等 18 個領域投入研發，其重點關鍵技術移轉及專利移轉收入約

14 億餘元。促成 30 家跨國企業在台 39 個設立研發中心，協助國內企

業設立 100 個研發中心，引導創新研發中心、研發聯盟及創新服務廠

商研發投資金額達 49.2 億元。 

(三) 建構具吸引力投資環境：加速智慧財產權審查，縮短新式樣專利申請

案件審查期間為 9.46 個月，商標申請案件審查期間為 7.43 個月。吸

引僑外投資，核准美商德拉瓦美國人壽、香港匯豐銀行、美國國際人

壽等投(增)資案，核准僑外直接投資金額為 82.32 億美元。建構與國

際接軌之量測與標準體系，提供原級及次級標準校正服務 2,975 件，

制修訂國家標準 317 件，參與國際間量測標準及認證活動 27 次。 

(四) 營造台灣國際營運樞紐地位：推動產業全球運籌電子化，完成電子化

共用平台 2 個，帶動 117 家物流業者參與並導入 e 化應用，協助物流

聯盟業者創造營收成長 2.2 億元，並帶動企業ｅ化投資 1.2 億元；完

成推動 9 個體系延伸及擴大產業全球運籌應用程度；鼓勵企業在台設

立營運總部，完成推動 622 家企業在台設立營運總部。 

(五) 架構綿密國際經貿網絡：辦理產業損害調查案件 25 件，並提供貿易救

濟諮詢服務計 310 件，合計 335 件，均已結案，累計結案率 100％。協

助業者拓展海外市場，布局全球，年貿易額 4,964.8 億美元，出口值

2,556.6 億美元，成長 3.6％。推動洽簽自由貿易協定，完成與尼加拉

瓜、薩爾瓦多及宏都拉斯簽署自由貿易協定並皆於本年生效實施。 

(六) 架構中小企業創業成長基地：建構中小企業創業育成平台，累計產出

投增資金額為 519 億元，產出投入比為 27.9 倍。提升中小企業科技資



訊應用能力，受輔導企業營業額估算約增加總計 30.37 億元以上，產

出投入比為 9.3 倍。強化中小企業經營管理輔導功能，受輔導廠商新

增營業額約 6.03 億元，產出投入比為 7.9 倍。 

(七) 確保質優穩定及永續的資源供應：完善基礎地質調查，本年度完成土

地開發地質審查案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案件、國土利用及建築開發

地質安全諮詢、活動斷層查詢案共計 1,796 件。執行穩定能源供應政

策方針，電力系統備用容量率提高至 25.6％。推動風力發電開發利用，

累計完工 16 個風場 190 台風機，容量達 35.82 萬瓩。充分提供民生及

工業用水，總供水量達每日 1,272 萬噸。推動砂石料源多元化供應，

輔導河川砂石以外料源開發利用，調節國內砂石供需平衡，本年河川

以外砂石供應量為 3,407 萬立方公尺，占砂石總供應量 5,545 萬立方

公尺之 61.45％。 

十、關於農業建設方面 

本年度農業建設施政重點，為活化農業智慧財產管理與運用，連結產學

合作及農企業科技專案計畫，導引農業科技商品化、產業化；實施重要農漁

畜產品生產申報制度，建立產量監測、資訊發布及預警系統，強化產銷失衡

輔導措施，穩定產銷及價格，保障農民收益；加強遠洋漁業管理與產業重整，

配合國際規範樹立產業新秩序；加強動植物輸入檢疫與防疫措施，防杜重大

疫病蟲害入侵；建構農業金融安全網，降低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保障存款

人權益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農政業務：辦理農業產業發展及政策分析、農地資源利用管理等研究，

以及中國大陸農業資訊蒐集、新品種之保護策略、漁船海難救護機制

等計畫，提供資訊及研擬相關對策參考。 

(二) 強化農產品產銷制度：持續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輔導農民團體

建立農業中心衛星體系，提高產銷效率及精準掌握市場需求，共同塑

造競爭優勢；推動畜禽產品生產履歷制度，確保產品品質及拓展國內

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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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漁業管理：強化沿近海漁業管理與結構調整，完成補助 12 處漁業

通訊電台營運經費及 353 艘漁船之船位回報器通訊費，並辦理 6 場次

漁船海難宣導講習，以維護漁業秩序，保障漁船（民）海上作業生命

及財產安全。 

(四) 加強動植物防疫：持續推動階段性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措施，並請各

縣市政府依公告之「畜牧場防疫及衛生管理措施」加強輔導畜牧場落

實自衛防疫措施；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網路化便捷化，業者網路申

報比率，本年度達 83.3％，核發新版防偽輸出檢疫證明書累計達 4 萬

6,222 件。 

(五) 健全農業金融：辦理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監理，持續督導農漁會積極催

理逾期債權及轉銷呆帳，有效降低逾放比率，提升經營效率；加強對

重設信用部之監理與輔導，除開業前、後之實地訪查，並按月追蹤其

經營動態，針對其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存款、放款及財務狀況等項

目進行重點查核。 

十一、關於交通建設方面 

本年度交通建設施政重點，為建置高快速公路整體路網交通管理系統；

維護道路交通秩序，提升行車安全；推動我國整體商港發展及建設；推展自

由貿易港區設置效益，擴大境外航運中心功能；持續推動港務獨立自主經營

管理；強化飛航安全，加強執行飛安相關查核制度；賡續發展氣候變異與劇

烈天氣監測、預報系統；強化衛星觀測及應用能力；持續提高地震速報效能，

發展地震即時警報系統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提升公路運輸服務水準：推動 e 化交通新 6 年計畫，推動「都市公車

動態資訊系統」及「智慧交控系統」，補助 5 個縣市建置「都市公車

動態資訊系統」及補助 5 個縣市建置「智慧交控系統」；東岸聯外道

路新建工程計畫，自基隆市東海街與中正路交叉點處，終點迄臺二丁

線銜接，全長約 6.9 公里，截至本年度止，本計畫預定進度 49.48％，

實際進度 48.15％。 



(二) 加速軌道運輸建設，促進大眾運輸發展：台北市區鐵路地下化南港專

案工程計畫，於 87 年 11 月動工，已完成南港、汐止、五堵臨時車站

工程及臨時軌道工程、新五堵隧道工程等；東部鐵路後續改善計畫，

於96年12月21日完成冬山站場提高改建工程第一階段高架橋切換營

運，第二階段工程於本年 12 月 18 日完工；台鐵林邊溪橋改善計畫，

第 1 標工程（林邊溪以南高架鐵路工程）及第 2 標（林邊溪橋高架鐵

路工程及塭子一排鐵路橋改善工程）分別於本年 3 月 20 日及 9 月 23

日開工，截至本年度止預定進度 12％，實際進度 12％，98 年度將賡

續辦理各項工作等。 

(三) 落實運輸系統安全管理，加強航港建設及服務水準：因應國際海事組

織（IMO）通過之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修正案及「國際船

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持續推動辦理港口設施及國

際船舶保全工作，符合全新國際海事保全規範，並加強航行國內船舶

適航性檢查，確保船舶航行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設置自由貿易港區，

為配合推動自由貿易港區政策，已率先籌設「四海一空」自由貿易港

區，基隆、台北、台中、高雄等國際商港共計有 62 家航商、業者取得

營運許可證，桃園航空自由貿易港區亦有 83 家業者已簽約進駐，本年

度各自由貿易港區事業新增進出口貨物量計為 137.79 萬噸，進出口貿

易值為 1,130.5 億元。 

(四) 落實運輸系統安全管理，加強服務水準：辦理第9期「道路交通秩序與

交通安全改進方案」本年度工作執行計畫，並有效防制交通事故主要肇

因，減少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全面推動「機車事故防制」、「酒駕

事故防制」等重點專案，執行重點包括，加速易肇事地點與路段改善、

推動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以創意行銷方式加強宣導、強化與提升

違規道路交通安全講習效能、加強取締少數惡性違規行為等。 

(五) 增進氣象觀測技術：持續進行地面氣象、高空氣象、自動雨量、波浪、

潮位、水溫、大氣理化、天文及雷達與衛星影像等觀測事項，完成 3

部都卜勒氣象雷達相關設備更新，並擴大接收同步氣象衛星觀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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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印度洋海域；每日接收處理 20 類 260 萬筆全球氣象資料，每日產

製 24 類 3,000 餘張各式氣象圖表，有效支援各項氣象預報作業。 

(六) 強化地震測報效能：執行「強地動觀測第三期計畫－發展強震即時警

報系統」，縮短地震測報時間，對於發生於台灣島內的中大地震，平

均於 35 秒內即可完成初步自動報告作業；本年度共發布地震訊息報告

102 次，另發布小區域地震報告 377 次；完成超過 1 萬 7,800 次之地

震定位資料；蒐錄加速度強震紀錄逾 4,040 筆。 

十二、關於公共工程方面 

本年度公共工程施政重點，為健全公共工程技術規範制度，提升工程作

業效率；加速推動生態工法及公共工程資源回收再利用，減省工程資源消耗，

維護永續生活環境；加強公共建設列管計畫之協調、配合、督導及考核，提

升執行績效；落實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強化主管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功能，

全面提升公共工程品質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研訂「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理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技師法修

正草案」送立法院審議中。 

(二)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修正發布「最有利標評選辦法」、「投標廠商資

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政

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行辦法」4 項子法，及相關採購作業規範，以健

全政府採購制度。 

(三) 辦理生態工程講習 40 班次，參訓人數達 2,549 人。 

(四) 辦理推動公共建設方案，每月追蹤檢討 1 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含

院列管公共工程計畫）之預算執行績效，提「行政院公共建設督導小

組」委員會議討論，並按季提本院院會報告。 

(五) 落實公共工程品質躍升方案，修訂完成「公共工程金質獎頒發作業要

點」等法令，並完成品質查核、查核小組績效考核、各項品管教育訓

練、第九屆公共工程金質獎頒獎典禮、工程觀摩及實驗室訪查等。 

(六)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業務，本年度簽約案件為 70 件，民間投資額度



168.7 億元，簽約金額占預計簽約金額 80.5％。另為配合促參政策推

動及實務作業需要，研修促參法、建立各類型公共建設民間參與契約

範本、研議開放陸資參與公共建設項目、建立協助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之融資機制、辦理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公聽會、建置促參提案技術服務

機構輔導機制、辦理國內外行銷說明會、再啟動簽約激勵獎金發放制

度、持續補助機關辦理促參可行性評估、先期規劃等前置作業費用。 

十三、關於原住民族事務方面 

本年度原住民族事務施政重點，為輔助原住民部落自主營造，推動原住

民部落永續發展；補辦漏報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推動原住民族傳統領域之

恢復；健全原住民族保留地管理制度，保障原住民之土地權益；改善原住民

部落基礎設施，強化原住民族防救災重建機制，再造原住民部落社區新風貌

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原住民保留地森林保育計畫－集水區保護林帶林木禁伐補償：本年度

核定 11 縣 31 鄉鎮並完成實際檢測執行率達 100％，其實際檢測合格

面積 7,256.96 公頃。 

(二) 原住民部落聯絡道路改善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原住民地區部落聯

絡道路改善工程，改善原住民鄉鎮基本環境交通，促進原住民部落生

活品質及生活環境利用效能。 

(三) 原住民地區部落水資源規劃及供水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原住民地

區部落飲水設施計畫工程改善，減少傳染疾病及預防因水質污染造成

之疾病發生或蔓延，落實照顧原住民生活及供水衛生安全目標。 

(四) 補辦漏報增編原住民保留地：辦理「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留地以外公

有土地漏報增編為原住民保留地 4 年（94-97）工作計畫」及「原住民

使用原住民保留地以外公有土地漏報增編為原住民保留地 3 年

（97-99）工作計畫」（第二批），依程序完成原住民保留地註記及管

理機關變更後，分配原使用人，以保障原住民土地權益。 

(五) 輔導原住民保留地共同、合作及委託經營計畫：輔導南投縣信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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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苗栗縣泰安鄉、苗栗縣南庒鄉、屏東縣牡丹鄉，各該

縣轄鄉公所、農會依據原住民保留地資源特性、發展潛力，已實施辦

理 7 處。 

十四、關於客家事務方面 

本年度客家事務施政重點，為積極輔導客家藝文團隊成長，培育年輕客

家藝文人才，推動客家戲劇音樂發展，鼓勵客家藝文新創作，提升客家表演

藝術展演品質；培育客家傳播媒體專才，建構永續客家媒體環境，促進客家

與不同族群間之文化認識與交流；加強跨族群與跨文化的國際交流，促進台

灣多元文化發展；推動客家聚落、建築保存及再利用，積極維護客家文化資

產，進而提升傳統客庄聚落競爭力與活化客家庄生活空間等。一年來施政所

獲成效如下： 

(一) 為挖掘客家語言文化傳承及客家相關事務發展事蹟，並型塑參與客家

事務，豐富台灣文化多樣性之具體成就，賡續辦理 2008 客家貢獻獎評

獎活動，業於本年 7 月 12 日舉辦頒獎典禮，對於推動客家文化發展，

豐富台灣文化多樣性具實質意義。 

(二) 舉辦「好客連年 2008-09 台灣客家博覽會」活動，以及辦理「台灣客

家特色商品設計輔導計畫」，針對客庄特色產品進行包裝行銷輔導，

並配合客家桐花祭及結合異業結盟廠商聯合行銷，成功建構台灣本土

原創品牌形象，活絡客庄經濟並達到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之效益。 

(三) 辦理世界青年客家文化研習營、海外客語教師研習班等，補助築夢計

畫、海內外客家事務交流合作活動、建立海外客家人物相關資料及辦

理福佬客田野調查等，以促進海內、海外多元交流，進而增進客家與

其他族群和諧。 

(四) 辦理 2008 客家桐花祭活動，舉辦超過百場以上的客家人文藝術活動，

吸引人潮進入客家庄，創造客家文化產業經濟產值；辦理傳唱六堆－

客家交響樂之夜音樂會、客家流行音樂會、客家大戲巡演、客家歌舞

劇巡演；客家傳統戲曲劇團及劇本創作徵選。 



(五) 委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設立客家電視頻道，提供 24 小

時電視節目服務；完成「乙未戰爭」主題電影─「一八九五」電影拍

攝工作，並於全國 46 家戲院映演；完成六部客家宣傳短片之製作及播

映，運用多種平面媒體宣傳重要活動，如「客語認證考試」等。 

(六) 為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境，本年度積極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客家社區聚

落空間保存及再利用計畫 11 件，地方政府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

35 件，結合地方政府及社區民眾之參與，共同打造客庄優質文化發展

空間，以整合客庄現地文化涵養，形成客家文化的體驗空間。 

十五、關於蒙藏工作方面 

本年度蒙藏工作施政重點，為加強與蒙古及大陸內蒙古之實質關係，培

訓蒙藏專業人才，服務蒙藏同胞，輔導蒙藏社團，發揚蒙藏文化，結合民間

力量，推動蒙藏藝文活動；聯繫海外蒙藏人士，輔導全球蒙藏社團組織，提

供人道援助；協助海外藏族社區發展文教事業；推廣蒙藏學術教育，加強蒙

藏現況資訊蒐集與研究，建立蒙藏學術重鎮；推廣與蒙藏地區之學術、文化、

教育及經貿等各項交流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加強與蒙古及內蒙古之實質關係，培訓蒙族地區高級專業人才：邀請

蒙古高階官員來台參訪；輔導海外蒙事顧問推展聯繫團結全球蒙族工

作；提供醫療器材等人道援助；安排蒙族地區學者專家進行全方位雙

向交流活動；於蒙古開辦蒙台訓練中心辦理職訓等各項事宜；辦理專

業人才來台訓練及進修等。 

(二) 推動與藏族之雙向交流並加強國際合作：強化服務層面，結合民間社

團、社工專業人士及醫療團隊，協助居留藏胞適應在台生活與促進家

庭身心健全發展；扶助在台病困藏胞，提供生活救助和急難救助；結

合國際非政府援藏組織，提供人道援助，建立交流平台，加強國際合

作交流。 

(三) 推動蒙藏藝文活動，豐富台灣多元族群文化內涵：推廣蒙藏文化，辦

理蒙藏文化專題講座、文物展、歌劇團展演及舞蹈比賽等，並與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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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化局、博物館及機關學校合作舉辦文化展演活動；舉辦蒙藏文化

活動，傳揚蒙藏文化。 

(四) 提升蒙藏學術研究，強化蒙藏現況研判：邀請大陸內蒙古及蒙古專家

學者參加「2008 蒙古歷史文化資產交流研討會」；針對所蒐集之蒙藏

現況資料，適時提出具體分析報告，供相關政府機關作為政策之參考。 

十六、關於兩岸關係方面 

本年度兩岸關係施政重點，為依循「台灣優先」、「全球布局」策略，

持續檢討與調整兩岸經貿、金融、人員、航運等交流政策規劃，推動兩岸重

要議題協商，建構兩岸互利雙贏之發展環境；檢討兩岸交流法制，強化人員

往來管理規範；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規劃兩岸文教交流策略與交流重點項

目，促進兩岸交流品質及良性發展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企劃業務：辦理專案研究及民意調查，充分掌握情勢變化與民意反應；

與各級地方政府合辦大陸政策講習會，加強大陸工作人才培訓。配合

現階段兩岸協商進程規劃，蒐集兩岸協商相關情資，規劃與執行協商

幕僚作業，順利完成 2 次兩岸兩會協商，並簽署 6 項協議。 

(二) 文教業務：1.強化兩岸文教交流秩序，協調各相關部會修訂相關辦法。

2.積極推動兩岸文教交流，結合民間資源，推動兩岸學術、青年、宗

教、大眾傳播等類交流活動。3.協助大陸台商子女教育，輔導大陸台

商學校辦學。4.促進兩岸資訊流通與瞭解，製作介紹台灣資訊系列節

目對大陸播出，促使大陸人民正確認識台灣。 

(三) 經濟業務：賡續辦理兩岸經貿、財稅、金融、交通、農林漁牧、環境

保護等交流事項之審議、協調及聯繫事項，包括：持續推動兩岸直航

包機及海運直航相關業務；持續規劃及推動兩岸重要經貿議題之協商

事宜，於本年 6 月及 11 月進行二次「江陳會談」，並完成「海峽兩岸

包機會談紀要」、「海峽兩岸關於大陸居民赴台灣旅遊協議」、「海

峽兩岸空運協議」、「海峽兩岸海運協議」、「海峽兩岸郵政協議」

及「海峽兩岸食品安全協議」等 6 項協議之簽署。 



(四) 法政業務：因應兩岸交流互動新局勢，提升兩岸交流法制化，針對開

放人民幣在台兌換及將來兩岸簽署有關金融監理合作備忘錄（MOU），

預為立法授權，修正兩岸條例第 38 條及 92 條，並賡續協調相關機關

研修（訂）相關子法；為進一步保障大陸配偶基本權益，檢討調整大

陸配偶制度，縮短大陸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及放寬大陸配偶工作權，

擬具兩岸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五) 港澳業務：關注港澳情勢發展，除定期編撰港澳季報、港澳移交周年

情勢報告提供外界瞭解，尚針對重要台港澳關係相關議題撰陳研究報

告，俾供政策規劃及推動研參；推動香港貿易發展局來台設立辦事處，

加強台港澳經貿往來，提升實質關係等。 

(六) 聯絡業務：根據兩岸情勢發展與政府推動各項重要政策進程，透過大

眾傳播媒體及辦理各項活動等多元、活潑、雙向互動方式，增進各界

對政策資訊的瞭解，凝聚國人共識；針對各界關注重要議題強化輿情

蒐集與新聞預判，透過舉行記者會、發布新聞稿、接待國際各界人士，

說明政府政策立場等。 

十七、關於衛生醫療方面 

本年度衛生醫療施政重點，為維護國人身心健康，擘劃全民均健的新藍

海，透過營造健康支持環境、推動健康生活型態、提升健康照護品質、強化

衛生國際參與與創新衛生科技研發，讓民眾都能夠活得更長久、更健康、更

舒服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改造全民健康照護體系，提升照護品質：推展全人健康照護，建置社

區醫療衛生體系，強化基層醫療保健服務；保障病人就醫權益，促進

醫療資源均衡發展，強化病床審核機制，提升病床運用效益；提升醫

療服務品質，建構病人安全及以病人為中心醫療作業環境等。 

(二) 營造健康生活，提高自主管理：強化預防保健服務，提升國人健康狀

態，辦理孕婦產前檢查、兒童預防保健服務、40 歲以上民眾之成人健

康檢查等，達成早期發現即時治療，保障全民健康；落實健康自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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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永續發展理念，營造健康社區，建立在地化輔導機制，提高民眾自

發性健康行為；打造無菸的健康環境，推動全方位菸害防制工作等。 

(三) 強化防疫體系，免除疫病威脅：建構生物防護及新興傳染病防治網，

預防疫病之發生及蔓延；落實本土傳染病防治，賡續辦理傳染病防治、

結核病減半、愛滋減害及三麻一風、肝炎及腸道傳染病等計畫；強化

現有傳染病監視系統之功能，落實疫病之監視及通報等。 

(四) 強化藥物食品管理，保障民眾安全：健全藥物食品管理體系，確保用

藥食品安全；落實不法藥物、食品、化粧品與違規廣告之稽查與管理，

加強違規廣告型態媒體宣導，提升民眾對不法藥物危害認知，並提高

藥物食品衛生安全檢驗品質，確保消費者安全；積極推動藥物、醫療

器材優良製造規範與國際相互認證等。 

(五) 發展醫藥科技、推動生技與健康資訊產業：推動醫藥衛生保健科技發

展，建構醫藥衛生產業優勢環境；促進生醫科技產業發展；提升衛生

保健服務品質；針對國人重大疾病問題進行基礎及臨床研究，並提供

醫療保健政策建議及研究等。 

(六) 推展國際衛生事務，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整合國內醫療衛生資源，進

行雙邊及多邊國際衛生合作、援助及交流；拓展國際衛生網絡，賡續

推動我國加入重要國際醫療衛生專業組織；推動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加強國際衛生合作交流與人道援助等。 

十八、關於環境保護方面 

本年度環境保護施政重點，為健全環境影響評估作業，落實資訊公開，

建立民眾參與機制；持續推動空氣污染總量管制及室內空氣品質改善相關措

施；加強噪音管制及非屬原子能游離輻射監測；採取現地處理及加強淨化等

生態工程，持續推動河川污染整治工作；持續推動垃圾強制分類及一般廢棄

物資源循環利用，以達成垃圾全分類零廢棄之目標；輔導建立再生產業，提

升資源回收處理技術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為對環境影響評估制度進行檢討與改進，推動資訊公開、公眾參與及



專家代理等機制、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專家機制」，完成 8 梯次、421

名環保替代役役男分發至中央及地方環保機關服勤，並輔助 388 個社

區執行社區環境改造、清淨家園計畫。 

(二) 整合分析歷年空氣品質變化資料，編製 96 年度空氣污染防制總檢討報

告。持續規劃空氣品質淨化區空氣污染改善計畫，積極推動空氣污染

減量工作，以降低空氣品質淨化區空氣品質不良率。完成建置航空、

高速鐵路噪音振動監測資料庫，辦理機動車輛噪音新車型審驗等。 

(三) 執行「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第 2 期)」，全面推動河川污染

整治工作，藉以改善河川水體水質，並增進河川生態。賡續建置海洋

污染防治制度；充實海洋污染應變處理能量，積極應變處理台東縣及

台北縣貨輪擱淺油污染案，順利完成油污染清除工作。 

(四) 完成民眾資源回收粗分類工作、外燴廢棄物分類回收機制之研擬作業

及「限制水銀體溫計輸入及販賣」公告。建立全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理成本資料庫。完成整合推動事業零廢棄再利用相關工作、基線資料

庫更新維護、例行性勾稽、專題式勾稽等勾稽事宜、空水廢毒（空氣

品質、水質保護、廢棄物管理及環境衛生、毒物管理）管理資訊系統

及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相關公告修正，增加列

管廢棄物清運，另提升有關申報系統及管制系統的各項服務功能。 

(五) 辦理全國各類環境水體水質監測，充實水質監測資料庫，並完成地方

環保局水質及水利署水量電子資訊交換；建立 6 條流域整體基本資料

調查作為河川整治依據及環境水質自動連續採樣規劃。建置環境品質

資料倉儲，加強環保資訊宣導與分享，通過資訊安全管理系統

(ISO27001)及資訊服務管理系統(ISO20000)國際認證。 

(六) 加強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監督，督導開發單位落實環評承諾；辦理重點

河川流域養猪戶訪查 60 場次，無增（復）養情形；督導土壤地下水污

染改善監督計 124 場次，有效改善環境品質。辦理重大污染源稽查管

制及督導、協調地方環保機關共同推動完成環境改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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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關於勞工方面 

本年度勞工施政重點，為推動勞保年金給付制度，健全勞工保險財務，

保障勞工及其遺屬長期生活安全；統合就業服務通路，靈活運用就業服務工

具，以顧客為導向之理念提供求才求職服務；適時檢討及調整外籍勞動力運

用政策，活絡國際人力資源運用彈性；強化人力仲介公司之輔導、管理與評

鑑，推動獎優汰劣機制；加強職業病預防及防災技術研發與諮詢；針對高風

險事業實施風險分級檢查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勞資關係業務：輔導工會組織健全發展，培訓協商人才、女性工會幹

部及會務人員；辦理全國層級社會對話圓桌會議、產業別及地區別社

會對話活動，落實企業內勞資會議；健全勞資爭議訴訟上及訴訟外紛

爭處理機制，提高勞工行政人員及民間中介團體協處勞資爭議之效

能，執行勞工訴訟輔助措施。 

(二) 勞動條件業務：加強勞工行政人員勞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勞

工退休金條例等相關法規專業知能；落實及宣導勞動基準法暨健全工

資、工時制度、性別工作平等、勞工退休金條例相關規定；督導縣(市)

政府落實勞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勞工退休金條例等相關業

務；指定工商業團體、已完成財團法人設立登記之私立幼稚園教師及

職員適用勞動基準法。 

(三) 勞工福利業務：賡續辦理「職工福利業務網際網路管理系統」維護與

更新，提供專線諮詢服務；辦理碼頭工人福利服務，提升港口相關工

會人力服務品質；續修訂「97 年度補助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以

鼓勵更多中小企業主提供托育之福利措施等。 

(四) 勞工保險業務：研議改進勞工保險基金管理及運用機制；完成勞工保

險年金制度立法，將現行老年、失能及死亡一次金改採年金制，保障

勞工及其遺屬長期之經濟生活；研議改進勞工保險、就業保險承保及

現金給付業務等。 

(五) 勞工安全衛生業務：推動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強化職場

防災法規並改善教育訓練品質；健全勞動安全制度，加強機械器具本



質安全化，建構災害預防機制與輔導改善安全設施；積極推動職業病

預防工作，增進各區職業傷病診治中心之整合功能等。 

(六) 勞工檢查業務：協調跨部會執行所轄公共工程減災計畫，辦理工安優良

公共工程評選表揚，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安全文化；鎖定高致死、高致殘

及高違規等事業單位或作業活動實施專案檢查及動態稽查；與大型公民

營企業、工業區及相關團體締結安全伙伴，強化運用防災資源等。 

(七) 就業服務業務：統合就業服務通路，靈活運用就業服務工具，提供客製

化之求才求職服務；運用各項獎助及津貼輔助措施，增加雇主僱用意

願，促進弱勢者及失業者適性就業；因應全球化與產業發展趨勢，推動

策略性產業人才培訓，加強特定對象適性職類及青少年職能開發研究。 

二十、關於青年輔導方面 

本年度青年輔導施政重點，為積極提供創業資訊與服務，加強辦理青年

創業輔導；創設青年職涯發展多元服務界面，協助青年提升就業力，促進青

年職涯適性發展；促進青年參與非營利組織（NPO）發展，活化第三部門；強

化青年人力投資，增進青年職場體驗及就業技能；協助弱勢青年探索職涯及

學習就業技能，規劃發展生涯志業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營造青年優質創業環境，促進青年投資創業：本年共輔導創業青年 732

人獲得青創貸款，創設 680 家事業，貸放金額 5 億 6,141 萬元，創業

初期增加就業機會 2,810 個；辦理「青年微型企業創業育成專班」北、

中、南共 5 班次，共有 296 人參與研習並獲得結業證書；辦理「青少

年創業教育育成計畫」分北中南三區辦理創業知能及實務應用研習班

共 6 個梯次，培訓人數 570 人等。 

(二) 創設青年職涯發展多元服務界面，協助青年強化職場競爭力：辦理青

年職涯啟航輔導工作，設置 6 組大專校院職涯發展資源中心，委託辦

理各項職涯發展與提升就業力工作，舉辦全國大專校院職涯發展工作

研討會，計 185 人參加；辦理青年職能開發及就業促進工作，辦理大

專生暑期社區產業工讀，完成工讀人數 361 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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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進青年參與 NPO 發展，活化第三部門：辦理「2008 青年社區參與行

動計畫」補助 35 個青年團隊；與國際行動共同辦理行動工作坊；舉辦

8 場「青年論壇」及成果發表研討會，提供青年相互交流與合作的機

會，總計有 6,059 人參加；推動青年政策大聯盟，辦理青年政策論壇

（含 18 場次地方論壇、4 場分區論壇及１場全國論壇），計有 1,905

名青年參與等。 

(四) 青年志工服務與旅遊學習：成立「區域和平志工團」，為有效協調整

合各界力量；鼓勵青年主動組隊參與社區、關懷社會之活動，計 1,855

隊、10 萬 9,511 人次參與；鼓勵 18 隊青年國際參與行動，並轉換為

75 項具體國內回饋方案，編印專書並舉辦成果發表會；編印青年旅遊

文宣，以國對國方式進行宣傳等。 

二十一、關於一般政務方面 

本年度一般政務施政重點，為推動政府施政績效管理，建立顧客及績效

導向的政府服務，提升國家競爭力；統籌分配財力資源，審慎籌編預算，健

全預算決策機制；精進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提升人事服務功能，合理規劃

機關人力，彈性調整機關員額等。一年來施政所獲成效如下： 

(一) 研考業務：落實本院院長於院會指示事項及巡視地方指示事項，確實

督促各機關重視並積極辦理，有效提升行政效率；落實三級管考制度，

協助機關建立自主管理制度，提高計畫管理效果；強化施政計畫管理

資訊系統，建置網路稽核機制，提高管考作業效率，有效支援決策；

推動行政機關及國營事業考成機制，俾有效提升行政機關及國營事業

績效。 

(二) 主計業務：依照施政方針，擬定 98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並

依統籌財源合理分配之原則，訂定 98 年度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

則；編製 97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及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計畫特別預算案修正案，函送立法院審議；彙編 98 年度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及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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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請立法院審議；彙編 96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函送 貴院；彙編 97 年度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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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及

非營業部分），函送審計部。 

(三) 人事業務：合理配置機關員額，促進管理彈性，以「當增則增，應減

則減」原則，覈實審議機關員額配置；為型塑優質行政文化，提升公

務人員素質，重行選定本院及各級機關公務人員核心價值為「廉正、

專業、效能、關懷」，並陸續規劃推動相關宣導措施；強化公務人力

發展訓練，厚植人力資本。 

 

陸、其他要點 

一、依決算法第 21 條「中央主計機關應編成總決算書，並將各附屬單位決算

彙案編成綜計表，於會計年度結束後四個月內，提出於監察院。」之規

定，基於政府會計年度為曆年制，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應於每年 6 月底以前編送  貴院。但為期迅速產生預算執行之考核

資料，以為核編下年度預算之參考，及增進財務效能起見，自 65 年度

起均較規定之期限提前 2 個月編成，本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

決算及綜計表之編製，仍循例提前於 4 月底以前完成。 

二、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93 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

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94 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特別預算（95 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96

年度）、中央政府國軍老舊眷村改建特別預算（86 年度至 94 年度）、

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前期計畫）特別預算（91 年度至 94 年度）、中

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95 年度至 96 年度）

等均已辦理決算，但尚有經審定轉入本年度繼續執行之歲入、歲出及融

資調度保留數，經依據其執行情形，分別編具各該特別決算以前年度歲

入、歲出及融資調度保留轉入數決算表附入本總決算內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