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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行政院主計總處推廣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迄今已

逾十年，因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系統目前已集中維運建置於本

總處機房，為使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等系統發揮全國性運用最

佳價值，本總處主計資訊處遂於 101 年 10 月委外開發縣市預算

會計暨財政主管資訊系統，以提供主管決策參考資訊。本研究

報告即以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主管資訊系統為基礎，探討開發

過程遭遇之問題，以及開發完成後系統實際運作情形，以期做

為後續系統精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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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行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稱本總處）自 91 年度起開始推廣縣

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目前計有 3(準)直轄市（台中市、

台南市、桃園縣）及 11 縣市（基隆市、新竹縣、新竹市、雲林

縣、嘉義縣、嘉義市、彰化縣、屏東縣、金門縣、澎湖縣、連

江縣）使用「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進行各項預算會

計暨財政作業，促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計與財政業務自動

化，提高政府預算會計處理效能。 

同時，為推動主計雲端服務，提升資訊之整合應用，並提供

整合性資訊服務，以降低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之整體

維運成本，本總處自 100 年度起建置「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

訊系統」集中維運機制，導入虛擬化技術，將縣市系統使用設

備陸續集中建置於本總處機房。100 年度先以桃園縣、基隆市及

新竹市等縣市政府為導入機關，101 年度接著導入台中市、彰化

縣、屏東縣、澎湖縣等 4 縣市，102 年再導入新竹縣、雲林縣、

嘉義縣、金門縣、連江縣、嘉義市等 6縣市。 

有鑒於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系統集中維運建置後，預算會

計暨財政相關資料庫將集中於本總處虛擬主機上，為使縣市預

算會計暨財政等系統發揮全國性運用最佳價值，本總處主計資

訊處遂於101年 10月委外開發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主管資訊系

統，以提供主管決策參考資訊。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開發過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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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之問題，以及開發完成後系統實際運作情形，以期做為後

續系統精進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主管資訊系統(以下稱本系統)開發係

以桃園縣政府為試辦縣市，本研究範圍除本系統之外，尚包含

桃園縣政府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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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資料倉儲簡介 

在一個企業組織中，具有多個資料庫或不同的系統平台是很

普遍的情形，而如何善用這些資料便是建立資料倉儲(Data 

Warehouse)最重要的原因。 

資料倉儲乃是由資料倉儲之父 W.H.Inmon 於 1990 年提出，是

一種以主題為導向(subject-oriented)、具有整合性

(integrated)、永久性(nonvolatile)、隨時間而改變

(time-variant)等特性的資料集合，以支援管理階層的決策。是

從多個分散式、自主性及異質性的資料來源中，搜集、組織並維

護相關的資訊。為整合性資料的儲存體，其內部儲存的資訊不但

可供查詢亦可進行分析，其主要的概念在於輔助高階查詢、擷取、

篩選並整合相關資訊。 

第二節 SSIS 簡介 

SSIS 是 Microsoft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 的縮

寫，其組成主要分為 Integration Services 目錄、Integration 

Services 服務(在 Windows 作業系統景執行的服務)、Integration 

Services 物件模型、執行環境（Runtime）及資料流引擎等五大部

分。 

SSIS 是一個平台，用於建立高效能資料的整合方案，包括資

料倉儲的擷取、轉換和載入 (ETL) 封裝。 SSIS 包含用於建立和

偵錯封裝的圖形工具及精靈；用於執行工作流程功能 (例如 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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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執行 SQL 陳述式和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的工作；用於擷取

和載入資料的資料來源和目的地；用於清除、彙總、合併和複製

資料的轉換；用於管理封裝執行和儲存的管理服務 Integration 

Services；以及用於設計 Integration Services 物件模型之程

式的應用程式開發介面。 

第三節 EIS（主管資訊系統）簡介 

EIS （主管資訊系統）是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的

縮寫，是一種以資料為導向的電腦化資訊系統，係以直覺及有意

義的方式，呈現機關組織內外資料的資訊系統；其結合業務管理

系統（MIS，Mansge Information System）與決策資源系統（DSS，

Decision Supoort System）兩者的特性，及時提供中高主管有用

的資訊。 

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中高階主管快速存取即時的資訊，使用圖

形化的介面及下鑽的功能，使用階層式的資料呈現方式，並提供

圖表、文字並存的畫面及多樣的呈現方式，具有容易操作等特性。 

建置主管資訊系統的效益，除可協助機關組織達成目標，亦

可讓中高主管容易取得有用的資訊，提升決策品質，以提升機關

組織之競爭力，並可節省時間與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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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況分析與探討 

本總處推廣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已逾十年，地方政

府(共14個直轄市、縣市)利用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處理

日常之收付項目及產生相關之表報，而本處即以整合主計與財政

相關資料的前提下，進行開發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主管資訊系統。 

第一節 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現況說明 

   為使地方政府各公務機關，依照本總處之規定，編製總預算

書、分配預算表報、預算執行報表、決算書等，根據「縣（市）

地方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縣（市）單位預算執行作業手冊」、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地方總決算編製作業手冊」及「普通

公務單位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等相關作業規定，並參考各縣市

訂定之集中支付作業要點，統一開發「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

系統」供地方政府各機關使用，使各機關皆能以標準之程序，進

行預算編製、預算執行、帳務管理、總會計、決算、庫款支付等

相關作業。各系統相關能如表 3-1~3-2。 

系
統
管
理 

決
算
系
統 

總
會
計
系
統 

帳
務
管
理
系
統 

預
算
執
行
系
統 

概
預
算
編
製
系
統 

表 3-1 縣市預算會計系統功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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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縣市庫款支付系統功能項目 

 

第二節 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主管資訊系統現況說明 

主管資訊系統之發展，大致分有五大階段：「資料彙總」、「條

件異動結果」、「資訊查詢」、「趨勢分析」及「決策輔助」，由於「資

料彙總」、「條件異動結果」、「資訊查詢」三大模組建置時程與經

費較易掌握，產生效益也最高，是故本系統開發先以此三大系統

功能為開發目標。 

 

本系統是整合縣市預算會計之資料所開發之系統，相關說

明如下：  

一、 資料庫作業架構： 

  本系統是運用商業智慧(BI)之工具及資料探勘技術開發，

其資料倉儲的資料來源是縣市公務預算會計系統集中在本總處

集中維運環境的資料庫，再透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SSIS(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設計資料承轉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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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料匯入資料倉儲中。 

 

圖 3-1縣市公務預算會計系統資料匯入資料倉儲中 

二、 資料庫設計 

主管資訊系統所設計的資料倉儲是以星狀架構所建立起

的維度模型，依需求訪談時所提出的各項需求建立出必須的維

度資料表(Dimension Table)及事實資料表(Fact Table)。資料

倉儲資料來源是由縣市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在主計總處集中維運

環境的資料庫，再透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SSIS(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設計資料承轉專案，將資料匯

入資料倉儲中。在本系統共設計了 15 個資料表，其中維度資料

表有 5個，事實資料表有 10 個。各資料表說明如下： 

（一） 維度資料表(Dimension Table)： 

1. 時間維度資料表(DimDate)：新增各年度時間資料，建立年、

季、月等階層。 

2. 機關維度資料表(DimDepartment)：匯入各縣市機關別資

料，建立主管機關、機關、局室、課股等層級。 

3. 歲入預算科目維度資料表(DimIncomeSubject)：匯入各縣市

歲入預算科目代碼資料，建立來源別、子目、細目等層級。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SSIS 

(E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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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歲出預算科目維度資料表(DimOutcomeSubject)：匯入各縣

市歲出預算科目代碼資料，建立中政事、業務計畫、工作計

畫等層級。 

5. 用途別維度資料表(DimSubjectUsage)：匯入各縣市用途別

代碼資料，建立一級用途別、二級用途別、三級用途別等層

級。 

 

（二） 事實資料表: (Fact Table) 

1. 預算編列情形資料表(FactBudgetPlan)：含時間、機關維

度。 

2. 人事費預算數分析資料表(FactHumanBudgetSource)：含時

間、機關維度。 

3. 歲入預決算數分析資料表(FactIncomeAmount)：含時間、機

關、歲入預算科目維度。 

4. 歲入預算數分析資料表(FactIncomeBudget)：含時間、機

關、歲入預算科目維度。 

5. 油、電、水費預決算數分析資料表(FactOilPower)：含時間、

機關、歲出預算科目、用途別維度。 

6. 歲出預決算數分析資料表(FactOutcomeAmount)：含時間、

機關、歲出預算科目、用途別維度。 

7. 歲出預算數分析資料表(FactOutcomeBudget)：含時間、機

關、歲出預算科目、用途別維度。 

8. 收支結構分析資料表(FactPaymentStruct)：含時間、機關

維度。 

9. 預算員額及人事費分析資料表(FactPersonBudget)：含時

間、機關維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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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退休給付預算分析資料表(FactRetiredPayment)：含時

間、機關、歲出預算科目、用途別維度。 

 

   

三、 系統作業環境架構： 

本系統為網頁化之應用系統，在使用者端無須安裝任何程

式，使用者只要透過網頁瀏覽器即可使用。在系統開發上，整

合不同縣市資料庫，運用商業智慧之工具及資料探勘技術，轉

化為本案建置之資料倉儲整體運作環境，並以 Elixir 整合式

商業智慧軟體建立各項重要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業務資訊之

動態即時分析，提供便利性查詢與圖表產出功能。

 

圖 3-2 主管資訊系統作業環境架構圖(資料來源：建議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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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開發工具 

本系統開發工具是 Elixir Repertoire，具有以服務為導

向的架構(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將商業智

慧帶入開放式互通性的世代，以 Web Service 方式提供服務，

並經由 REST API 不管其前端使用何種的開發工具，以網頁為

介面的應用程式可以很簡單的與 Elixir Repertoire Server

介接。 

 

圖 3-3 Elixir 功能架構(資料來源：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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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統功能 

目前共開發了有17個系統功能，茲就各功能之需求、資料

項及資料來源說明如下： 

（一） 人事費經費來源情形 

1. 本作業主要為彙總縣市人事費經費來源之分析，了解各年

度針對人事費之編列情形及佔其自有財源（縣市款）之比

率，以作為後續預算編列之參考。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政事別、工作計畫、用途別 

3. 可顯示層級：主管機關、所屬機關別 

4. 資料來源：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

類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一級用

途別為人事費，向下抓取三級用途別明細，預

算金額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之

比率。 

5.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出預算經費統計表(FactOutcomeBudget)、機關表

(DimDepartment)、歲出科目表(DimOutcomeSubject)及用

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二） 人事費資料分析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年度針對人事費之編列情形及決算數

執行狀況資料分析，以做為下年度預算編列之參考。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政事別、工作計畫、用途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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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顯示層級：主管機關、所屬機關別 

4.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類

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一級用途別為

人事費，向下抓取三級用途別明細，預算金額來源

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算(總決算)

之比率。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一級用途別為人事

費，含會計科目：經費支出(借方-貸方餘額)，科

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會計事項：01302 一般支

出+會計科目：應付歲出款及應付歲年保留款(貸方

-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保留，會計事項：13702

年終調整—保留預收(付)，會計階段 01-13。 

5.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出預算經費統計表(FactOutcomeBudget)、機關表

(DimDepartment)、歲出科目表(DimOutcomeSubject)及用

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三） 歲出預算增加幅度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年度歲出預算數編列資料與前一年度

分析之比較，以了解預算增減之情形。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來源別、政事別、工作計畫、

用途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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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顯示層級：主管機關、所屬機關別 

4. 資料來源： 

  歲出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

類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預算金額

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算(總

決算)之比率。 

  歲入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歲入

類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預算金額

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算(總

決算)之比率。 

5.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出預算經費統計表(FactOutcomeBudget)、機關表

(DimDepartment)、歲出科目表(DimOutcomeSubject)、歲

入預算經費統計表(FactIncomeBudget)、歲入科目表

(DimIncomeSubject) 

      

（四） 因公派員出國計畫旅費編列情形 

1. 為了解因公派員出國計畫旅費編列情形，並與前一年度資

料比較，以了解其增減比率，以做為下年度預算編列之參

考。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政事別、工作計畫、用途別、

歲出預算數 

3. 可顯示層級：主管機關、所屬機關別 

4.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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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

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類法定預算數，彙整各

主管機關別中，二級用途別為 0293，預算金額來

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預算(決算)

數之比率。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二級用途別為

0293，含會計科目：經費支出(借方-貸方餘額)，

科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會計事項：01302 一

般支出+會計科目：應付歲出款及應付歲年保留

款(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保留，會

計事項：13702 年終調整—保留預收(付)，會計

階段 01-13。 

5.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出預算經費統計表(FactOutcomeBudget)、機關表

(DimDepartment)、歲出科目表(DimOutcomeSubject)及用

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五） 計畫型補助計畫佔總預算百分比 

1. 了解縣府近三年度上級計畫型補助計畫佔總預算百分比，

並可分析各計畫佔總計畫型補助預算比率、經費來源佔總

計畫型補助百分比分析，以做為預算籌編之參考。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歲出預算數 

3.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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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類

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向下抓取三

級用途別明細，預算金額來源資料，進而分析、

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算(總決算)之比率。 

4.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歲入預算經費統計表

(FactIncomeBudget) ,機關表(DimDepartment) ,歲入科目

表(DimIncomeSubject) 

 

（六） 油電水費預決算增減幅度 

1. 主要為了解各年度所編列之油電水費之預算數與決算數資

料與前一年度資料之比較，以了解油電水費增減情形，以

期能達到節能之目標。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用途別、歲出預算數、歲出

決算數 

3. 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

類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三級用途

別為【020201，020202，020203】，預算金額來

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算(總

決算)之比率。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經

費支出(借方-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算

科目，會計事項：01302 一般支出+會計科目：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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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歲出款及應付歲年保留款(貸方-借方餘額)，

科目類別：歲出保留，會計事項：13702 年終調

整—保留預收(付)、13703 年終調整-保留應收

(付)、13704 年終調整-調整數，會計階段 01-13，

三級用途別為【020201，020202，020203】。 

4.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油水電影響數統計表(FactOilPower) ,機關表

(DimDepartment) ,歲出科目表(DimOutcomeSubject) ,用

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七） 年度地方政府預算編列情形表 

1. 本作業主要是提供公務預算處地方督導科彙集各地方政府

編列歲出(入)預算資料編列情形與分析。 

2. 資料類型：歲入預算數成長率、自有財源佔歲入總預算比

率、補助入佔歲入總預算比率、歲出預算數成長率、歲出

預算數佔自有財源比率 

3.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來源別、政事別、歲入預算

數、歲入預算數 

4. 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歲

入)類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預算

金額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

算(總決算)之比率。 

5.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年度地方政府預算編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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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BudgetPlan)  ,機關表(DimDepartment) 

 

（八） 年度地方政府收支結構 

1. 本作業主要是提供公務預算處地方督導科彙集各地方政府

各年度歲出(入)預算編列結構情形之分析。 

2. 資料類型：稅課收入佔歲入總預算比率、補助及協助收入

佔歲入總預算比率、其他收入佔歲入總預算比率、經常支

出佔歲出總預算比率、資本支出佔歲出預算比率 

3.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來源別、政事別、歲入預算

數、歲入預算數 

4. 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歲

入)類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預算

金額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

算(總決算)之比率。 

5.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年度地方政府收支結構統計表(FactPaymentStruct ),機關

表(DimDepartment) 

 

（九） 年度地方政府預算員額及人事費之比較 

1. 本作業主要是提供公務預算處地方督導科彙集各地方政府

預算員額與人事費相關資料之分析。 

2. 年度：預設為當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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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類型：員、工、聘僱人員 

4.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用途別、人員類別、歲出預

算數 

5. 資料來源： 

預算員額：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工作

底稿-員額編編表。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各階段已審核之經費類

法定預算數，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預算金額來

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算(總

決算)之比率。 

6.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年度地方政府預算員額及人事費之比較統計表

(FactPersonBudget) ,機關表(DimDepartment) 

 

（十） 歲入每月執行率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月歲入預算數執行情形之分析，以做

為經費控管之依據。 

2. 提供下列條件查詢：年度：預設為當年度月份 

3.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歲入分配數、歲入執行數  

4. 資料來源： 

分配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

入分配數(借方-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

算科目，會計事項：01201 分配，預算分配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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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分配數之比

率，會計階段 01-13。 

執行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

入實收(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算

科目，會計事項：01301 一般收入之來源資料，

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分配數之比率，會計

階段 01-13。 

5.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入預算統計表(FactIncomeAmount) ,時間維度

(DimDate) ,機關表(DimDepartment) ,歲入科目表

(DimIncomeSubject) 

 

（十一） 歲出每月執行率 

1. 為瞭解各機關各月之歲出預算執行情形並分析每月差異情

形，並瞭解其執行落後原因，以做為經費控管之依據。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歲出分配數、歲出執行數 

3. 資料來源： 

分配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

出分配數(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

算科目，會計事項：01201 分配之金額來源資料，

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執行數之比率，會計

階段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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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經

費支出(借方-貸方餘額)+預付費用暫付款(借方

-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會計事

項：01302 一般支出之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

對相關數字與累計分配數之比率，會計階段

01-13。 

4.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出預算統計表(FactOutcomeAmount),時間維度

(DimDate), 機關表(DimDepartment), 歲出科目表

(DimOutcomeSubject), 用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十二） 年度分配預算及執行進度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年度歲出預算數與執行情形之分析。 

2. 各機關歲出每月預算執行率分析，包括：各機關、各工作

計畫、各用途別之執行情形，並列出整體執行率低於 80%、

經常門低於 80%，資本門低於 60%之機關及工作計畫項目。 

3.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歲出預算數、歲出分配數、

歲出執行數 

4. 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會計科目：歲出

預算數(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算

科目，會計事項：01101 原預算、01102 預算追

加(減)、01103 第一預備金、01104 第二預備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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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5 經費流用，會計階段 01-13。 

分配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

出分配數(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

算科目，會計事項：01201 分配之金額來源資料，

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執行數之比率，會計

階段 01-13。 

執行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經

費支出(借方-貸方餘額)+預付費用暫付款(借方

-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會計事

項：01302 一般支出之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

對相關數字與累計分配數之比率，會計階段

01-13。 

5.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出預算統計表(FactOutcomeAmount),時間維度

(DimDate), 機關表(DimDepartment), 歲出科目表

(DimOutcomeSubject), 用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十三） 歲入經常門、資本門增減數分析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年度歲入預算數經(資)門別與決算數

之分析，以做為預算編列之參考。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經資門別、歲入預算數、歲

入決算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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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入預

算數(借方-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算科目，

會計事項：01101 原預算、01102 預算追加(減)，

預算分配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決

算數之比率，會計階段 01-13。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入實

收(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算科目，

會計事項：01301 一般收入之來源資料，進而分

析、比對相關數字與預算數之比率，會計階段

01-13。 

4.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入預算統計表(FactIncomeAmount),時間維度(DimDate),

機關表(DimDepartment),歲入科目表(DimIncomeSubject) 

 

（十四） 歲出經常門、資本門增減數分析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年度歲出預算數經(資)門別之編列與

執行情形之分析。 

2. 為了解近 3 年度歲出預算、決算分經常門、資本門性質各

佔總預算增減數及百分比分析，並可按機關別、工作計畫

別、用途別等分析 

3.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經資門別、歲出預算數、歲

出決算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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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會計科目：歲出預算

數(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

會計事項：01101 原預算、01102 預算追加(減)、

01103 第一預備金、01104 第二預備金、01105 經

費流用，會計階段 01-13。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經費支

出(借方-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

會計事項：01302 一般支出+會計科目：應付歲出

款及應付歲年保留款(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

別：歲出保留，會計事項：13702 年終調整—保留

預收(付)、13703 年終調整-保留應收(付)、13704

年終調整-調整數，會計階段 01-13。 

 

5.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出預算統計表(FactOutcomeAmount),時間維度

(DimDate),機關表(DimDepartment),歲出科目表

(DimOutcomeSubject), 用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十五） 歷年歲入來源別決算數及占預算數比率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年度歲入決算數與預算數之分析。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歲入預算數、歲入決算 

3.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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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

憑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入預

算數(借方-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算科目，會計

事項：01101 原預算、01102 預算追加(減)，預算分配來

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決算數之比率，會

計階段 01-13。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憑

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

入實收(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算

科目，會計事項：01301 一般收入之來源資料，

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預算數之比率，會計

階段 01-13。 

4.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入預算統計表(FactIncomeAmount) ,時間維度

(DimDate) ,機關表(DimDepartment) ,歲入科目表

(DimIncomeSubject) 

 

（十六） 公教人員退休給付支出佔總預算增減 

1. 本作業主要為了解各年度公務人員退休給付支出佔總預算

增減分析。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政事別、工作計畫、用途別、

歲出預算數、決算數 

3.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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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數：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

中 

會計科目：歲出預算數(貸方-借方餘額) 

科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大政事別 0675XXXX) 

會計事項：01101 原預算、01102 預算追加(減)、01103 第

一預備金、01104 第二預備金、01105 經費流用，

會計階段 01-13，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總預

算(總決算)之比率。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經費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經費支

出(借方-貸方餘額) 

科目類別：歲出預算科目(大政事別 0675XXXX) 

會計事項：01302 一般支出+會計科目：應付歲出款及應付

歲年保留款(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出保

留，會計事項：13702 年終調整—保留預收(付)、

13703 年終調整-保留應收(付)、13704 年終調整-

調整數，會計階段 01-13。 

4.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退休給付分析統計表（FactRetiredPayment） ,機關表

(DimDepartment) ,歲出科目表(DimOutcomeSubject) ,用

途別表(DimSubjectUsage)  

 

（十七） 當年度財產處分收入之預算數與決算平均數比較增

減情形 

1. 主要為了解當年度財產處分收入之預算數與前 3年度決算



 30

平均數比較增減情形，並以有無增加達 40%以上為預警，

同時列出上年度預算執行率有無未達 60%之情形。 

2. 使用資料項：年度、機關別、來源別、歲入預算數、歲入

決算數 

3. 資料來源： 

預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入預

算數(借方-貸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算科目

(來源別 06)，會計事項：01101 原預算、01102 預

算追加(減)，預算分配來源資料，進而分析、比對

相關數字與決算數之比率，會計階段 01-13。 

決算數：抓取公務預算會計系統，歲入類已過帳之記帳憑證

資料，彙整各主管機關別中，含會計科目：歲入實

收(貸方-借方餘額)，科目類別：歲入預算科目(來

源別 06)，會計事項：01301 一般收入之來源資料，

進而分析、比對相關數字與預算數之比率，會計階

段 01-13。 

4. 使用之資料庫檔案: 

歲入預算統計表(FactIncomeAmount) ,時間維度

(DimDate) ,機關表(DimDepartment) ,歲入科目表

(DimIncome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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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過程及成果 

第一節 探討系統開發過程遭遇問題及解決方式 

一個系統要開發完成，是整個開發過程中所有參與者所共同

努力的成果，本系統在開發過程中，感謝桃園縣政府主計處處長、

副處長、主秘、財政處處長及各局處機關首長於需求蒐集階段大

力的支持，提供相關的需求，以及於開發過程中所提供之建議；

另也感謝本處長官的支持、維運科提供相關設備及地方資訊小組

同仁的努力，使得系統得以順利的開發完成。 

本節即以開發過程所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式，綜述如下： 

一、 需求蒐集     

本系統以桃園縣政府為試辦機關，由於使用者對於何謂主管

資訊系統並不甚瞭解，得標廠商亦沒有事先提供相關之簡易雛型

資料，且因各級主管業務繁忙，所以在初次的需求訪談會議上並

無法提出適合在主管資訊系統中開發的需求。後來藉由增加需求

訪談次數，並多次與使用者密切的溝通，激發使用者仔細思考，

使用者已漸次提出具體的需求，使得系統得以順利開發。 

二、 資料來源 

由於資料要匯到資料倉儲中必須要有足夠辨識的資訊，若資

料錯誤，則所得到的結果也就不正確，所提供之資訊也就沒有參

考價值。由於系統開發時程較為緊迫(101 年 10 月 25 日至 102 年

6 月 30 日)，所以先以原縣市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中現有之資

料來源為主，因其所提需求，有些資料並無法由原縣市預算會計

暨財政資訊系統中直接取得，或是在原系統中並沒有足以辨識之

資訊，以致系統無法提供。針對在原系統中沒有足以辨識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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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先以在原系統增加相關欄位之方式，並由原系統中增加

相關功能來解決；至於原系統無法提供之資料，有些如縣市現有

之電子表單或紙本表單，或其他外部之文件，亦可透過資料介接

方式匯入資料庫中，此部分則留待下階段視使用情形及使用者之

需求，再以新增功能加以處理。 

三、 資料匯入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除需求蒐集之外，資料匯入的工作也是

此時期很重要的工作。以往資料整合的流程大多只做簡單的轉換

與載入的工作，當資料放到資料倉儲後，才在資料庫伺服器內執

行彙總、排序等工作，但因此種做法很耗資源，所以透過 SSIS 可

以同時完成整合、彙總、排序等諸多處理動作，載入到資料庫，

讓資料庫伺服器可以將大部分的資源用在回應使用者的查詢。由

於縣市公務預算會計暨財政為一精細複雜且具大量資料的系統，

對於其系統資料流程、資料屬性及資料表格關聯若未能全面掌

握，在篩選可用資料及規劃萃取規則的過程勢必事倍功半，甚至

導致主管引用錯誤的資訊，造成決策錯誤的情形。所以在此階段

雖因處理整合、彙總、排序等諸多處理程序，花費不少時間，但

終究順利的將相關資料轉入到資料庫中。 

第二節 調查桃園縣政府使用系統情形及分析系統運作成效 

主管資訊系統顧名思義是提供主管有用之資訊，以作為決策

之參考，故其操作介面應易於操作使用；也由於各級主管業務繁

忙，系統開發完成後之主要使用者其實並非主管本身，而是由各

業務單位的主計人員協助提供。由於系統於 102 年 6 月 30 日開發

完成，102 年 8月 15 日才完成驗收，桃園縣政府於 102 年 11 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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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線試辦中，故目前之主要使用機關僅有桃園縣政府主計處。 

系統開發完成後，為瞭解系統使用情形，經以 e_mail 調查桃

園縣政府使用情形及對其有幫助之系統功能，經整理調查桃園縣

政府使用情形如表 4-1： 

功能項目 

對決策或分析

上較具幫助之

功能項目 

執行速度

慢(超過 10

秒) 

使用時機 

1.人事費經費來源情形 ˇ  ˇ 預算籌編時 

2.人事費經費分析 ˇ 預算籌編時 

3.歲出預算增加幅度 ˇ ˇ 預算籌編時 

4.因公派員出國計畫旅

費編列情形 
ˇ  預算籌編時 

5.計畫型補助計畫佔總

預算百分比 
ˇ  預算籌編時 

6.油、電水費對縣府負

擔之影響數 
ˇ  預算籌編時 

7.年度地方政府預算編

列情形表 
  ˇ 

行政院主計總處調

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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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年度地方政府收支結

構 
ˇ  ˇ 

行政院主計總處調

查時 

9.年度地方政府預算員

額及人事費之比較 
ˇ   

行政院主計總處調

查時 

10.歲入每月執行率 ˇ ˇ 
各機關查詢執行率

時 

11.歲出每月執行率 ˇ ˇ 
各機關查詢執行率

時 

12.年度預算分配及執

行進度 
ˇ ˇ 

各機關查詢執行率

時 

13.歲入經常門、資本門

增減數分析 
ˇ ˇ 預算籌編時 

14.歲出經常門、資本門

增減數分析 
ˇ ˇ 預算籌編時 

15.歷年歲入來源別決

算數占預算數 
ˇ   

比較歷年歲入來源

別決算資料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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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公教人員退休給付

支出佔總預算增減 
ˇ  

查詢公教人員退休

給付支出佔總預算

增減時使用 

17.當年度財產處分收

入之預算數與決算平均

數比較增減情形 

ˇ   預算籌編時 

表 4-1 主管資訊系統使用情形調查表 

經分析桃園縣政府之調查表資料有如下之發現： 

1. 可提供即時之資料分析：由於資料通常分散在不同的系統中，

縣市政府首長如想看各個主管機關預算執行情形的資料，必須

請各主管機關提供相關資料，如今只要由主管資訊系統中，即

可查詢即時的資訊，以供決策分析之參考。且由調查表中得

知，在現有 17 項功能中，有 9項功能的使用時機皆為預算籌

編時，可見其對於預算籌編工作的助益。 

2. 部分功能執行速度不佳：由調查表中可知，在現有 17 項功能

中，有 9項功能其執行時間超過 10 秒，經瞭解，這些功能中

如每月之執行率問題，因需較繁複的計算過程，以至於造成執

行效能不佳。針對部分系統效能不佳問題，將朝調整系統架構

方向進行，以解決部分功能效能緩慢情形。 

第三節 建置系統測試環境及進行系統效能測試 

為瞭解系統功能及針對使用者反應部分系統功能執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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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佳問題，分別以不同的帳號登入系統測試，其中 test 帳號是

屬於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主管層級，故其只能看到文化局主管項

下的資料；user 帳號是屬於桃園縣政府層級，故其可以看到桃

園縣政府項下所有主管機關的資料。經測試系統效能後所得結

果如表 4-2。 

 

 

圖 4-1 帳號 test 所可看到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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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帳號 user 所可看到的資料 

 

功能項目 
Test使用者執

行時間(秒) 

User使用者執

行時間(秒) 

1.人事費經費來源情形 8 17 

2.人事費經費分析 4 7 

3.歲出預算增加幅度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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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公派員出國計畫旅費編列情形 6 8 

5.計畫型補助計畫佔總預算百分比 3 4 

6.油、電水費對縣府負擔之影響數 6 10 

7.年度地方政府預算編列情形表 9 14 

8.年度地方政府收支結構 7 11 

9.年度地方政府預算員額及人事費之比

較 
5 8 

10.歲入每月執行率 10 25 

11.歲出每月執行率 20 40 

12.年度預算分配及執行進度 20 50 

13.歲入經常門、資本門增減數分析 8 12 

14.歲出經常門、資本門增減數分析 10 19 

15.歷年歲入來源別決算數占預算數 4 8 

16.公教人員退休給付支出佔總預算增

減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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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當年度財產處分收入之預算數與決

算平均數比較增減情形 
5 6 

表 4-2 系統執行效能比較表 

 

經測試後對於系統功能及效能，除可提供即時之資料分析外，

尚有如下之發現： 

1. 容易操作：由於系統當初定位的使用者為中高階主管，而主管

一般皆很忙碌，也没有很多時間來學習操作系統，故系統當初

在設計時即以易於操作為目標。系統使用圖形化的介面及階層

式的資料呈現方式，並提供圖表、文字並存的畫面及多樣的呈

現方式（如直條圖、折線圖等），供使用者自行選擇，使用者

可以依圖示及說明，選擇所需的功能及圖表呈現的方式。經由

實際測試後，使用者確實可很容易的依圖示及說明，即可得出

所需呈現的方式，具有容易操作的特性。 

2. 執行效能因層級而異：因不同層級的使用者，其所能看到的資

料也是不一樣的，其在執行效能上仍會有很大的差異，由表 4-2

中可發現單一主管機關的使用者與縣市層級的使用者，其在系

統執行效能也有顯著的不同，層級越高，由於所能看到的資料

比較多，其執行的時間相對的也就比較長。且由表中，可發現

歲入每月執行率、歲出每月執行率及年度預算分配及執行進度

等三功能，因其需較繁複的計算過程，以至於造成執行效能不

佳。將就此三功能之流程架構進行調整，以改善其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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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效益分析 

一、 系統提供即時資料分析，可提升資訊價值 

隨著政府 E化程度愈來愈高，在日常事務上也逐漸以電腦作

業來取代人工作業，不同時期所選用的資訊技術及架構不一，而

資料通常分散在不同的地方，當單位主管需要決策分析的相關資

訊時，卻無法快速取得關鍵性資料進行判斷及分析。導入多維度

的資料彙整主管決策系統，從系統使用及管理者的角度進行需求

分析，萃取所需之資料並整合為資料表，透過 SQL Server 及 BI

軟體工具，運用相關前端圖表的設計工具，快速達到產生決策報

告的目標，提升資訊的價值。 

二、 系統提供多樣化的圖表，有利於參考運用 

以多維度分析為基礎，進行資料整合，並使用圖形化的介面

及階層式的資料呈現方式，提供圖表與文字並存的畫面及多樣的

圖形呈現方式，以提供主管便利性查詢與多樣化的圖表產出功

能，讓主管可以很方便的由圖形介面上擷取所需的資訊，並運用

圖形之展示，以分析當前之狀況及未來之趨勢，進而達到決策擬

定參考之目標。 

三、 系統提供預算籌編時所需之相關分析資訊，避免預算經費編

列不足或賸餘 

  依縣（市）單位預算執行作業手冊有關經費流用之規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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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門預算不得流用至經常門，及各計畫科目內之人事費，不得自

其他用途別科目流入，如有賸餘亦不得流出，系統提供了相關人

事費資料之分析及歲出、歲入經常門、資本門資料分析等功能，

以做為預算籌編之參考，避免預算經費編列不足或賸餘之情形。 

四、 系統可整合各縣市預算會計資料，統一運用與分析 

  由於各縣市之預算會計系統資料，目前分別儲存在各縣市的

預算會計系統中，藉由主管資訊系統多維度資料之導入，整合分

散在各縣市預算會計系統中的資料，利用系統所提供之功能，統

一運用與分析。例如系統中所提供之年度地方政府預算編列情

形、年度地方政府收支結構及年度地方政府預算員額與人事費比

較之功能，即是彙整集中維運縣市預算會計資料，可提供本總處

運用與分析。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因系統自 102 年 11 月上線試辦，上線時間不長，且使用人數

不多，所蒐集之資料有限，不足以代表實際執行狀況；另因資料

來源僅限於縣市預算會計系統，無法提供更完整的決策資訊，未

來應更積極蒐集各級主管需求，增加資料來源，並加強資料介接

技術，以提供更完整的決策資訊。 

第三節 未來發展 

感謝桃園縣政府主計處長官們在系統開發過程中對於需求之

提供與建議，及開發完成後試辦之建議。雖然系統目前已提供 17

項功能，不過系統還有許多可以改善的空間，建議未來可以朝以

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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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系統效能，以提供快速正確的分析資料 

系統效能的好壞，影響使用者使用之意願，且未來除桃園縣

政府使用外，還會陸續推廣到其他縣市使用，而系統效能問題，

是未來系統使用上的一大考驗。加強系統效能，以提供快速與

正確的分析資料。 

二、 精進系統功能，擴大系統使用效益  

由於系統未來的目標是推廣至所有縣市，所以事先蒐集其

他縣市不同的需求，加以彙整，以精進系統功能，擴大系統使

用效益。且在資料來源上，除縣市預算會計系統的資料外，應

再加入其他資料來源，例如縣市既有之電子檔案、紙本表單或

其他外部資料等，利用資料介接的技術，將其他來源資料轉入

到資料庫中，使資料庫的來源能更為豐富，以提供更完整的決

策資訊。另因主管之需求較難確定，也常因時、因人而有不同

之需求，建構一個可供使用者自行設定、更具彈性與親和性的

主管資訊系統，是未來系統要努力的目標。 

三、 爭取各縣市政府主計主管支持，以推廣系統應用 

由於主管系統真正的使用者是各級主管，所以主管的支持與

充分的參與，亦是系統成功的重要關鍵。感謝桃園縣政府主計

處長官們在系統開發過程中的支持與充分的參與，使得系統得

以順利完成，未來推廣至其他縣市，仍需請各縣市政府主計主

管的支持與充分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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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主管資訊系統操作畫面 

 

 

計畫型補助佔總預算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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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退休給付支出佔總預算增減比率 

 

歲出每月執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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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地方政府收支結構 

 

 

歲出經常門資本門增減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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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年度財產處分收入之預算數與決算平均數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