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度施政計畫
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處掌理全國歲計、會計、統計事宜，施政願景為「宏觀分配整體公共資源，促進資源運用效
益，建置國際化政府會計規範，增進政府財務效能；全面提升政府統計效用，發揮統計支援決策功
能；促進政府中文電腦資訊之互通及交流，成為國家建設重要推手。」為積極辦理主計業務，訂定
中程（94 至 97 年度）施政計畫之策略績效目標，包括：一、完備資源妥適分配機制，提升資源運
用效益；二、建構完備之特種基金預算管理制度，增進基金經營效能；三、訂頒政府會計共同規範，
加強政府會計制度之設計與執行；四、提升政府統計品質、時效與應用；五、健全基本國勢基礎資
訊，充實專案動態資料，以提升統計調查品質及其效益；六、建立完善之綠色國民所得帳之資料蒐
集及應用體系；七、建置電腦中文共通平台。
本處依據行政院 96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
及本處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96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完備資源妥適分配機制，提升資源運用效益：
精進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強化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功能，以有效控制歲出規模，提升支
出效率，健全政府財政；另檢討中央對地方補助制度，持續監督與考核一般性補助款執行成
效，提升補助款使用效能。
二、建構完備之特種基金預算管理制度，增進基金經營效能：
辦理特種基金預算之審編及執行；持續檢討非營業特種基金之存續；增進特種基金之資金運
用；強化特種基金預算管理制度；持續協助公營事業民營化。
三、訂頒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加強政府會計制度之設計與執行：
加強政府會計理論與實務之研究，訂頒政府會計相關共同規範公報；檢討修訂相關會計法規
並全面修訂中央總會計制度及普通基金單位會計作業一致規定；簡化會計流程，建立會計作
業自動化及內部稽核軟體，以提升會計資訊正確性及時效。
四、提升政府統計品質、時效與應用：
賡續辦理社會福祉議題探討；進行 95 年基期各種物價指數改編作業，加強督導物價調查工
作；持續研修總資源供需估測模型，以提升統計應用效能，精進經濟預測能力。
五、健全基本國勢基礎資訊，充實專案動態資料，以提升統計調查品質及其效益：
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處理、戶口及住宅普查專案調查，更新普查母
體資料檔；運用資訊技術，強化定期性抽樣調查統計；健全基層統計調查網。
六、建立完善之綠色國民所得帳之資料蒐集及應用體系（預定完成年份 102 年）：
賡續辦理綠色國民所得帳之編製作業，並推展相關自然資源與環境污染之關聯表之編製，及
可提供簡明訊息指標系統之建置，以強化編製結果之應用效能。
七、建置電腦中文共通平台：
加強全字庫之推廣與宣導及網路服務功能，強化全字庫網站內容及應用機制，訂定資訊互通
所應遵循的規範與機制，期以電腦中文共通平台之各項功能，建立國內各大資訊系統互通與
分享環境，提升政府行政效能與便民服務品質，邁向全面電子化政府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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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衡量指標

年度績
效目標

衡量指標

一、完備資源妥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
報概算數
適分配機
制，提升資
源運用效益

衡
量
指
標
評
權 估 評估
指標
衡量標準
數 體 方式
類型
制
10 1 統計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總 其它
數據 數-中程歲出概算額度）／中程 指標
歲出概算額度﹞ x 100﹪

96 年
度目
標值
1.8%

二、建構完備之 本處核編各特種基金年
特種基金預 度繳庫數超出主管機關
編報概算數之比率
算管理制
度，增進基
金經營效能

10 1 統計 ﹝（本處核編各特種基金年度 其它 40%
數據 繳庫數-主管機關編報繳庫概 指標
算數)／主管機關編報繳庫概
算數）x 100%

三、訂頒政府會 １、訂頒政府會計相關

5

1 統計 （訂頒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公
數據 報累計數／應完成累計訂頒
數）x 100%

政府會計制 ２、全面修訂中央總會
度之設計與
計制度及普通基金
執行
單位會計作業一致
規定完成進度比率

5

1 統計 （依會計科目、會計簿籍及會 其它 100%
數據 計報告修訂累計完成進度／ 指標
應完成修訂累計進度）x 100%

四、提升政府統 １、社會福祉探討完成
計品質、時
率

3

1 統計 （累計完成社會福祉探討之 其它 81%
數據 領域個數／總領域數）x 100% 指標

２、95 年基期各種物價
指數改編作業進度
達成率

3

其它 74%
指標

３、本處總供需估測模
型依部門別重新檢
討、評估

4

1 統計 （95 年基期各種物價指數改
數據 編作業累計完成項數／95 年
基期各種物價指數改編總作
業項數）x 100%
1 統計 （累計重新檢討評估之部門
數據 數／部門總數）x 100%

2.5 1 統計 （作業執行完成累計數／總
數據 作業執行數）x 100%

行政 85%
效率

訊，充實專 ２、抽樣調查作業完成
案動態資
率
料，以提

2.5 1 統計 （作業執行完成累計數／應
數據 執行作業總數）x 100%

行政 75%
效率

升統計調查 ３、人力資源電腦輔助
品質及其效
面訪調查作業執行
益
率

2.5 1 統計 （作業執行完成累計數／總
數據 作業執行數）x 100%

行政 80%
效率

計共同規
範，加強

效與應用

共同規範公報比率

五、健全基本國 １、普查作業完成率
勢基礎資

４、受雇員工薪資調查
全查層樣本運用網
際網路填報比率

行政 80%
效率

其它 66%
指標

2.5 1 統計 （利用網際網路填報家數／ 其它 45%
數據 全查層總回表家數） x 100%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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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
效目標

衡量指標

六、建立完善之 １、規劃架構之帳表完
綠色國民所
成比率
得帳之資料

衡
量
指
標
評
權 估 評估
衡量標準
數 體 方式
制
3 1 統計 （實際完成之帳表數／規劃
數據 架構之帳表數）x 100%

蒐集及應用 ２、規劃資料蒐集項數
體系
之完成比率

4

1 統計 （實際完成資料蒐集機制之
數據 資料項數／預定建立資料蒐
集機制之資料項數）x 100%
1 統計 （實際規劃完成資料應用指
數據 標之項數／完善資料應用指
標體系之預定完成項數）x
100%
1 統計 （已建置對照表數／應建置
數據 對照表總數）x 100%

３、資料應用指標之建
置規劃完成比率

3

七、建置電腦中 １、中文共通平台所提
文共通平台
供對照表之完整性

4

２、中文共通平台轉碼
工具之完備及便利
性

3

1 統計 (可轉碼數/應轉碼總數)x
數據 100%

３、中文共通平台應用
之滿意度

3

1 統計 〔有效調查用戶之滿意分數
數據 總和/(有效調查用戶數 x10
分)〕x 100%

【備註】：評估體制之各數字代號意義說明如下：
1. 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 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 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等）負責運行。
4. 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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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指標
度目
類型
標值
其它 86%
指標
其它 69%
指標
其它 45%
指標

電子 90%
化政
府指
標
電子 95%
化政
府指
標
服務 80%
效能

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計畫
實 施 內 容
類別
一、中央總預算核 中央政府總預算之籌劃、審 社會 一、研提以前年度財政、經濟狀況之會計、
編及執行
編與執行
發展
統計分析資料，與增進公務及財務效能
3303101020
3303101020
之建議。
二、依照施政方針，擬訂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編製辦法，並依照統籌財源合理分
配之原則，訂定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
編原則。
三、審核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概算，彙編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四、檢討強化總預算業務作業流程、資料庫
規劃與建制等。
五、參酌總資源供需估測趨勢，確立中央總
預算案歲出規模，核定分行各主管機關
4 年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六、檢討修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
七、賡續檢討改進中央對地方之補助與考核
機制。
二、中央總會計事 一、中央總會計事務處理 社會 一、中央總會計、總決算之處理與核編
務處理及總決
發展 （一）加強辦理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會計
及總決算核編
算核編
事務處理。
3303101021-01
3303101021
（二）加速審議、核頒各機關或基金會計
制度。
（三）編造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及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
告。
（四）研訂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
二、政府會計理論與實務之研究
（一）委託專家學者從事政府會計理論與
實務之研究。
（二）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研訂政府會
計共同規範。
二、地方政府主計業務之 社會 一、研訂 97 年度縣（市）地方總預算及附屬
發展
單位預算編製要點、97 年度縣（市）各
督導與查核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及附屬單位預算
3303101021-03
執行要點，並督導縣（市）歲計業務等。
二、彙編縣（市）總預算及總決算（含鄉、
鎮、市）。
三、研訂各縣（市）政府編製 96 年度各類決
（結）算應行注意事項，督導縣（市）
決（結）算編製及縣（市）財政資料蒐
集與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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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

施

內

容

四、督導縣（市）會計制度、會計事務查核
及推廣會計系統。
五、蒐集研擬縣（市）
、鄉（鎮、市）會計事
務處理之一致規範。
六、辦理縣（市）非專任主計人員會計研習
班。
七、協助辦理「財務標準分類」之增（修）
訂事項。
八、辦理縣市預算會計系統之上線輔導管理
作業。
三、特種基金預算 特種基金預算審編、執行及 社會 一、97 年度特種基金預算之籌劃、審編及執
核編及執行
預算管理制度之建立
發展
行
3303101120
3303101120
（一）研提增進特種基金經營效能之建
議，作為行政院訂定施政方針之參
考。
（二）擬訂國營事業計畫總綱，陳院核定
後分行各事業主管機關，據以擬定
其事業計畫。
（三）訂頒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編製辦法及共同項目編列標準。
（四）合理核列特種基金之盈餘目標及重
要投資目標等，並配合政府財政需
要，妥訂盈（賸）餘繳庫之額度。
（五）辦理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
業部分），送請立法院審議。
（六）修訂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
（七）適時檢討並督促改進各特種基金預
算之執行。
二、強化特種基金預算之管理
（一）持續研究特種基金預算理論，作為
改進現有預算制度之參據。
（二）持續檢討非營業特種基金之存續問
題。
（三）持續積極推動實施自償性公共建設
預算制度。
（四）持續強化特種基金預算編製內容。
（五）增進特種基金資金運用，並對長期
虧絀之基金，持續督促積極檢討，
以改善財務狀況。
三、持續協助公營事業民營化
（一）配合國營事業民營化進度，妥適核
列相關預算。
（二）協助未完成民營化之事業，進行整
5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四、特種基金會計 特種基金會計事務處理及
事務處理及決 決算核編
算核編
3303101121
3303101121

社會
發展

五、統計行政與統 健全統計法制與加強統計
計標準
行政管理及服務
3303101231
3303101231

社會
發展

六、辦理綜合統計 按期編布綜合社經統計
3303101232
3303101232

社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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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內

容

頓及改造。
（三）積極協助經營艱困之國營事業解決
財務問題，儘早完成民營化。
一、國營事業決算之查核與編造
（一）按月審核各國營事業會計報告，並
彙編其預算收支執行狀況月報表及
預算執行總表，嚴格控制預算執行。
（二）檢討修訂相關會計法規。
（三）編造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
單位決算及其綜計表（營業部分）。
（四）編造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
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 營業部
分）。
二、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之查核與編造
（一）按月審核各非營業特種基金會計報
告與彙編其預算收支執行狀況月報
表及預算執行總表，嚴格控制預算
執行。
（二）嚴密各非營業特種基金內部控制與
審核制度。
（三）編造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
單位決算及其綜計表 （非營業部
分）。
（四）編造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
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非營業部
分)。
一、參酌聯合國及美、日等主要國家各種統
計標準，檢討我國各種統計標準。
二、辦理第四期統計發展中程計畫之管考作
業。
三、持續督導各機關依「各機關統計資料發
布要點」之規定，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
間並按時發布統計資料。
四、完成全國統計資料倉儲系統建置工作，
辦理統計業務電子化相關工作。
一、進行社會福祉議題分析。
二、按月編布各項 90 年基期物價指數；進行
95 年基期各種物價指數改編作業；督導
物價查價工作並改進查編技術；試編部
分服務業價格指數。
三、辦理國民所得按季統計及年修正作業。
四、辦理 96 年與 97 年總資源供需估測及全
年各季經濟預測。
五、進行 95 年產業關聯表所需各種基本資
料之蒐集與整理。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七、基本國勢調查 辦理基本國勢調查
3303101320
3303101320

社會
發展

八、專案抽樣調查 辦理專案抽樣調查
3303101321
3303101321

社會
發展

九、基層統計調查 辦理臺北市、高雄市及各縣 社會
網管理
市基層統計調查網管理
發展
3303101322
330310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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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編 96 年版綠色國民所得帳。
七、辦理家庭收支調查、建築工程概況調查
及民間自建營繕工程調查。
一、辦理農林漁牧業普查
（一）辦理 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處
理、母體資料檔更新。
（二）辦理 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總報告
編印。
二、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一）辦理 9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相關
事宜，包括成立地方各級普查臨時
組織及遴選各級普查人員、人員訓
練、宣導、展開實地訪查工作等。
（二）辦理普查業務檢討、普查組織及人
員之考核，普查資料處理及編算普
查初步統計結果。
三、辦理戶口及住宅普查
（一）辦理戶口及住宅普查補充性專案調
查。
（二）建置戶宅普查地理基礎環境資料。
四、辦理普查資料供應與管理
（一）加強國際間普查及抽樣調查統計資
訊之交流。
（二）建置普查及抽樣調查資料庫，加強
統計資訊推廣與應用。
一、蒐集各部門資本存量資料，延伸編製國
富統計時間數列及提供總預算說明參
考。
二、按月辦理人力資源調查及按年辦理人力
運用及相關附帶專案性調查，並編印統
計分析報告。
三、辦理受雇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力統計
（一）按月辦理受雇員工薪資調查，按年
辦理受雇員工動向調查、事業人力
僱用狀況等附帶專案調查，並編印
統計調查報告。
（二）辦理生產力統計，編印勞動生產力
趨勢分析報告及多因素生產力趨勢
分析報告。
四、辦理各機關調查統計之審議與管理，避
免調查重複及減輕受訪者負擔。
一、支援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辦理各項重
要統計調查，定期蒐集經濟及社會基本
資訊。
二、定期辦理統計調查員在職訓練與調查工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十、主計業務視導 主計人員培育與訓練
與訓練
3303101500
3303101500

社會
發展

十一、各機關應用 各機關設置及應用電腦之
電子計算機作 審議查核及輔導
業之審查輔導 3303111000
3303111000

社會
發展

十二、電子計算機 各項作業之系統分析設計
作業系統之分 3303111100
析設計
3303111100

社會
發展

十三、電子計算機
技術之研究與
訓練
3303111200
十四、電子計算機
之管理與資料
處理
3303111300

電子計算機技術之研究與
訓練
3303111200

社會
發展

電子計算機之管理與資料
處理
3303111300

社會
發展

十五、資訊系統推 推動地方主計資訊業務
廣服務
3303111400

社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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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檢討，強化調查技術與經驗；並執行
基層統計調查網人員考核及獎勵措施，
落實基網管理工作。
一、甄審優秀人才、貫徹職期輪調、落實考
核。
二、辦理主計人員基礎訓練班、養成訓練
班、幹部訓練班、領導研究班及專業研
習班等。
三、營造英語學習環境，開辦英語研習班，
加強同仁英語能力。
一、根據電子計算機計畫書評鑑準則及預算
編審辦法，審議各機關資訊計畫及概算。
二、書面及實地查核使用電腦處理業務之單
位，並彙編查核報告。
三、辦理資通安全稽核。
四、推廣建置縣市預算會計及財政資訊系
統。
一、配合會計制度修訂，辦理政府歲計、會
計資訊管理系統之功能增修、維護與系
統使用之諮詢、訓練服務，以及本處資
訊管理系統之正常運作。
二、辦理 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作業系統之
資料處理，以及辦理 95 年工商及服務業
普查作業系統之程式開發、資料處理。
三、電腦輔助面訪調查系統全面實施應用於
人力資源調查。
四、本處 web 版公文管理系統之應用、維護
服務。
五、辦理主計人員人事資訊系統、主計人員
訓練管理系統之應用與使用訓練，以及
系統維護。
一、行政知識網之建置與維護。
二、電腦應用概況調查及資訊通報發行。
三、公務人員資訊訓練。
四、電腦中文應用環境之建置及推廣。
一、辦理國情、農林漁牧業、工商及服務業
等普查調查之資料處理、管制及機器操
作。
二、發展本處全球資訊網及創新全國主計網
之應用服務。
三、辦理本處資訊安全監控及防範管理。
四、管理本處整體網路及各項資訊應用軟硬
體資源。
一、辦理縣市公務預算會計暨財政資訊系統
之推動，含上線輔導、技術支援、諮詢

工作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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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巡迴健診、緊急叫修及其他資訊
業務輔導。
二、辦理縣市簡易會計系統之維護更新、諮
詢服務。
三、支援辦理中央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
統（GBA）操作訓練。
四、本處中部辦公室主計行政資訊作業建置
及網路與資訊設備之管理維護。

33031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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