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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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審查

十四、財政委員會綜合整理「中華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會
議紀錄
(一)立法院第7屆第7會期財政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甲、發

言

紀

錄（附審查總報告草案）

時

間

中華民國100年3月28日（星期一）上午9時4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大禮堂

主

席

翁委員重鈞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略）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繼續報告。
二、本院議事處 99 年 5 月 5 日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23 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六十六
條之九條文修正草案」。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無關者略）

一、綜合整理並草擬「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
主席：首先進行報告事項第一案，請宣讀「中華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
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草案。
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草案
壹、審查緣起
行政院於 99 年 8 月 31 日以院授主忠一字第 0990005383A 號函略以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業已依法編製竣事，並於 99 年 8 月
19 日經行政院第 3209 次會議通過，附同施政計畫送請本院審議，關於外交、國防機密部分，請作
機密件處理。另財政委員會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研擬 100 年度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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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分配表草案及 100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日程草案，經提第 7 屆第 6 會期財
政委員會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99.10.7）決議照草案通過，提報院會。復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6 會期
第 3 次會議（99.10.8）報告後決定：「併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處理。」，並於同次會議（
99.10.11、12、13）邀請行政院院長吳敦義、主計長石素梅及財政部部長李述德列席報告該預算案
編製經過，並答復委員質詢後決定：「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交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
茲因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
業部分，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另定期專案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各委員會爰依據 100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分配表及審查日程，於公務
預算部分審查完竣後，繼續進行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審查工作。
貳、預算籌編原則及國營事業計畫總綱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編製，依法係以施政方針及施政計畫為依據，因此，100 年度營業及非營
業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均在前開既定施政方向與目標之下，為妥善運用國家整體資源，加強財務
管理，經審酌經濟環境，分別訂定預算籌編原則及國營事業計畫總綱如下：
一、國營事業預算籌編原則
(一)各事業應積極開源節流，本企業化經營原則，設法提高產銷營運量，增加收入，抑減成本
費用，並積極研究發展及推行責任中心制度，改進產銷及管理技術，提高產品及服務品質
，以提升經營績效，除負有政策性任務者外，應以追求最高盈餘為目標。
(二)各事業應本設立宗旨及其業務範圍，擬定長期努力之願景及為達成該願景之中程策略目標
，並與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結合。
(三)各事業應衡酌國際間與國內同業之投資報酬率及經營成果比率、所負擔之社會責任與政策
性任務、過去經營實績、未來市場趨勢與擴充設備能量及提高生產力等因素，妥定盈餘目
標。所列盈餘，應依規定分配繳庫，非有特殊理由，不得申請保留。所請由國庫增資及彌
補虧損等，除屬特殊必要者外，均不予考慮。
(四)各事業應配合政府改造政策及推動責任中心制度需要，合理調整組織，加速淘汰冗員，擴
大業務經營彈性，提升生產力，降低用人成本；適用員額合理化管理者，應本績效管理原
則，彈性用人，提升經營績效。營運發生虧損時，應凍結員工調薪，除負有政策性任務者
外，應予移轉民營或結束經營。
(五)各事業應落實計畫預算制度，依核定之計畫核實編列預算，凡績效不彰之計畫及不經濟或
無必要之支出，均不得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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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事業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專案計畫、資金轉投資計畫及其他重大投資計畫預算之編製
，應妥作先期規劃，核實成本效益分析，擬具計畫依規定程序報核，並依核定計畫，衡酌
工程或投資進度、財務狀況及執行能力，據以核實編列年度預算。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
大新興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與替代方案及其成本效益分析，且應確實評估未來營運
、維修成本等財務之可行性，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七)各事業應依據「國有不動產清理活化作業計畫」，積極活化閒置、低度利用及不經濟使用
之建築用地，以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發揮資產效益，並加強財務管理及現金調度，活化累
存資金，以提高資金運用效能。
(八)各事業應配合政府政策，妥盡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之社會責任，並與社會大眾溝通協調，
避免環保糾紛，以利重大建設之順利進行。
二、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籌編原則
(一)各基金預算之編列，應符合基金設置目的，本撙節原則，審慎估列基金來源及用途。除依
法令規定費率徵收之收入，並用於特定用途者外，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之費率應適時檢討
調整，至少應能完整回收成本。
(二)各基金應依法律或配合施政需要，並具備特（指）定資金來源，始得設置。已設置之基金
，應適時就基金設置目的之達成情形、業務規模、營運績效及是否適宜由民間經營等檢討
存續事宜，並配合編列有關之預算。各基金應配合未來行政院組織調整，檢討規劃改隸、
存續與業務及經費之調整、移撥事宜。
(三)各基金應配合政府改造政策及推動責任中心制度需要，合理調整組織，加速淘汰冗員，降
低用人成本。
(四)各基金應落實計畫預算制度，依核定之計畫核實編列預算，凡績效不彰之計畫及不經濟或
無必要之支出，均不得編列預算。各基金並應明確劃分與公務預算編列範圍，符合基金設
置目的及基金用途者，始得編列預算。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應在其可用資金範圍
內，依基金設置目的及用途，妥作中長程資金運用規劃及擬具業務計畫，並配合編列預算
。
(五)各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專案計畫、資金轉投資計畫及其他重大投資計畫預算之編製
，應妥作先期規劃，核實成本效益分析，擬具計畫依規定程序報核，並依核定計畫，衡酌
工程或投資進度、財務狀況及執行能力，據以核實編列年度預算。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
大新興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與替代方案及其成本效益分析，且應確實評估未來營運
、維修成本等財務之可行性，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六)各基金應依據「國有不動產清理活化作業計畫」，積極活用閒置、低度利用及不經濟使用
之建築用地，以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發揮資產效益，並加強財務管理及現金調度，活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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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資金，以提高資金運用效能。
(七)各基金應配合政府政策，妥盡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之社會責任，並與社會大眾溝通協調，
避免環保糾紛，以利重大建設之順利進行。
三、國營事業計畫總綱
國營事業計畫總綱為各事業經營管理之指導原則，其內容如下：
(一)生產事業：
1. 台灣電力公司：配合政府能源政策，調整電源結構並推動風力、太陽光電、氫能、海
洋能等再生能源發電技術之研發工作；積極執行各項輸變配電計畫工程，健全電網建
設，提升供電可靠度及加值服務；加強用戶用電設備檢驗及用電安全宣導，落實顧客
導向服務；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推動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及研發碳捕獲與封存技
術，加強節電宣導，推動節能服務；落實核能安全文化，提升核能電廠營運績效；積
極尋求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確保核廢料貯運及處置安全；持續推動開源節
流，提升生產力及經營效率。
2. 台灣中油公司：以國際一流能源及石化公司為標竿，全面推動加油站精緻服務及建立
安環監控指標，落實災害防救管理與執行；調整產品及煉製結構，積極檢討產銷內部
成本結構，降低營運成本，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加強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及輸氣管線
之檢測與巡查，確保供氣安全；持續執行浮動油價機制，以回歸市場價格機能；有效
拓展國外及兩岸探採業務，增加原料供應來源。規劃長期發展策略，穩定油、氣、石
化上游原料之供應，滿足民生及產業發展需求；積極改善公司營運體質，提升生產力
及經營效率；持續進行三輕更新建廠作業、高雄煉油廠遷廠規劃及轉投資國光石化科
技公司等專案，以謀求長遠之發展。
3. 台灣自來水公司：加強業務委託經營之規劃、監督管理及績效評估，善用民間資源，
提升經營績效；提高自來水普及率及用水品質，並加強自來水管網改善及管線汰換工
作，積極降低漏水率，強化供水風險管理，提高緊急應變能力，以穩定供水；提升用
戶服務品質，持續推動節約用水計畫，降低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4. 台灣糖業公司：配合營運改造計畫，修正事業部民營化執行計畫；聚焦以健康為導向
之核心技術及產品，強化品牌行銷，深耕核心產業；持續進行營運改造計畫，提升事
業部經營績效，改善企業體質；強化組織功能，活化人力資源；建立完整之土地規劃
利用計畫，以活化土地資源，有效創造資產價值。
5.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配合民營化政策，加強與工會協商及員工溝通，以利民營化之推
動；配合航太工業政策，推動航太工業中衛體系，強化產業群聚功能；積極研發、生
產各型軍用、民用航空器及其零組件，爭取相關航空產品國際合作開發及生產機會，
拓展工業合作、維修、品管驗證等業務；持續落實目標管理，檢討營運缺失，改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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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經營體質。
6. 臺灣菸酒公司：賡續推動企業再造，並配合民營化政策，加強與工會協商及員工溝通
，以利民營化之推動；完善現代化行銷體系，研發創新產品，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積
極掌握區域商機，擴大經營利基；強化企業競爭力，增進顧客滿意度。
(二)交通事業：
7. 中華郵政公司：開發郵政新種業務，擴增物流、電子商務營運效能，統合郵、儲、壽
業務資源，提升營運效能及競爭力；有效提升資金運用效益，支援政府重大建設及民
間投資計畫。
8. 港務局：善用海運直航新形勢，建立兩岸海運新航網；強化自由貿易港區功能，藉由
海空運物流模式之結合與重整，發展多元創新價值之營運型態，建構港埠成為新價值
樞紐；各港以港群概念分工合作，充分發揮「對內協調分工，對外統合競爭」之綜效
；推動航港體制改革，有效提升航港行政效能及港埠競爭力；配合航運發展趨勢，強
化港埠基礎設施，優化經營環境；配合國際公約加強港口國管制及提升港區防災應變
能力，提供安全及優質便捷服務。
9. 臺灣鐵路管理局：落實「公共運輸為主」政策，持續汰舊換新營業車輛及強化鐵路基
礎建設，並與國內各公眾運輸整合，達成無縫運輸服務網絡，提升運輸服務效能；持
續創新運輸本業模式，提供客製化服務，以開拓運輸本業新客源，帶動附屬業務商機
；推動資產活化利用，發展行旅服務事業，以健全財務，提升企業經營效能。
10.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將桃園機場建設為符合國際民航安全規範之國際機場，積極改善
機場服務，提升國際機場評比指標及民眾滿意度；以企業化經營引進商業發展模式，
規劃新興商業設施及商業活動，積極提升機場非航空收入，活絡機場經營。
(三)金融保險事業：
11. 中央銀行：依據中央銀行法規定，經營目標為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
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並於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盱衡國內外經濟金融
情勢，採行妥適貨幣政策；維持物價與金融穩定，確保支付系統健全運作。維持外匯
市場秩序，促進匯市健全發展；強化外資及陸資進出控管機制，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審慎開放新種外匯產品，簡化審核程序。衡酌跨業競爭之公平性與健全性，審慎開放
銀行以外業者辦理外匯業務；經理中央政府公債與國庫券之發售及還本付息，以利政
府籌資調度；促進債券市場健全發展，增進政府債務管理效能；循序擴大兩岸金融業
務往來，強化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作為海外資金調度及資產管理中心。
12. 國營金融機構（臺灣金融控股公司、臺灣土地銀行公司及中國輸出入銀行）：
(1)擴大經濟規模與營運範疇；持續推動內部組織再造，提高經營績效；積極開發新
種金融商品及推展多元業務，提升自有資本效益；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各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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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業務。
(2)賡續積極清理逾期放款，降低逾期放款比率；強化授信風險控管，提高授信資產
品質，建構完善之風險管理機制，防範逾期放款之發生；落實公司治理，健全經
營體質。
(3)利用電子網路之便捷性，提供全方位金流服務；善用網際網路資源，加強各項資
訊業務；擴增電子商務效能，增加網路行銷通路。
(4)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拓展境外國際金融業務，引進國際金融商品，並加強海
外分支機構之設立、管理，以促進金融業務自由化及國際化。
(5)積極培訓金融專業人才，提升服務滿意度，促進現代化經營；遵守客戶資料保密
規定，確保客戶權益。
(6)積極配合「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案」，增加對中小企業融資。
13. 勞工保險局：依檢討完成之組織定位進行組織變革；積極辦理勞工保險、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職業災害勞工保護補助、就業保險
、勞工退休金及國民年金等業務，並有效管理與運用保險基金。
14.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研修相關法規，強化存款保險機制；調整存款保險費率，充實保
險賠款特別準備金，提升存款保險功能；配合執行經營不善要保機構退場機制；強化
國際合作交流及存款保險研究，推動與國際接軌；強化金融預警系統等場外監控機制
，並加強承保風險之控管；適時對要保機構辦理專案查核，追究違法失職人員民事責
任，以收回理賠損失。
(四)一般措施：
15. 依據設立宗旨及業務發展趨勢，擬定事業願景，及為達成該願景之中程策略目標，並
與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相結合，落實預算管理提升營運效能。
16. 積極活化閒置、低度利用及不經濟使用之國營事業管有土地，以有效利用土地資源，
發揮資產效益；加強財務管理及現金調度，以提高資金運用效能，並優先在國內金融
市場籌集營運與投資所需資金。
17. 推動國營事業改造，重塑組織文化；衡酌內外在環境變化，彈性調整民營化作法，掌
握市場狀況及釋股時機，積極執行民營化計畫，達成釋股預算目標。加強推動企業化
與國際化經營，合理調整組織，提升營運績效，達成預算盈餘繳庫；配合員額合理化
管理，本績效管理原則，彈性運用人力，並以員工績效作為核發經營績效獎金之依據
。
18. 配合節能減碳政策，推動使用節能減碳綠建材，積極推行能源節約措施，推動用電用
油負成長，並訂定具有節能誘因的能源價格及獎勵措施；研發或產製環境友善產品，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強能源規劃與污染防治，兼顧經濟及永續發展。強化工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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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環境保護及災害防救工作，推動承攬商安全管理，提升工安環保管理績效及緊
急應變能力，防範事故發生，及減少災害損失。
19. 增加研發經費投入，加強研究發展，落實成果應用，以提升事業競爭力。引進關鍵技
術，推動生產自動化、合理化，改善製程，創新產品，改進產銷與管理技術，以提高
生產力與產品品質。加強引進國外新技術，遴選人才赴國外培訓。結合國防工業，輔
導相關工業與衛星廠商，促進相關工業之發展。
20. 推動公司治理機制，健全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強化財務透明度，嚴密預算執行
與績效考核，加強辦理內部稽核與會計檢查，防止錯誤與弊端，增進管理功能。配合
事業發展，強化董監事會功能，擴大授權幅度，推動各事業自主管理。依照國際會計
準則推動時程，辦理各項導入工作。
21. 加強固定資產投資計畫、資金轉投資計畫及其他重大投資計畫之先期規劃與風險及效
益評估，衡酌工程或投資進度、財務狀況及執行能力，核實年度預算編列，並加強追
蹤考核，強化風險管理，確保達成預期效益。
22. 遵循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因應加入 WTO 政府採購協定，健全採購作業制度，提升採
購效率，確保採購品質，並審慎辦理公共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並加強施工查核
，以確保工程品質。
參、重要內容
一、營業部分
100 年度國營事業編列附屬單位預算者計 20 個單位，較上年度減少 1 單位，係因榮民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業務已完成移轉民營，預計於本年底前完成清理，爰改編清理預算所致。
另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年度起由財政部主管改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100 年度國營事業附屬單位預算編列情形如下：
(一)營業總收入 3 兆 0,112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兆 8,336 億元，增加 1,776 億元，約增
6.3%。
(二)營業總支出 2 兆 8,973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兆 6,974 億元，增加 1,999 億元，約增
7.4%。
(三)稅後純益 1,139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362 億元，減少 223 億元，約減 16.4%。主要係
台灣電力公司因燃煤價格上漲虧損增加與台灣中油公司探勘及油氣輸儲費用增加所致。
(四)繳庫盈餘 2,083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121 億元，減少 38 億元，約減 1.8%。主要係臺
灣土地銀行公司 99 年度增列公積轉列數一次性繳庫所致。
(五)固定資產投資 2,420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329 億元，增加 91 億元，約增 3.9%。主要
投資項目包括電力擴充、石油煉製及改善給水設施等，對提升各事業生產或服務能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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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公共投資及促進經濟發展等，均有重大助益。
(六)國庫現金增資 139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95 億元，減少 56 億元，約減 28.7%。係供台
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重大供水建設計畫、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鐵路建設計畫
、交通部基隆港務局辦理聯外道路新建工程、交通部高雄港務局辦理澎湖國內商港建設計
畫之用。
二、營業部分－其他預算
榮民工程公司配合政府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於 96 年度辦理業務切割，將營造業務推動
民營化，非營造業務移由安置基金專帳管理；惟受經營環境及工業區開發資金積壓等不利因素
影響，該公司民營化作業延宕，經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持續檢討並修正民營化方
式，復經行政院於 97 年 11 月間核定，改以核心業務資產作價移轉民營，未移轉民營部分，則
由該公司賡續處理。嗣於 98 年 11 月 1 日該公司與亞翔公司合資成立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核心業務移轉民營。榮民工程公司核心業務完成移轉民營後，退輔會即研訂未移轉業務清
理計畫，經行政院於 99 年 5 月 24 日核定以 100 年底前完成清理為原則，爰由該公司編製清理
預算，列於其他預算項下。該公司 100 年度清理預算計編列清理收入 124 億 1,196 萬 3,000 元
，清理費用 162 億 5,030 萬 2,000 元，清理損失 38 億 3,833 萬 9,000 元。
三、非營業部分
100 年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非營業特種基金計有 105 單位（包含作業基金 80 單位、債
務基金 1 單位、特別收入基金 23 單位及資本計畫基金 1 單位），與上年度預算相同。其中配
合學校改制或基金業務辦理而更名者，計有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校務基金更名為國立金門大學校
務基金、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校務基金更名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基金、國立高雄餐旅學
院校務基金更名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務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更
名為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等 4 單位。又依立法院審查教育部 99 年
度預算所作決議，增設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
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及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等 9
所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均為各該國立大學校務基金之分預算；因應社教館所業務
需要，增設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作業基金，為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分預算；依農村再生
條例第 7 條規定，增設農村再生基金 1 單位，為農業特別收入基金之分預算；為因應貿易自由
化對產業及勞工帶來之衝擊，增設因應貿易自由化就業發展及協助基金 1 單位，為就業安定基
金之分預算；依環境教育法第 8 條規定，增設環境教育基金 1 單位，為環境保護基金之分預算
；另配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廢止，並依產業創新條例之規定，將經濟作業基金之分預算工業區
開發管理基金更名為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上述分預算均併入附屬單位預算內，茲分別按作
業基金、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等四類，列述預算編列情形如下：
(一)作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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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業務總收入 9,678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9,218 億元，增加 460 億元，約增 5.0%。
2. 業務總支出 9,530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9,363 億元，增加 167 億元，約增 1.8%。
3. 賸餘 148 億元，與上年度預算短絀 145 億元比較，由短絀轉為賸餘。
4. 解繳國庫淨額 149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16 億元，增加 33 億元，約增 28.4%。
5. 固定資產投資 819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66 億元，減少 47 億元，約減 5.4%。主要辦
理項目為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醫院、國道高速公路、校舍等工程及購置土地、教
學研究與精密醫療儀器設備等。
6. 國庫現金增撥基金 157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05 億元，減少 48 億元，約減 23.4%。
(二)債務基金：
1. 基金來源 7,750.91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182.40 億元，增加 568.51 億元，約增 7.9%
。
2. 基金用途 7,750.86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182.35 億元，增加 568.51 億元，約增 7.9%
。
3. 賸餘 0.05 億元，與上年度預算數 0.05 億元相同。
4. 本年度賸餘 0.05 億元，連同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4.07 億元，共有基金餘額 4.12 億元，備
供以後年度償債財源。
(三)特別收入基金：
1. 基金來源 1,364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59 億元，減少 195 億元，約減 12.5%。
2. 基金用途 1,680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497 億元，增加 183 億元，約增 12.2%。其中
解繳國庫計畫 139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0 億元，增加 69 億元，約增 98.6%。
3. 短絀 316 億元，與上年度預算賸餘 62 億元比較，由賸餘轉為短絀，主要係行政院公營
事業民營化基金政府釋股收入減少所致。
4. 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3,306 億元，支應本年度短絀 316 億元，及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依其
設置及管理條例規定，移出不受基金設置期間限制之賠付農、漁會信用部專款 189 億
元，尚餘基金餘額 2,801 億元，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四)資本計畫基金：
1. 基金來源 32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5 億元，減少 3 億元，約減 8.6%。
2. 基金用途 53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 億元，增加 45 億元，約增 562.5%。
3. 短絀 21 億元，與上年度預算賸餘 27 億元比較，由賸餘轉為短絀。
4. 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247 億元，支應本年度短絀 21 億元，尚餘基金餘額 226 億元，備供
以後年度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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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審查經過及總結果
本案由財政委員會及各個委員會依照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
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分配表（詳表一）及審查日程（詳表二）分別舉行會議，自 99 年
11 月 29 日起至 100 年 3 月 24 日止審查行政院所送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並函請各主管機關首長及國營事業負責人暨非營業特種基金主管人員列
席報告，答復委員質詢及提供參考資料，案經各委員會審查結果，除經濟委員會迄 100 年 3 月 25
日未及審查完畢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預算外，均分別提出審查報告，由財政委員會於 100 年 3 月 28
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彙總整理後，完成審查總報告，現除將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分別詳列於後，提
請討論外，茲有應先行說明者如下︰
一、營業部分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原列營業總收入 3 兆 0,112
億 2,397 萬 3,000 元，營業總支出 2 兆 8,973 億 3,115 萬 2,000 元，稅後純益 1,138 億 9,282 萬
1,000 元。審查結果，因經濟委員會負責審查之營業預算部分，迄 100 年 3 月 25 日尚未全部審
查完竣，致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漢翔航
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爰初審結果減列營業總
收入 31 億 0,008 萬 9,000 元，減列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19 億 6,994 萬 7,000 元，減
列稅前純益 11 億 3,014 萬 2,000 元（詳表三）。至於所得稅費用及盈虧撥補事項，俟院會審議
確定後，再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單位有關之業務計畫、轉投資、重大建設、資金運用
及資產負債預計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二、營業部分－其他預算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其他預算項下，，榮民工程
公司原列清理收入 124 億 1,196 萬 3,000 元，清理費用 162 億 5,030 萬 2,000 元，清理損失 38
億 3,833 萬 9,000 元。審查結果，減列清理費用 100 萬元，減列清理損失 100 萬元，改列為清
理收入 124 億 1,196 萬 3,000 元，清理費用 162 億 4,930 萬 2,000 元，清理損失 38 億 3,733 萬
9,000 元（詳表四）。至於清理計畫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三、非營業部分
(一)作業基金原列業務總收入 9,677 億 7,062 萬 7,000 元，業務總支出 9,529 億 5,279 萬 4,000
元，本期賸餘 148 億 1,783 萬 3,000 元。審查結果，因經濟委員會負責審查之非營業預算
部分，迄 100 年 3 月 25 日尚未全部審查完竣，致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經濟作業基金、
水資源作業基金及農業作業基金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爰初審結果減列業務總收入 2 億
9,085 萬 3,000 元，減列業務總支出 6 億 1,222 萬元，增列本期賸餘 3 億 2,136 萬 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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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五、六）。至於餘絀撥補事項，俟院會審議確定後，再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
各單位有關之業務計畫、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國庫增撥基金額及資金運用
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二)債務基金原列基金來源 7,750 億 9,055 萬 8,000 元，基金用途 7,750 億 8,587 萬 2,000 元，
本期賸餘 468 萬 6,000 元。審查結果，減列基金來源 1,000 萬元，減列基金用途 1,000 萬
元，改列為基金來源 7,750 億 8,055 萬 8,000 元，基金用途 7,750 億 7,587 萬 2,000 元，本
期賸餘 468 萬 6,000 元（詳表七）。至於業務計畫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依本案審定數額
予以調整。
(三)特別收入基金原列基金來源 1,364 億 2,746 萬 7,000 元，基金用途 1,680 億 0,521 萬 5,000
元，本期短絀 315 億 7,774 萬 8,000 元。審查結果，因經濟委員會負責審查之非營業預算
部分，迄 100 年 3 月 25 日尚未全部審查完竣，致離島建設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核
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及農業特別收入基金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爰初
審結果增列基金來源 14 億 7,672 萬 6,000 元，減列基金用途 2 億 4,465 萬 4,000 元，減列
本期短絀 17 億 2,138 萬元（詳表七）。至於各單位之業務計畫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分
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四)資本計畫基金原列基金來源 32 億 3,747 萬 8,000 元，基金用途 53 億 2,913 萬 5,000 元，本
期短絀 20 億 9,165 萬 7,000 元。審查結果，均照列（詳表七）。
四、信託基金部分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信託基金項下，計有勞工
退休基金（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新制）、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信託基
金部分、保險業務發展基金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等 20 個基金，共編列總收入 773 億 3,160
萬元，總支出 92 億 1,398 萬 6,000 元，本期賸餘 681 億 1,761 萬 4,000 元。審查結果，減列總
支出 1 億 0,518 萬元，增列本期賸餘 1 億 0,518 萬元，改列為總收入 773 億 3,160 萬元，總支
出 91 億 0,880 萬 6,000 元，本期賸餘 682 億 2,279 萬 4,000 元（詳表八）。至於各單位之基金
運用計畫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五、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本院第 7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會議審議結果，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均暫照列，應隨同本（附屬單位預算）案審議結果調整，其中歲入歲出之調
整，仍應依本院審議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之決議及預算法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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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分配表

審

查

委 員 會
內
政
委 員 會

審 查 機 關 別 及 款 項 別

非 營 業 基 金 別

行政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大陸
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

作業基金：
營建建設基金、中央都

理局、客家委員會及所屬。內政部（不
含社會司、國民年金監理會、家庭暴力

市更新基金。原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

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營建署及所屬
、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

特別收入基金：
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署及所屬、役政署、入出國及移民署、
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蒙藏委員

、研發替代役基金、警
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

會。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海岸
巡防總局及所屬。臺灣省政府、臺灣省

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中華發展基金。

諮議會、福建省政府。

信託基金：
臺灣地區警察人員互助

營 業 基 金 別

共濟基金、黃瑞景先生
獎學基金、胡原洲女士
獎（助）學基金、警察
及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
金、在校學生獎學基金
、劉存恕先生警察子女
獎學基金、萬善培先生
獎學基金、誠園獎學金
、內政部空勤 3 勇士子
女生活照顧基金。
外交及國
防委員會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交領事人員講
習所。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含國家安

作業基金：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

其他預算：
榮民工程公司清理

（外交部
、國防部

全局）。僑務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金、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基金。國軍退除役官兵

預算。

主管機密
部分舉行

安置基金、榮民醫療作
業基金。

秘密會議
）

資本計畫基金：
國軍老舊營舍改建基金
。
信託基金：
莊守耕公益基金、受理
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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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經

作業基金：

台灣糖業公司、台

委 員 會

濟部、工業局、國際貿易局及所屬、標
準檢驗局及所屬、智慧財產局、水利署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經濟作業基金、水資源

灣中油公司、台灣
電力公司、漢翔航

及所屬、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
處及所屬、中央地質調查所、能源局。

作業基金。農業作業基
金。

空工業公司、台灣
自來水公司。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
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

特別收入基金：
離島建設基金。經濟特

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別收入基金、核能發電
後端營運基金、地方產

、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7 個
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

業發展基金。農業特別
收入基金。

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業金融局、農糧
署及所屬。
財
政
委 員 會

主計處、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證券期貨

作業基金：
地方建設基金、國有財

中央銀行（含中央
造幣廠、中央印製

局、保險局、檢查局。審計部、審計部
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

產開發基金。
債務基金：

廠）。中國輸出入
銀行、臺灣金融控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
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財政部、

中央政府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金：

股公司（含臺灣銀
行公司、臺銀人壽

國庫署、賦稅署、關稅總局及所屬、國
有財產局及所屬、臺北市國稅局、臺灣

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
基金。金融監督管理基

保險公司、臺銀綜
合證券公司）、臺

省北區國稅局及所屬、臺灣省中區國稅
局及所屬、臺灣省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金、行政院金融重建基
金。

灣土地銀行公司（
含土銀都市更新投

高雄市國稅局、臺北區支付處、財稅資
料中心、財稅人員訓練所。補助直轄市

信託基金：
保險業務發展基金、金

資信託公司、土銀
保險經紀人公司）

及縣市政府、臺北市及高雄市統籌分配
稅款減少專案補助、直轄市與縣市平衡

融研究發展基金。

、財政部印刷廠、
臺灣菸酒公司。中
央存款保險公司。

預算及繳款專案補助、直轄市及縣市保
障財源補助。災害準備金。第二預備金
。融資財源調度。
教育及文

中央研究院。新聞局、國立故宮博物院

作業基金：

化委員會

、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青年輔導委
員會及所屬、體育委員會及所屬。教育

53 個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國立臺灣大學

部、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國立編譯館
、國家圖書館、國立教育資料館、國立

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
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

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教育廣播

業基金、國立陽明大學
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

電臺。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及所屬、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

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
所屬。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

基金。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作業基金。故宮文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

物藝術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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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收入基金：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學產基金。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
運動發展基金。
交

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共工程委員會

作業基金：

中華郵政公司、交

委 員 會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
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

交通作業基金。
特別收入基金：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交通部基隆港

及所屬。

航港建設基金。通訊傳
播監督管理基金、有線

務局、交通部臺中
港務局、交通部高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

雄港務局、交通部
花蓮港務局、桃園
國際機場公司。

司法及法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國史館、國史

作業基金：

制委員會

館臺灣文獻館。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法務部監所作業基金。
考選業務基金。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立法院。司法院、

信託基金：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

基金。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

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司法人
員研習所、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
院及 4 個分院、19 個臺灣地區地方法
院、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
江地方法院。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
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委員會。監察院。法務部、司法官訓
練所、矯正人員訓練所、法醫研究所、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法院檢察署、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所屬暨 4 個分院
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
分署、19 個臺灣地區地方法院檢察署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福建
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法
院檢察署、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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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內政部（社會司、

作業基金：

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

國民年金監理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兒童局。勞工委員會、職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醫
療藥品基金、管制藥品

業訓練局及所屬、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衛生署、疾病

製藥工廠作業基金、全
民健康保險基金。

管制局、國民健康局、中醫藥委員會、
中央健康保險局、食品藥物管理局。環

特別收入基金：
社會福利基金。就業安

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
訓練所。

定基金。健康照護基金
。環境保護基金。

勞工保險局。

信託基金：
勞工退休基金（舊制）
、勞工退休基金（新制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信託基金部分、清潔人
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基
金。
備註：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部分行政院項下有關(1)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項下開發基金
及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之作業賸餘繳庫部分，由經濟委員會審查。(2)中央銀行股息紅利繳
庫部分，由財政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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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日程

工

作

項

目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
業部分）審查分配表及審查日程提報院會後，院會將審查分配表及審

日

程

99/10/13(三)以前

查日程交付財政委員會，並由議事處函達財政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發函通知各委員會進行審查。

10/14(四)以前

各委員會進行審查公務預算部分。

10/18(一)～11/18(四)

各委員會彙整公務預算部分審查結果，起草各委員會公務預算部分審
查報告送財政委員會彙總。
各委員會進行審查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

11/22(一)以前
11/29(一)～12/23(四)

財政委員會負責核算、彙總、整理公務預算部分各委員會審查報告並
擬定公務預算部分審查總報告。

11/23(二)～12/1(三)

公務預算部分審查總報告交印刷所印刷、裝訂。

12/2(四)～12/3(五)

財政委員會舉行全體委員會議討論公務預算部分審查總報告。

12/6(一)

公務預算部分審查總報告提報院會。

12/7(二)

各委員會彙整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審查結果，起草各委員會營業及
非營業預算部分審查報告送財政委員會彙總。

12/27(一)以前

財政委員會負責核算、彙總、整理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各委員會審
查報告並擬定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審查總報告，交印刷所印刷、裝
訂。
（本項日程授權財政委員會依據公務預算部分之朝野黨團協商及院會

12/28(二)～100/1/14(五)

二、三讀、各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實際審查進度及審查報告
提送情形，予以彈性調整。）
財政委員會舉行全體委員會議討論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審查總報告
、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審查總報告提報院會。
（本項日程授權財政委員會依據公務預算部分之朝野黨團協商及院會

100/3/31(四)以前

二、三讀、各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實際審查進度及審查報告
提送情形，予以彈性調整。）
說明：
1. 因停會、加開院會或其他影響總預算案審查時程之事由，本審查日程須配合順延時，授權
財政委員會修正日程，並通函其他委員會知照。茲因本院於 99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6
日停開院會及委員會，爰由財政委員會配合修正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審查日
程。
2. 各委員會對於所審查之公務、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若有提前審查完竣之部分，請先起
草該部分之審查報告送財政委員會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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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審查總報告草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有意見的委員請向主席台議事人員登記，每位委員發言3分鐘，並於第1位委員發言完畢時截止
發言登記。
目前沒有委員登記發言，請問在場委員有沒有要登記發言？（無）無人登記發言。
現作如下決議：「中華民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
總報告」照草案通過，提報院會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有關經濟委員會迄今未將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審查報
告，函復本（財政）委員會的部分，我們俟該委員會審查報告送達本委員會，授權本委員會議事
人員整理，送本委員會召集委員核閱後逕行提報院會併案討論，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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