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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財政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 0994100734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報告
及議事錄（含磁片檔）各乙份（如附件）請
說明：依

查照。

貴會 99 年 10 月 15 日台立財字第 0992100649 號函辦理。

正本：財政委員會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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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外交
及國防委員會審查報告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結果
甲、其他預算
一、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預算
(一)清理計畫部分：應依據清理收支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清理收支部分：
1.清理收入：124 億 1,196 萬 3,000 元，照列。
通過決議 1 項：
(1)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 年度「現金流量預計表」中「現金支出」
之「龍崎廠建廠費用」科目列有 4 億 8,525 萬元。經查：榮民公司已進
入清理期間，人力、技術及財務等方面均不具合適條件，卻仍計劃投
入近 5 億元預算辦理尚具爭議性之龍崎處理中心建廠工程，顯非所宜；
另依報載，因該中心位處台南二仁溪流域，恐加重二仁溪污染，引起
當地居民嚴厲抗爭，能否依規劃於 100 年度內順利完工並加以處分獲
利近億元，亦不樂觀，故建議全數凍結，俟主管機關退輔會就榮民公
司參與龍崎處理中心建廠之允當性重新加以考量，並嘗試尋求其他替
代解決方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獲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彭紹瑾

蔡煌瑯

陳

瑩

蔡同榮

黃偉哲
2.清理費用：原列 162 億 5,030 萬 2,000 元，減列「管理費用」項下「用人
費用」之「提撥福利金」1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62 億 4,930 萬
2,000 元。
通過決議 1 項：
(1)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 年度清理預算編列「管理費用」3 億 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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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由於該公司自 98 年 11 月 1 日起即停止承接業務並進入清理結
束期，留置人員相關管理費用預算編列應儘量縮減（目前尚編列獎金
及其他福利費用）
；另該公司及退輔會其他附屬投資機構應儘速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向立法院提供其他年度財務資訊，以利比較分析。爰凍
結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 年度管理費用 10%預算，俟向立法院外
交及國防委員會說明改進方案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王廷升

彭紹瑾

蔡同榮

黃偉哲

連署人：廖婉汝

李明星

陳

瑩

蔡煌瑯

林滄敏

3.清理損失：原列 38 億 3,833 萬 9,000 元，減列 100 萬元，改列為 38 億 3,733
萬 9,000 元。
(三)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清理收支、盈虧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四)補辦預算部分：「增加資金之轉投資」2 億 6,030 萬元，照列。
(五)通過決議 8 項：
1.榮民公司民營化後本（100）年度業務即將清理結束，卻尚有對該公司福委
會 9 千餘萬元債權待收回，據審計部查核指出：「福委會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4 千萬元定期存款及 761 萬餘元活期存款，惟榮民公司未向福
委會積極催收。」可悉榮民公司近年來在明知福委會尚具部分還款能力情
況下，卻未積極向其收回欠款，為維護公司權益，宜請其列入業務清理計
畫積極催收，如未能收回該項欠款，應依法追訴經營者應負之法律責任。
提案人：彭紹瑾

陳

瑩

蔡煌瑯

蔡同榮

2.據審計部決算審核報告指出，榮民公司民營化後待清償債務龐鉅，依清理
計畫執行後預計仍有未償長短期債務近 162 億元，將為國庫更添負擔，故
要求該公司未來就各項資產之處分，應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考量，妥為爭
取較佳交易價格及處分利益，俾使清理後未償債務餘額達到最低，並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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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處分資產及清償債務後，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陳

瑩

蔡煌瑯

彭紹瑾

蔡同榮

黃偉哲
3.榮民公司切割營造業務完成民營化後，榮民公司就其民營化前未完之在建
工程計 19 件，以委託民營化新公司責任施工方式辦理，榮民公司除需負
擔工程所需之責任施工成本外，尚須支付榮工公司施工管理費並承擔工程
損益。惟審計部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指出「各在建工程待
施工金額尚未經雙方確認。」致使施工管理費及施工成本上限核算缺乏依
據，對榮民公司後續就各該工程收支損益計算之影響甚鉅，恐徒增未來清
理期間之費用及損失。此外，榮民公司仍有 4 項在建工程未委託責任施工
，後續能否順利完工結案以利清理，仍有疑慮。故要求榮民公司就未完在
建工程妥為規劃清理，並針對權益維護計畫與保固期責任之善後事宜，向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彭紹瑾

陳

瑩

蔡煌瑯

蔡同榮

黃偉哲
4.針對榮民公司臺北鐵工廠土地都市更新案於 100 年度內尚無法完成開發分
配利益，卻於 100 年度清理收入就該案編列收益預算近 51 億元，顯未覈
實，建議檢討。至於有關該都市更新案未來開發完成後該公司應有權益之
維護，該公司稱「屆時將視處理情形，將土地及地主權益移轉予安置基金
或其他單位承接」，亦請該公司應預為妥善規劃。
提案人：陳

瑩

蔡煌瑯

彭紹瑾

蔡同榮

黃偉哲
5.針對榮民公司彰濱資源回收廠預計於 100 年 8 月底前完成民營化，卻規劃
重建「彰濱廢棄物貯存庫房」經費 3,121 萬 9,000 元，並預計 100 年 6 月底
前完工。經查：廢棄物貯存庫房預計完工時間距該廠計劃完成民營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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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 2 個月，值此資金困乏之際，要求榮民公司就現有貯存空間研謀以較
經濟之費用加以改善，避免增加政府不必要之費用支出。
提案人：彭紹瑾

陳

瑩

蔡煌瑯

蔡同榮

黃偉哲
6.榮民公司於民營化過程中，辦理從業人員離職作業及核給離職給與，有多
項作法與相關規定未合，便宜行事之結果，已損及政府及公司權益。建議
宜請主管機關退輔會督導該公司確實依規定辦理，如經核算有違法溢發離
職給與者，應予追回，並就相關人員所涉疏失檢討究責。
提案人：陳

瑩

蔡煌瑯

彭紹瑾

蔡同榮

黃偉哲
7.榮民公司已屆清理期間，卻因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土地市價化」降
價求售政策，而全額負擔因折價促銷所產生之鉅額損失，使公司財務猶如
雪上加霜，實有欠合理，亦不利公司債務之清償。故要求主管機關退輔會
向行政院爭取由經濟部工業局與開發單位共同分攤，吸收該項差額損失，
以維榮民公司權益。
提案人：彭紹瑾

陳

瑩

蔡煌瑯

蔡同榮

黃偉哲
8.榮民公司處分轉投資事業預計就高雄捷運公司持股部分轉讓，同時對榮工
民營化新公司之持股亦將全部釋出，預計實現虧損達 5 億 5,584 萬 4,000
元。榮民公司為高捷公司持股 10%之大股東，理應在出售股權前嚴予監督
該公司之營運；同時為減少損失，爭取較預期為佳之合理出售價格，並應
評估適當處分時點，妥覓有意價購者。故要求主管機關退輔會協同榮民公
司就該等轉投資事業持股之處分時機與方式妥予規劃。
提案人：彭紹瑾
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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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瑩

蔡煌瑯

蔡同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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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
員陳瑩或廖婉汝出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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