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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2 屆第 2 次定期會開議，顯傾應邀列席提

出工作報告，至感榮幸。承蒙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對各項工

作的策勵與支持，使本局各項業務均能順利推展，謹此敬致

誠摰謝忱！ 

 

壹、  前言 
財政是市政建設的原動力，以籌措財源，配合政府施政

效能，增進民眾福祉為首要。透過財政策略及管理，提升財

務效能，增裕財政收入，支援建設推動，促進經濟繁榮，達

到「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之良性循環目標。 

本局重點工作為加強財務管理、債務管理、庫款集中支

付管理，以利本市財源籌措，並以強化市有財產管理、加強

市有非公用土地開發利用、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讓

市有財產「土地盡其利、建物盡其用」，及輔導本市製酒業

者產製優良酒品，以行銷臺中好酒，維護消費者安全。期以

「創造性財政」之理念及思維，積極提升各項財政業務行政

效能，在穩健的財政基礎上，有效推動各項重大建設，與市

府團隊共同打造「希望的新臺中」。  
顯傾謹就財政業務提出 104 年 4 月到 104 年 8 月重要工

作執行情形與未來施政重點，扼要報告如後，敬請 指教！ 

貳、  104 年 4 月到 104 年 8 月重要施政成果 
一、財務及集中支付管理 

(一)104 年度歲入預算編列情形 

本市 104 年度考量歷年歲入執行情形及經濟景

氣等因素，覈實編列歲入預算 946 億 113 萬 6,000

元，另為落實本市 65 歲以上假牙補助、托育一條龍、

南山截水溝治理工程及路平專案等市政計畫，積極籌

措財源並配合中央相關部會陸續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相關計畫經費，於 104 年 3 月間依規辦理第 1 次追加

(減)預算，其中歲入預算追加 44 億 3,729 萬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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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合計為 990 億 3,843 萬 3,000 元。 

(二)104 年度歲入預算執行情形 

截至 104 年 8 月底止，歲入實現數 655 億 7,959

萬 5,000 元，執行率 66.22%，本局將賡續積極執行，

增裕庫收，支援市政建設經費。 

 
104年度歲入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千元、％ 

科         目 

預算數 

(含第 1次追加減) 

（A） 

截至 104/8/31 

累計實收數 

（B） 

執行率 

（B/A） 

稅課收入 63,102,369 43,489,122 68.92% 

罰款及賠償收入 1,884,120 1,303,834 69.20% 

規費收入 3,441,739 1,864,298 54.17% 

財產收入 925,254 535,843 57.9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2,005 52,005 100.00% 

補助收入 26,271,309 16,025,065 61.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465,546 181,387 38.96% 

其他收入 2,896,091 2,128,041 73.48% 

合計 99,038,433 65,579,595 66.22% 

 

(三)債務管理情形 

1、本市截至 104年 8月底止公共債務 

(1) 一年以上公共債務累計未償餘額實際數 515 億

4,324 萬 9,711 元。 

(2) 未滿一年公共債務：短期借款 175 億元。 

2、104年度預算「賒借收入」及「債務還本」執行情形 

本市 104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後，歲入

990 億 3,843 萬 3,000 元、歲出 1,196 億 9,867 萬

3,000 元，歲入、歲出差短 206 億 6,024 萬元，全數

以賒借收入彌平，連同債務還本 481億 9,550萬 2,000

元，合共須融資調度財源 688 億 5,574 萬 2,000 元。

截至 104 年 8 月底止，已向銀行辦理貸款入庫 325 億

元，占賒借收入預算數 47.2％，已償還本金 275 億

3,818 萬 5,004 元，占債務還本預算數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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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年度預算「債務付息」執行情形 

為支付長、短期借款及透支等債務利息，104 年

度預算編列債務付息 7 億 6,000 萬元，為減省利息負

擔，本局將積極加強債務管理，如舉借低利率新債償

還高利率舊債、並視市庫資金情形提前清償本金及向

貸款銀行協商調降利率，將各機關基金(專戶)存款納

入市庫集中支付等，截至 104 年 8 月底止已支付債務

利息 2 億 5,666 萬 5,539 元，執行率 33.77％。 

(四)庫款集中支付作業 

建置便捷完善的 e 化付款作業程序，全面實施

電存（匯款）入帳方式撥付款項，省時、安全、迅

速又便民，目前採行比率已達 90%，有效提升支付

行政效能及為民服務品質。 

二、市有公財產管理 

(一)市有財產總值 

臺中市市有財產計有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

築及設備、動產（包括機械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有價證券及權利等財產，依用途別區分

為公用（即公務用及公共用）及非公用，目前本府所

屬各機關、學校透過財產管理資訊系統建置財產資

料，截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大致均已完成產籍資

料整併及入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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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有財產量值情形分析表  
單位：億元 

分類項目 數量 單位 面積(公頃) 金額(公告地價) 金額（公告現值） 

土地 121,091 筆 8,637.33 3,177.86 23,914.65 

 公用 112,052 筆 6,882.29 3,072.72 22,218.81 

 非公用 9,039 筆 1,755.04 105.14 1,695.84 

土地改良物 5,209 個  356.63 356.63 

房屋建築及設備 76,119 棟  605.11 605.11 

機械及設備 162,298 件  110.83 110.83 

交通及運輸設備 48,030 件  103.06 103.06 

雜項設備 737,431 件  86.41 86.41 

有價證券 24,452 張  34.21 34.21 

權利    6.53 6.53 

總值    4,480.64 25,217.43 

(二)辦理財產檢核，加強公產之管理 

透過檢核機制瞭解受稽核之管理機關學校對市

有及國有財產之保管、使用、維護並瞭解所經管土地

與建物是否有閒置、被占用及其處理情形，按計畫逐

年完成本府所屬四百餘機關學校之財產檢核。為加強

輔導各機關落實財產產籍管理工作，爰運用分級品質

管理制度之概念，落實 PDCA 查核功能，辦理情形如

下： 

1、截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完成全部機關學校之財產檢

核作業。 

2、104 年 1 月 26 日訂定「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檢核計

畫」，擴大財產檢核範圍與強度，由各機關學校之財

產管理單位會同其他相關單位。 

3、104 年 3 月底前進行自行檢核，透過每年實施之全面

檢核制度，督促各機關學校確實釐清產籍、落實財

產管理與盤點作業，以避免相關不當情事發生，並

提升運用效能。針對有輔導或實地檢核需要之機關

學校，由本局會同相關機關派員組成檢核小組。 

4、104 年度排定 56 個機關、學校進行實地檢核，截至

104 年 8 月底止已完成 40 個機關、學校，藉由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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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以提升有效督導及輔導各機關學校落實財產管

理工作並精進作業品質之檢核成效。 

(三)實施市有建物清查及清理作業 

為落實市有建物產籍資料管理，加強市有建物清

查及清理工作，本局督促各管理機關每年辦理市有建

物清查及檢討作業；本年度業於 104 年 3 月至 5 月請

機關辦理清查，並由本局彙整完竣；經各管理機關檢

討有閒置或低度利用情形，提列本局主辦按季召開之

專案會議列管，持續控管及追蹤各經管機關學校建物

清理及活化情形，且配合工程會按季召開閒置公共設

施督導會議及各項活化規範事項，積極督導協助各閒

置經管機關辦理閒置建物活化作業，自 102 年工程會

列管本府閒置公共設施案件計 58 件，截至 104 年 7

月底止，已完成 38 件活化及解除列管，確實提升所

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建物之有效合理利用。 
(四)推動報廢財產網路拍賣作業，提昇資源再利用 

為落實推動本府開源節流方案及廢品公開拍賣

透明化，本局前以行政委託方式跨縣市合作共同辦理

報廢財產網路拍賣，透過拍賣網站以網路辦理公開競

價方式變賣已報廢財產，提供民眾便捷的二手物網路

競價拍賣交易服務，可達成便民、公開及開源節流等

多項政策目標，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 243 個機關學校

完成廢品網路拍賣，成交件數達 2,846 件，成交金額

逾 785 萬元，有效提昇資源再利用、增裕市庫收入與

支援市政建設之效益。 

(五)舉辦公產教育訓練，提升管理專業知能 

本府各機關經管市有財產，係由各機關依其政策

及業務所需購置、徵收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均有其使

用特性，應由各機關依其目的事業主管法令管理使

用，為精進所屬機關、學校公產管理所需專業知識及

實務運用能力，截至 104 年 7 月底業辦理一系列相關

課程，課程主題包括占用處理、建物活化、地上權設

定、樂活網運用、地方制度法、大眾捷運法等相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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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參訓人次約為 400 人，期能輔導各機關落實財產

行政管理制度並確實依其目的事業主管政策及各該

取得之法令規定管理使用，以提升各業務承辦人員實

質財產管理能力。 

(六)加強非公用房地清查，確保公產權益 

為掌握本局經管非公用房屋、建築用地及農業區

建地目土地使用現況，適時辦理房地清查，本年度已

請轄區內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勘測土地計 295 筆，發現

土地被占用，即依規定向占用人追收五年使用補償金

並主動積極輔導占用人以取得合法使用權，倘屬惡意

占用改循司法程序積極辦理排除，以確保公產權益。

本年度已收取租金(使用補償金)收入數計 3,335 萬

5,705 元及輔導占用人辦妥承租 50 筆市有土地。 

(七)訂頒占用之地上物範圍認定作業方式處理占用問題 

為清查(理)及處理被占用市有土地需要，委請本

市各地政事務所申請測繪地上物範圍及估算面積，有

統一作法及兼顧法、理、情，訂頒「臺中市政府財政

局經管市有土地辦理占用之地上物範圍認定作業方

式」據以執行。 

(八)積極處分市有非公用房地，提升土地利用價值 

清查後之非公用土地，除配合中央規定面積達 500

坪以上土地不予出售及簽准 200 坪以上空地原則不再

提處分程序，均暫緩出售朝開發辦理外，其餘非公用

房地如屬零星分佈、畸零狹小或地形不整，難以單獨

利用，並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

辦理標(讓)售，以提升土地利用價值，本年度已出售

市有房地收入計 7,940 萬餘元繳入市庫，帶動地方發

展。 

三、非公用財產開發 

(一)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輕財政負擔 

1、為擴大公共建設投資以帶動經濟成長，並同時減輕

政府財政負擔，引進民間資金與經營活力參與公共

建設，本府自 102 年 1 月起每季定期召開「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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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會議，由

副市長擔任召集人，召集各機關單位及外聘專家學

者，藉由委員會會議之列管案件報告、研討及協調

以加強促參案之推動。並於該委員會下設訪視小

組，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本年第一季已辦理訪視

「臺中市『市 81』公有市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

進行履約期間所產生相關問題之診斷協助。 

2、本府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規定甄選民間投

入資金參與本市各項公共建設已完成簽約之案件計

有「臺中市假日廣場服務中心營運移轉案」 (OT)等

26 件，民間投資金額歷年累計約為 134.52 億元，於

本年度 1 月新增「中興游泳池暨二信游泳池」及「臺

中市北區(中正 )國民運動中心營運移轉案」兩案，

民間投資金額達 2.1 億元。於去年度履約營運中案

件，增加政府權利金及租金收入約 4.53 億元，減少

政府支出計約 7.52 億元，並提供就業機會 1,613

人，有效移轉政府支出改由民間投資參與，減輕市

庫負擔，增加就業機會，促進本市經濟發展，增加

政府稅源，締造政府、企業與民眾「三贏」共利、

共榮的局面。另已進入招商階段及未簽約案件計有

「歷史建築臺中放送局營運移轉(OT)案」等 5 案，

尚在辦理評估階段則有「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攝製

中心」等 19 案，後續將積極推動民間資金投資該等

公共建設。 

(二)積極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創造資產價值 

1、配合中央限售六都經管逾 500 坪以上公有土地政

策，積極開發利用市有非公用土地，辦理公告標租

本市豐原區豐原段 185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及已

評定本市北屯區鑫新平段 6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設

定地上權權利金底價作業，近期將公開招商開發，

積極活化及永續經營市有財產，增裕市庫收入。 

2、本市西屯區鑫港尾段 44、61、112 地號及北屯區鑫

新平段 111、176、177 地號等市有土地，係本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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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間自辦市地重劃分回土地，業經完成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之處分程序，倘無其他使用計畫，將陸續

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四、菸酒管理 

(一)取締非法菸酒，保障合法業者 

為維護菸酒市場秩序及消費安全，本局加強私劣

菸酒稽查取締，4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查獲私菸

68 萬 3,365 包;私酒 3,731 公升，並於財政部 104 年

度端午節前私劣菸酒專案查緝榮獲私菸績效全國第 1

名佳績。 

(二)積極加強菸酒市場管理，確保菸酒消費權益 

加強酒品消費安全把關，今年 4 月起至 8 月底

止，針對市售葡萄酒、高粱酒、料理米酒及威士忌共

31 款酒品，進行「酒類衛生標準」(甲醇、鉛、二氧

化硫、已二烯酸、苯甲酸、著色劑)檢驗，檢驗結果

全數符合規定。另為防止不良酒品流入市面，針對轄

內酒製造業者生產現場進行製程管理，並將其產製之

各式酒品隨機取樣 45 款送驗，其中 29 款尚在檢驗

中，其餘 16 款符合「酒類衛生標準」規定，6 款酒

精度標示不符合規定者，業已輔導業者改善始能上架

販售。 

(三)多元管道宣導，提升民眾菸酒消費意識 

為提升宣導效益，本季本局透過新聞稿(6 則)、

媒體宣導(1 則)及辦理戶外宣導活動(4 場)，將菸酒

法令、市面常見不法菸酒態樣及如何選購合法菸酒等

訊息傳遞給市民，建立民眾菸酒消費正確觀念，確保

市民「安心消費」權益。 

參、  創新措施 
一、多元籌措自治財源，支援市政建設 

(一)利用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手段，積極開發土地，可

減少公共建設支出及培養稅源，並在不影響平均地

權基金未來運作下，妥善運用平均地權基金充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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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設財源。 

(二)請各機關檢視中央對口部會年度預算，就中央補助

項目擬具計畫書，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以支援市

政建設，減輕市庫負擔。 

(三)為落實租稅公平原則，請地方稅務局加強各項稅課

收入稽徵，積極清欠，防止逃、漏，並請相關機關

切實辦理地價調查，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合理

調整土地公告現值、公告地價。 

(四)請各機關檢討現行各項規費之收費項目及收費標

準，考量成本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收

費基準或研擬新增收費項目，並加強規費收入之徵

收，以落實使用者、受益者、污染者付費原則。 

二、推動開源節流方案，增裕市庫收入 

為厲行推動開源節流，請各推辦機關切實依「臺

中市政府開源節流方案」訂定 104 年度開源節流實施

作業計畫，據以推動執行，以增加財政收入，減少市

庫負擔。 

三、善用本市各項資源，落實零基預算原則籌編預算 

為使有限的資源能發揮最大效益，請各機關務實

編列預算，對例行性或延續性之各項重大市政計畫，

應逐年檢討實施效益，倘確不具效益或窒礙難行時，

則研擬替代方案或不再編列相關經費，俾有效推動市

政建設及穩健本市財政。 

四、推動市港合作，促進臺中港區繁榮發展 

本府為推動市港合作，擬藉由投資臺灣港務國際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透過該公司各項業務，共同發展

和在地產業連結的遠洋航線與港區建設，期創多贏，

以促進臺中港區繁榮發展及增益庫收。 

五、加速災後復建工程時效，縮短復建時程 

為提升行政效率，並加速復建工程時效，參酌各

直轄市作法，業修正本府動支災害準備金應行注意事

項，刪除各一級機關須召集財政局、主計處及其他相

關業務單位組成複勘小組進行複勘程序，改由各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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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依規辦理複勘。 

六、簡化收入退還程序，以加強便民服務 

為應二級機關有自行辦理收入退還之需要，本局

業修正本市市庫收入退還處理要點，修正增列二級機

關得自行辦理收入退還。另為簡化作業，亦修正刪除

填具收入退還書案件登記簿之規定。 

七、未變性酒精業者申報作業電子化，提升作業效率 

為簡化行政流程及提升業者申報效率，輔導轄內

24 家未變性酒精販賣業者採用未變性酒精線上申報系

統，目前使用本軟體申報之業者已達 18 家，達成率為

75%。本局將持續輔導業者以網路代替原始紙本方式申

報，以提升作業效益並落實全面無紙化節能政策。 

肆、  未來規劃願景 
一、多元積極廣籌建設財源，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為達成「創意城市，生活首都」之目標，「希望的

新臺中」發展願景，將以「創造性財政」之理念及思

維，市民需求為導向，積極尋找財源，將珍貴的預算

資源花在刀口上，積極回應市民需求，有效推動市政

建設，並秉持「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

的策略，多元籌措自治財源，支援市政各項建設。另

外，除持續關注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法進度外，亦將

積極協助各機關爭取中央補助款及推動各項開源節流

措施，並將透過低利率融資及運用平均地權基金充為

市政建設財源等方式來加強財務效能，期在多元積極

廣籌建設財源方針下，兼顧財政穩定及健全發展。 

二、輔導各機關產籍資料建置，落實公有財產管理 

建置完整公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即時掌握市有

資產現況，以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於其使用專

業，考量財產取得來源之法令限制、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各該地用之限制及本府各該事業政策之需求，依

其使用特性作通盤性考量，並配合市政推動進行資源

調整與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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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清查經管市有財產，提升公有土地利用價值  

為善盡管理責任及掌握使用現況，積極辦理

房地清查，暨積極排除占用外，適時檢視經管非

公用財產，依土地法第 25 條辦理處分及出售，

以確保公有財產權益，增加市庫收入。  

四、  積極輔導各機關辦理促參，提升公共建設經營及

管理績效  

各縣市政府財政困難之情況下，採促參方式

委託民間興 建、經營公共建設已成為趨勢，未來

將 持 續 輔 導 本 府 所 屬 機 關 辦 理 以 促 參 法 或 相 關

法令，推動民間參與本市公共建設投資，增加就

業環境以提振景氣，共同規劃、興建、經營公共

建設，在有效發掘民間產業商機的同時，提升公

共建設服務效能，減少政府財政建設支出，增加

租稅收入，締造政府、企業與民眾「三贏」而共

利、共榮的局面。  

五、  積極推動庫款支付電子化，落實便民服務效能  

(一)推動 e 化資訊應用層次，強化電腦作業系統效能，

以提升庫款支付品質及服務效能，落實簡政便民措

施。 

(二)積極宣導推廣實施電匯存帳方式撥付款項，簡化支

付作業流程及加速付款效率，落實提升支付行政效

能及為民服務品質。 

六、落實「菸酒市場三級品管」，加強查緝及宣導以維護市

民權益 

積極督導菸酒製造業者嚴格掌控原料來源、產製

過程及品質管理，落實「一級品管-自主管理及建立防

範機制」;另輔導業者透過「二級品管-公正驗證機構」

檢驗產製之菸酒品，以提升產品品質及安全；繼以加

強菸酒市場不法查緝及稽查管理，主動執行「三級品

管-政府強力稽查」，以維護市售菸酒安全。 

伍、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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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治政之實，必本於財用」。財政健全是國家經

濟永續發展的基礎，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為財政穩健及永

續發展，本局將積極多元籌措自治財源，厲行各項開源節流

措施，持續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加強市有財產永續經

營，以創新財務管理策略，達到充裕財政之目的，全力支援

市政建設，實現臺中成為「創意城市」、「生活首都」的發展

願景。 

 

最後敬祝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