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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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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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業務涵蓋財務、市有財產及菸酒等三大面向。財務

面工作重點為財源籌措、公庫調度及資源配置等，以財務靈

活、債務穩健、資金安全及成本效益為執行方針。市有財產

又可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之管理與開發等工作，透

過完善管理、活化策略、招商引資等積極作為，以力求市有

財產發揮最大效益。菸酒管理重點為維護市售菸酒品安全，

及輔導本市製酒業者產製優良酒品，以行銷臺中好酒。 

為健全本市財政，本局以「創造性財政」之理念及思維，

持續精進各項業務，並積極規劃及推動創新財政措施，期有

效發揮整體財務效能，提昇市政推動能量。 

最後，顯傾在此提出 105 年 4 月到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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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4 月到 105 年 8 月重要施政成果 
一、財務管理 

(一)105 年度歲入預算編列情形 

考量歷年歲入執行情形及經濟景氣等因素， 105

年度歲入預算數原編列 1,069 億 2,474 萬 2,000 元，

年度中因各機關業務需要暨中央相關部會陸續核定

補助本府辦理之計畫經費，分別辦理 2 次追加(減)

預算，其中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歲入預算數 12 億

4,348 萬元，第 2 次追加(減)預算案數歲入預算數 15

億 3,995 萬 3,000 元，合計共 1,097 億 817 萬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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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年度歲入預算執行情形 

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歲入實現數 667 億 7,185

萬 4,000 元，執行率 61.73%，本府將賡續積極執行，

增裕庫收，以支援市政建設經費。 
 表 1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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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31 

累計實收數 

（B） 

執行率 

（B/A） 

稅課收入 65,890,835  43,457,700  65.95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84,461  1,452,013  73.17 

規費收入 4,735,447  2,329,985 49.2 

財產收入 1,175,047  745,699  63.46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375,949  1,004,270  18.68 

補助收入 24,945,585  15,758,919  63.17 

捐獻及贈與收入 503,998  262,054  52.00 

其他收入 3,556,900  1,761,214  49.52 

合計 108,168,222  66,771,854  61.73 

(三)債務管理情形 

1、本市公共債務情形 

(1) 截至 104 年度止公共債務實際數共 749 億 1,517

萬 3,000 元。 

(2) 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公共債務實際數共 815 億元。 

 表 2  104年度審定及 105年 8月底止公共債務情形       單位：千元 
債務項目  104 年度審定實際數  105年 8月底止 

A.一年以上公共債務累計未償餘額  56,529,265 56,500,000  

B.未滿一年公共債務  18,385,908 25,000,000 

合計 =(A)+(B) 74,915,173 81,500,000  

2、賒借收入執行情形 

(1) 105 年度總預算編列賒借收入 766 億 7,867 萬

4,000 元，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已向銀行辦理貸

款入庫 315 億元，執行率 41.08％。 

(2)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特別預算 105 年度編列

賒借收入 16 億 5,492 萬 6,000 元，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尚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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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債務還本執行情形 

本市 105 年度總預算編列債務還本 565 億元，

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已償還本金 315 億 2,926 萬

5,010 元，執行率 55.8％。 

4、債務付息執行情形 

為支付長、短期借款及透支等債務利息，105 年

度預算編列債務付息 6 億 8,000 萬元，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已支付債務利息 2 億 9,456 萬 1,861 元，執

行率 43.32％。 

二、市有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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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大致均已完成產籍資料整併及入帳管

理。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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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29 筆 8,652.63 3,186.23 27,204.10 

 公用 113,395 筆 6,918.27 3,083.30 25,324.88 

 非公用 8,934 筆 1,734.37 102.93 1,879.21 

土地改良物 5,723 個  367.25 367.25 

房屋建築及設備 76,059 棟  625.71 625.71 

機械及設備 168,187 件  111.64 111.64 

交通及運輸設備 49,978 件  104.23 104.23 

雜項設備 1,275,036 件  95.79 95.79 

有價證券 27,452 張  34.51 34.51 

權利    7.70 7.70 

總值    4,533.06 28,550.93 

(二)辦理財產檢核，加強公產之管理 

運用分級品質管理制度之概念，以加強輔導各機

關落實財產產籍管理工作。本府各管理機關已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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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底完成自行檢核，本局將會同有關機關組成檢

核小組，抽查 60 個機關、學校進行實地檢核。 

(三)實施市有建物清查及清理作業 

積極推動閒置、低度利用財產活化作業，將公共

工程會列管閒置公共設施 60 件，截至 105 年 7 月底

止，已完成 49 件活化及解除列管。目前列管閒置建

物為 11 件，其中 10 件已規劃活化計畫或執行，另 1

件為老舊危險建物，預計辦理拆除，後續將持續追

蹤活化案件。 

(四)推動報廢財產網路拍賣作業，提昇資源有效再利用 

為推動本府開源節流方案，透過財產拍賣網站公

開競價變賣已報廢財產，提供民眾網路競價拍賣交

易服務。105 年 1 月至 6 月共 256 個機關學校完成廢

品網路拍賣，成交件數達 2,998 件，成交金額逾 829

萬元，有效提升資源再利用及增裕市庫收入。 

(五)舉辦公產教育訓練，提升管理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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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業辦理一系列相關課程，課

程主題包括創造建物空間之多元功能與再利用、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公物法理論與實務、大眾捷

運聯合開發相關法令介紹與案例分享、財物會計事務

理論與實務、民法物權與被占用土地訴訟案例分享、

建物活化成功案例與經驗分享、國有不動產占用處理

及交換辦法解析與個案探討等相關課程，參訓人次約

為 514 人。 

三、市有非公用財產管理 

(一)積極清查市有非公用不動產並適時處分出售 

為維護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權益，倘經清查發現遭

人占用即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向占用人追收五年使

用補償金，並輔導符合本市非公用房地出租規定之占

用人承租；倘不符合出租規定，則依規定處理至排除

占用為止。檢視經管非公用土地，依據土地法第 25

規定完成處分程序者，即辦理出售作業，以充實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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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援市政建設。 

 

(二)經管市有非公用財產 105 年 4 月至 105 年 8 月出租、

收益及出售情形如下 
表 4  105年 4月至 8月市有非公用財產出租、收益及出售情形表 

項目 數量(筆) 面積(公頃) 金額(萬元) 

輔導承租 24 0.16 - 

房地租金及使用補償金 2,421 23.93 1,705 

標售、承租讓售 

及畸零地讓售 
49 0.41 30,616 

增加市庫收入 32,321 

四、市有非公用財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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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每季定期召開「臺中市政府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會議，以加強促參案之推

動，並設置設訪視小組，本年度已辦理訪視本府都

市發展局辦理之「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社會住宅

BOT 案」，就案件於先期作業期間所產生相關問題之

診斷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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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件，民間投資金額歷年累計約為 129.9 億元。於

最近一年度履約營運中案件，增加政府權利金及租

金收入約 1.5 億元，減少政府支出計約 5.5 億元，

並提供就業機會 1,312 人。另辦理前置作業之未簽

約案件計有「中臺灣影視基地營運移轉(OT)計畫案」

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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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中央限售六都經管逾 500 坪以上公有土地

政策，積極篩選具開發利用價值之本市豐原區豐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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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8 地號內等 10 筆、西屯區鑫港尾段 44 地號等 3

筆及北屯區鑫新平段 67 地號等 3 筆市有土地，105

年度 9 月份公告辦理公開招標作業，以活化及永續經

營市有財產，增裕市庫收入。 

五、菸酒管理業務 

為維護菸酒市場秩序及保障合法業者，加強私劣

菸酒稽查取締，本局執行 104 年度私劣菸酒查緝績效

考核於 105 年 5 月 17 日經財政部評定為全國第 1 名，

並獲頒獎助金 350 萬元。另加強執行菸酒業者抽檢作

業並落實市面酒品查核檢驗，保障消費權益。並透過

多元管道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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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心消費菸酒」觀念，維護市民消費權益。 
表 5  菸酒管理業務執行表 

項目 數量 
抽驗酒品 

備註 
件數 合格 不合格 

取締非法菸酒 
查獲私菸 146萬 9,244包   

查獲私酒 2,263公升 

菸酒業者抽檢 

製造業 50家 

33(23

件尚在

檢驗

中) 

8 2 

2 款不合格酒品為酒

精度標示不符合規

定，業已輔導業者未

完成改善前不得上

架販售。 

販賣業 307家 

21(10

件尚在

檢驗

中) 

10 1 

1 款不合格酒品為酒

精度標示不符合規

定，已函請該酒品製

造 業 者 之 管 轄 縣

(市)政府查處。 

菸酒法令宣導 

新聞稿 7則   

媒體類 1則 

戶外活動 8場 

參、  創新措施 
   制定促參 OT 案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參考文件 

鑒於本府依促參法所辦理之促參 OT 案件以文教及

運動設類別較多，統整本府促參 OT 案件所遭遇之困難

及錯誤態樣，訪談個案之執行機關，分析其投資契約及

相關招商文件之內容，並參酌中央或其他縣（市）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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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動設施類別促參 OT 個案，於 105 年 7 月研訂供本

府各機關於文教及運動設施類別促參 OT 案件之招商文

件及投資契約參考範本，減少契約執行爭議，提升未來

履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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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除持續關注攸關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之「財

政收支劃分法」修法情形，以爭取及維護臺中市民權

益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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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珍貴的預算資源花在刀口上，期在兼顧財政穩健下，

達成「創意城市，生活首都」之目標，「希望的新臺中」

發展願景。 

二、輔導各機關產籍資料建置，落實公有財產管理 

本府各機關學校本於政策目的以多元方式取得各

類市有財產，並受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及預定

計畫用途使用管制，為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其

專業檢討財產實際使用情形，提升財產運用效能，本

局將輔以各項行政措施，如協同本府地政局及地方稅

務局取得地籍及稅籍資料，建置網路版公有財產管理

資訊系統及協同本府地政局建置臺中市不動產資訊樂

活網相關子系統等，以協助各機關運用各項數據檢視

及掌握相關訊息，以利市政推動。 

三、加強製酒業者源頭管理，落實市面酒品稽查 

本局為落實「酒品三級品管」，積極督促業者從原

料源頭執行「一級品管-自主管理及建立防範機制」 ;

業者透過「二級品管-公正驗證機構」檢驗產製之酒品;

主動執行「三級品管-政府強力稽查」，以維護市售菸

酒品安全。 

伍、結語  
鑒於「財政」為庶政之母，財政健全不僅攸關政府各項

施政之推動，更是政府永續發展之基礎。為肩起本市財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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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之責任，仍將恪遵財政紀律及財政穩健之精神，嚴謹管控

債務，審慎運用資源，發揮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

政，加速推動市政建設，達成健全財政之目標。 

 

最後敬祝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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