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 109 年度部會管制個案計畫評核結果
序 主辦機關
計畫名稱
本部評核意見
等第
號
(單位)
1 推動促參司 協助各機關推 一、109 年度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甲等
動民間參與公
法」(下稱促參法)辦理 50 件，民間投
共建設計畫
資金額(下稱民投金額)新臺幣(下
(106 年 -109
同)360 億元。自 91 年度累計至 109
年)
年度，依促參法辦理 1,392 件，民投
金額 8,498 億元成效良好，值得肯定。
二、鑑於公共建設類別及民間參與方式
宜配合社會經濟發展需求，請積極研
訂相關促參推動策略及促參法修法，
俾引導各部會積極推動促參案件。
三、請積極推動案源並創建招商地圖等
多元行銷，俾提升促參案媒合效率及
招商成功率；並研議建置促參履歷制
度，將優質廠商揭露於促參資訊系
統，俾提供主辦機關選商時參考，提
升促參案品質。
四、本計畫請儘速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3 點及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總結評估報告備查作業流程－公共建
設計畫暨社會發展計畫」規定，完成
計畫實施成效總結評估報告，送本部
核轉行政院備查。
2
關務署
財政部關務署 一、本計畫第 1 艘巡緝艇於 109 年 12 月 甲等
海關巡緝艇汰
25 日開工建造，其餘第 2 艘至第 4 艘
舊換新計畫
巡緝艇將於 110 年 6 月起陸續開工，4
艘巡緝艇將按計畫分別於 111 年 6 月
至 112 年 4 月完工，建議加強工程管
理及履約督導，依計畫期程如質完成
各項工項及如期交船服勤，俾利我國
緝私海域、各通商口岸及臨近水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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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查緝。
二、本計畫曾因巡緝艇採購案招標文件
內容不一致及公開閱覽後調查發現
相關較佳審查做法，致須重新修正招
標文件，嗣後辦理重大採購案，宜事
先確認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及瞭解
其他類似採購案件做法。
三、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相關歷程經驗，請
務必詳實記錄並傳承，作為爾後類似
計畫參考。
第六貨櫃中心 一、本計畫第六貨櫃中心軌道式貨櫃檢 甲等
軌道式貨櫃檢
查儀(含屏蔽設施)採購案於 109 年 10
查儀及儀檢站
月 27 日決標簽約，惟仍請就下列事
建置計畫
項妥擬因應對策：
(一) 儀檢站興建工程(含儀檢站辦公室、
剛性地面鋪面及圍牆等)因建築原物
料及工資上漲，影響廠商投標意
願，截至 110 年 3 月 10 日已流標 8
次，請儘速檢討招標文件及工程經
費合理性，研擬改善對策
(二) 屏蔽設施預定 110 年 6 月 30 日開
工，鑑於建築原物料及工資上漲，
南部嚴重缺工，宜提前做好風險管
理，妥擬因應對策，俾免延宕計畫
期程。
二、本計畫原工程基地下方因高低壓電
路及自來水管線眾多，無法進行建築
基礎工程，須更換基地位置致影響後
續儀檢站設計監造等作業及經費執
行。嗣後辦理是類計畫倘須取得港區
用地，宜請各關先行向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縣巿政府或相關機關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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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現況，俾儘早排除可能問題。
三、本計畫將於 111 年 3 月底屆期，請先
行盤點中程個案計畫各項指標、工作
項目及執行策略能否於期限內達
成，妥擬因應對策，如期如質完成計
畫，並將計畫推動經驗，納入總結評
估報告，作為後續或類似計畫推動之
參考。
物聯網全時監 一、本計畫於 109 年度完成「汽車貨櫃(物) 甲等
控建置計畫
貨運業車輛車載機產業標準」草案及
「汽車貨櫃(物)貨運業車輛車載機周
邊產業標準-車機封條」草案，其中車
載機部分係依海關查緝需求而定，具
技術創新成分，另車機封條為全新之
產業規格，執行過程納入社會多元參
與並加強與產業溝通及協調，有助計
畫推動，值得肯定。
二、「關稅法修正草案」於 110 年 2 月 9
日報行政院審查，未來該草案經行政
院通過轉送立法院後，請積極主動與
立法委員等充分溝通爭取支持並妥適
說明，儘速完成修法程序；另海關管
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等相關法規配套
措施修法作業，宜請及早規劃辦理。
三、本計畫預定 110 年完成維運管理系
統、車輛監控系統、入口網、資料介
接系統、貨櫃動態比對系統上線準備
及完成聯合管理中心建置，請加強跨
機關系統資料整合及介接機制，並提
前做好風險管理，妥擬因應對策，降
低建置期程受不可抗力特殊因素之影
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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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有財產署 被占用國有非 一、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清理及處 甲等
公用不動產加
理執行困難度高，具挑戰性。本計畫
強清理第二期
109 年度處理 4,365 公頃被占用土
計畫
地、127 棟(戶)被占用房屋與及收取使
用補償金、租金、權利金金額高達 45
億 7,027 萬 6 千元，各項工作執行進
度超前且超越原預定目標值；截至
109 年 12 月底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減少約 1 千公頃，績效良好，值
得肯定。
二、截至 109 年底已列管追收使用補償金
尚累計積欠高達 70 億餘元，仍請賡
續督促各分署積極催收或循司法途
徑加強處理，以免金錢債權罹於追收
時效。
三、截至 109 年底，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
地之占用人不詳，數量 2 萬 5 千餘
筆，1,649 餘公頃，請賡續積極改善。
四、請持續積極檢討精進巡管作業，加強
分署、辦事處實務經驗交流及策進作
為，提升國有非公用土地管理之完整
性與時效性。
財政資訊 稅務線上服務 一、109 年賡續提供綜合所得稅 Web 線上 優等
6
中心
躍升計畫
版報稅服務，使用線上版件數約 190.3
萬件，較 108 年約 86 萬件成長 1.2
倍，使用者滿意度高達 99.10%；另新
增多媒體資訊機(KIOSK)列印取得查
詢碼及臺灣行動身分識別(TW FidO)
無實體驗證服務等便民措施，提供民
眾便捷報稅服務，值得肯定。
二、 部分民眾反映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
算已繳納稅款，網路報稅資料卻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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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功能，避免類此情形再發生。
三、本部 109 年 6 月首次啟動金融機構資
料申報作業，同年我國與日本、澳大
利亞完成首次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
換，請各地區國稅局持續蒐集使用者
意見，精進申報系統功能與友善度。
四、本部 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新
增手機報稅及行動電話認證等創新
措施，請加強系統測試與資訊安全，
確保報稅系統穩定、好用；並善用電
子媒體等多元管道加強宣導，使民眾
知悉使用及避免因不熟悉操作方式
致生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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