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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中華民國 108 年度新北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經新北市政府依照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規定，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函送到處。本處於法定期限內，依法完成審

核，並於同年 7月 23日送達貴會審議。 

本處對於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之審核，係

依據審計法、決算法所規定應行注意事項，暨各項審核內

規辦理，並設總決算審核委員會為縝密之審計。秉持獨

立、廉正、專業、創新之核心價值，財務審計、遵循審計

及績效審計並重原則，自平時會計報告及其相關資訊檔案

之審核，以至派員赴各機關就地抽查，各項審核工作，均

力求嚴謹周延，調查考核內容，務期客觀確實。 

108 年度新北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志乾

應邀列席報告審核情形，至感榮幸，茲將審核情形扼要報

告如次： 

壹、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108年度總決算歲入決算審定 1,541億 4,693萬餘元，

較預算數增加 53 億 3,540 萬餘元，主要係稅課收入、罰款

及賠償收入超收，與補助及協助收入短收等增減互抵所

致；歲出決算審定 1,585 億 4,826 萬餘元，較預算數減少

51 億 1,376 萬餘元，主要係部分中央補助計畫收支併列預

算收入未達而減支、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賸餘、專案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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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預備金未動支等；審定歲入歲出差短 44 億 132 萬

餘元，加計債務還本 858 億 3,054 萬餘元，合計 902 億

3,187 萬餘元，經以債務舉借方式支應，收支短絀 37 億

3,187萬餘元。 

營業基金決算審定總收入 3億 6,472 萬餘元，總支出 5

億 1,792 萬餘元，淨損為 1 億 5,319 萬餘元，較預算淨損

增加 223 萬餘元，主要係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勞務

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審定總收入(含

基金來源) 923 億 3,479 萬餘元，總支出(含基金用途)801

億 715萬餘元，賸餘 122億 2,763萬餘元，較預算增加 110

億 6,528 萬餘元，主要係新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出售新

店中央新村北側區段徵收計畫、新莊北側知識產業園區可

建築土地；永佳樂公司分攤新莊副都心及新莊頭前共同管

線費用，及結清裁撤蘆洲南港子等 3 盈餘款專戶，餘款轉

列收入；審定解繳市庫 50 億 5,603 萬元，較預算減少 143

萬餘元。 

貳、歲入、歲出與收支之平衡 

108 年度新北市總預算執行結果，經常收入(包括直接

稅、間接稅及賦稅外收入)1,521 億 3,696 萬餘元，經常支

出(包括一般經常支出、債務利息及事務支出、預備金) 

1,258 億 5,726 萬餘元，經常收支相抵，賸餘 262 億 7,969

萬餘元；資本收入(減少資產)20 億 996 萬餘元，資本支出

(包括增置擴充改良資產、增加投資、預備金) 326 億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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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元，資本收支相抵，短絀 306 億 8,102 萬餘元。就整

體收支而言，經常收入尚足以支應經常支出，經常收支賸

餘，較預算數增加 89 億 8,151 萬餘元，與 107 年度相較，

減少 37 億 4,093 萬餘元；108 年度資本收入仍無法支應資

本支出，資本收支短絀 306 億 8,102 萬餘元，較預算數及

107 年度分別減少 14 億 6,764 萬餘元及 28 億 7,669 萬餘

元，經常收支賸餘仍不足支應資本收支短絀。 

108 年度歲入歲出差短 44 億 132 萬餘元，經以公債及

融資調度支應。截至 108 年底止，1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

額審定數 1,024 億 33 萬餘元，未滿 1 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347 億元，公共債務未償餘額計達 1,371 億 33 萬餘元，較

107 年底債務餘額增加 33 億 6,945 萬餘元，公共債務未償

餘額仍屬龐鉅，且尚有積欠應行負擔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

款差額利息及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經費、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退休經費、舊制教育人員退

休金、捷運配合款緩撥利息之未來或有給付責任，暨向特

定用途專戶及基金調度款項。為求長期財政穩健及永續經

營，允宜賡續加強開源節流措施，審慎評估施政優先順

序，控管歲出預算規模及債務額度，改善財政結構，提升

施政效能，俾達兼顧健全財政及市政建設穩定發展之目

標。 

參、歲入、歲出與施政計畫 

108 年度市政府以「安、居、樂、業」為施政目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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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施政以「簡政便民」、「行動治理」及「智能城市」為施

政方向，108 年度市政府各主管機關計有普通公務機關單位

95 個(所屬分機關單位 39 個)，編訂施政(工作)計畫 281

項，其中已完成者 184 項，尚在執行者 97 項，約 34.52

％。108 年度管制計畫 188 項(年度可支用預算 448 億餘

元)，分由民政局等 22 個主管機關執行。其中 11 項依新北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選項管制評核作業要點規定申

請免辦理評核外，餘 177 項由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評核結

果，優等 120 項、甲等 21 項、乙等 16 項、丙等 11 項、丁

等 9 項。其中交通局等 3 個主管機關辦理之 3 項計畫及水

利局辦理之 1項計畫連續 2年列為乙等及丁等，108 年度地

政局等 8 個主管機關辦理之 13 項計畫評核結果均較 107 年

度下降，有待持續針對計畫落後原因研謀改善，並加強管

控執行進度，以提升施政品質。 

肆、審核綜合成果 

本處辦理各項審計業務，秉持獨立、廉正、專業、創

新之核心價值，財務審計、遵循審計及績效審計並重，冀

能踐行優質審計服務，創造最大審計價值，強化政府良善

治理，實現國家永續發展。108 年度審核新北市各機關財務

收支，在合法性審計方面，稽察發現財務違失案件 4 件，

其中依審計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者計

有 1 件，通知各機關查明處理業經處分者計有 3 件，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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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員共計 2 人次；依法修正增列歲入通知繳庫 788 萬餘

元；賦稅捐費法令適用不當或計算錯誤，通知查處，由稽

徵機關查明補徵稅款 5,164 萬餘元。在效能性審計方面，

考核各機關施政績效結果，認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情

事，經依法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並報告監察院者 2 件；另

依法提供市政府有關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

建議意見 5項。 

伍、重要審核意見 

本處年來審核總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經就各項預算

執行情形及施政計畫等效能之考核結果，研提相關審核意

見，茲擇要報告如次： 

一、 財務管理獲財政部考評甲等，惟近年來推動重大

公共建設計畫，財源籌措需求劇增，且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仍鉅，亟待審慎檢討施政計畫之優先順序，落實執行開源

節流措施，以維持財政永續：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未來 6年度(109至 114年度)須自

籌經費共計 1,059 億餘元，未來舉借額度僅餘 772 億餘

元，惟因近年歲入歲出差短，除須舉借債務支應該自籌經

費外，易發生排擠支應其他施政計畫經費需求之情事；且

前瞻計畫之軌道計畫雖多屬自償性計畫，惟土地開發效益

實現情形與預期有落差，自償性財源如大幅減少，甚或喪

失時，原為支應軌道建設計畫經費所舉借之債務將因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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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債務未償餘額，而壓縮市政府可舉借之數額，影響建

設資金之籌措。亟待妥謀整體財政目標，審慎檢視各項施

政計畫之優先順序，於兼顧財政穩定、弱勢族群之需求及

維護公平正義情形下，提升政府資源配置效能，維持財政

永續。 

二、環狀線(第一階段)已通車營運，惟代辦行政契約

尚乏促使代辦方提升營運績效之誘因，運量未如預期，亟

待妥謀善策，以利路網永續經營：市政府辦理環狀線(第一

階段)建設計畫，並於 107 年 12 月與臺北市政府簽訂營運

行政契約書，委託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北捷

運公司)營運，契約期間自 108年 1 月 1日起至 112 年 1月

31 日止，議定由新北市政府自負盈虧，營運結果不僅與代

辦方自身盈餘或虧損無關，契約內容亦缺乏促使代辦方設

法增加收入、抑減成本之積極誘因，且環狀線(第一階段)

與淡海輕軌綠山線，分由軌道建設發展基金及新北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編列代辦費用，委託臺北捷運公司營運及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操作維修，因分屬不同契約，無法

藉由統籌調配營運人力方式，降低兩契約皆需負擔人力成

本；又 109 年票箱收入預算目標 8 億 9,217 萬餘元，僅達

財務計畫預估通車當年票箱收入之 56.57％，且截至 109 年

3月底止，平均日運量約 3萬 9,806人次，僅達 109年預算

目標之 35.19％，及綜合規劃報告預估之 14.91％，高度影

響自償性經費回收挹注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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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提高學生在酷熱環境下之學習力，賡續辦理轄

內市立高中職及國中普通班級教室裝設冷氣，惟國中小學

校 1 至 8 年級普通班教室囿於經費，尚未全面裝設，亟待

研議寬籌經費逐年改善學習環境：新北市截至 108 年底市

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計有 298 所學校，雖已完成高中職

學校及國中 9年級普通教室冷氣裝設，惟各國中小學 1至 8

年級仍有 8 千餘間普通教室尚未裝設冷氣，嗣據教育局評

估全面裝設冷氣仍需費用(含電源改善)約 24 億餘元，因經

費龐鉅，先於 108 年度補助各校設置斜屋頂、遮陽板、綠

化屋頂、噴霧式灑水降溫系統等設備，作為未能全面安裝

冷氣之因應替代措施。惟鑑於近年溫室氣體效應，我國各

地夏日氣溫已呈逐年上升趨勢，上開替代措施降低教室室

內溫度之效果有限，影響學生學習效果，允宜研議配合校

園設施改建計畫，逐步寬籌經費規劃裝設冷氣，以改善酷

熱環境下之學習環境。 

四、推動都更三箭政策，惟都更申請案件偏低，推動成

效緩慢，又雖放寬危老都更申請條件，惟轄內危老戶數眾

多，仍待積極整合政府資源推動辦理，以協助住戶遠離危

險環境，改善城市風貌：城鄉發展局於 108 年 3 月 18 日成

立「都更推動辦公室」，推動「都更三箭」政策，加速都更

審議時效及推動進度。惟截至 109 年 3 月 2 日止，第一箭

(捷運蓋到哪、都更做到哪)及第二箭(主要幹道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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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僅各 1 件及 6 件申請案件，執行成效仍有待提升；又

第三箭(危老都更)主要優先協助危老建築物之都市更新與

整建，惟新北市境內房屋戶數計 163 萬餘戶，其中屋齡 30

年以上戶數達 72 萬餘戶，106 年 1 月至 109 年 2 月底止，

僅有 148 案申請，另都更推動辦公室盤點境內危險老舊之

建築物結果，72 萬餘戶老舊建築物中約有 190 處屬危老建

築物，有待整合市政府相關局處資源，賡續推動轄內既有

老舊建物都市更新。 

五、經管橋梁安全監管機制及維護管理情形，獲交通

部金路獎縣市橋梁維護績優之殊榮，惟橋梁檢測人員管理

作業未臻周延，且特殊橋梁欠缺完善檢測表格及維護機

制，有待檢討改善：新北市轄內共有 1,315 座橋梁，其中

屬斜張橋、鋼拱型及纜索等特殊結構橋梁計有 16 座，工務

局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執行橋梁檢測及維護作業，並將橋梁

基本資料及檢測內容登入「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管控，惟橋梁檢測技術服務案之橋梁檢測人員管理作業未

臻周延，僅由交通部「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管理

檢核，無法勾稽是否為核准之檢測人員；又斜張橋、鋼拱

型等特殊橋梁之檢測，欠缺完善表格及維護機制；另三峽舊

大全橋等已停用仍有民眾使用，卻未列入檢測範圍；通車使用

超過 2 年之三鶯二橋及漁港內之磺港大橋未辦理檢測，部分特

殊自行車或人行橋梁未納入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列管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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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落實在地老化政策

目標，惟尚未建立長照機構評鑑機制，且各行政區巷弄長

照站布建情形未臻妥適，有待研謀改善，以提升長照服務

品質及強化社區服務功能：衛生局為配合衛生福利部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 2.0(106 至 115 年)，落實在地老化政策目

標，持續布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單位)、複合型服務

中心(B 級單位)及巷弄長照站(C 級單位)，提供照顧服務、

居家護理及喘息服務等 17 項內容。截至 108 年 12 月底

止，新北市 65 歲以上長者 57 萬餘人，已布建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 73 處、複合型服務中心 446 處及巷弄長照站 204

處，惟尚未建立社區整體照護體系各級單位評鑑機制；又

衛生福利部為增進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密度，規劃每 3 個里

布建 1處 C級巷弄長照站，截至 108年底，新北市共布建 C

級巷弄長照站 204 處，平均每處 C 級巷弄長照站須服務

2,836 位長者，其中中和、新莊、汐止、新店及萬里等 5 個

行政區，平均每處須服務 4,000 位以上長者，布建密度不

足，影響長照服務品質。 

七、推廣公共自行車以減少私人運具使用，有助降低

環境污染，惟經費負擔逐年增加，且市區通勤型自行車道

比例不高，允宜妥謀善策，俾利政策永續發展：交通局截

至 108年底已設置 YouBike 租賃站 593個，108年度使用人

次累計 3,540 萬餘人次，惟因民眾租借次數逾 9 成符合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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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前 30 分鐘免費標準，補貼金額由 106 年度之 2 億 4,261

萬餘元，逐年增加至 108 年度之 3 億 4,481 萬餘元，財政

負擔加劇，有待儘速確認費率調整方案，落實使用者付費

原則；又截至 108 年底新北市自行車道累計建置 626.83 公

里，其中運輸型(市區通勤型)僅占 18.98％，且永和區等人

口數眾多之行政區，尚無建置運輸型自行車道；另自 107

年 10 月起為使用者投保公共自行車傷害險，囿於保險法規

定採實名制並由保險人同意，使用者需至公共自行車官網

等登錄個人資料始享有保障，因而 108 年度加入承保傷害

險人次僅占當年度租借人次 13.13％，有待持續加強宣導民

眾登錄記名投保等情事。  

八、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檢測蔬果農藥作業之內部

流程管控機制未臻周延完備，增加食安風險，亟待檢討改

善，以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果菜公司)為保障民眾蔬果食用安全，同時兼顧拍

賣交易進度，採用生化快速檢驗法抽驗每日進貨蔬果之農

藥殘留量，惟對經農藥檢驗未合格之處理規定尚欠完整周

延，致因檢驗人員疏忽而漏將部分違規供應人資訊登載於

電腦資訊交易管理系統管控，或對已登載違規個案，未確

實執行後續禁止交易期間追蹤控管作業；又部分違規供應

人未依農業檢驗流程作業規定，於農藥殘留異常回報表填

列使用農藥種類、規定可採收日期及提早採收日期等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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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資訊，果菜公司亦未追蹤列管填報情形，尚難有效監

督管控其後續農藥使用及農產品安全採收等情事。 

九、訂定「新北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

治條例」，強化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惟實施對象及納管

範圍有限，有待研謀改善，以完備法制：市政府為確保大

型群聚活動之安全，避免災害發生與強化緊急應變功能，

發布「新北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下稱自治條例)，並訂定「新北市政府執行民間辦理大型

群聚活動作業要點」，作為新北市相關大型群聚活動管理依

據，惟自治條例實施對象及納管範圍有限，易衍生執行疑

義或管理疏漏；又部分場地管理機關尚未參考自治條例規

定修訂相關場地使用規範，部分供租用及區公所轄管之場

地亦未納入修正範圍；另自治條例內容已納罰則機制，惟

尚未訂頒裁罰基準表，有待研議擬定，俾減少執法爭議。 

十、未落實違章工廠稽查作業，並輔導合法化或依法裁

罰遏止非法，致塭仔圳地區持續存在千餘家違章工廠，耽

延塭仔圳市地重劃計畫進程，影響都市發展：市政府為加速

新北市城市發展，預計將塭仔圳地區建設為以住宅與商業用

地為主的優質水岸生態城-「塭仔圳新都心」，因該地區涉及

眾多違章工廠必須配合拆遷，而引發當地產業團體多次陳抗

事件，耽延塭仔圳市地重劃計畫進程，迄 108 年底止仍未能

進入市地重劃實質開發階段。經濟發展局長期未落實違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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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稽查作業，致未能掌握該地區違章工廠家數，據以輔導其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復對於違章工廠逾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

辦理臨時工廠登記之法定期限仍未完成登記時，亦未即啟動

罰則，依法查處，按次連續處罰至停工為止，以有效輔導違

章工廠合法化及逐漸減少該地區違章工廠；又未審視違章

工廠個案違規具體事實，對涉及違反數行政法，應從重裁

處之規定，審慎研議處理，並進行複勘作業，任由該地區

違章工廠持續存在多年，仍無法有效改善，行政效能不

彰，並因此耽延塭仔圳市地重劃計畫進程，影響都市發展。 

十一、運用勤務指揮管制系統調度派遣警力，提升民

眾報案處理效率，惟介接路口監視器數量有限且尚未連接

台電圖號座標系統，又線上派案比率仍低，允宜研謀改善

並強化跨機關資料之整合運用，提升勤務指揮管制效能：

警察局為強化勤務指揮管制功能，設有勤務指揮中心並運

用「110e 化勤務指管系統」(下稱指管系統)，受理報案與

派遣勤務，惟截至 108 年底警察局轄管之路口監視器共 2

萬 7,922 具(含自建監視器 1 萬 6,711 具、租賃監視器 1 萬

1,211 具)，其中指管系統已介接自建之監視器，租賃監視

器尚未整合納入，且指管系統尚未規劃建置車牌辨識功

能；又指管系統尚未介接台電圖號座標及路燈資訊管理系

統，如遇民眾於高灘地或山區報案，需運用電線桿(變電

箱)或路燈編號資訊辨識所在地點時，不利即時查詢報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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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座標位置並於指管系統同步進行派遣作業；另警政署

建置之線上派遣系統結合警察局之指管系統及 M-Police 警

用行動載具與 GIS 圖資，提升案件派遣訊息傳遞效率，惟

106 至 108 年度勤務指揮中心運用線上派遣系統派案之比率

各僅 44.44％、38.84％及 41.55％，派案比率仍待提升。 

十二、持續推動源頭減塑及低碳節電政策，惟執行作

業仍未盡嚴謹周延，亟待檢討改善：環境保護局為建構低

碳永續之綠色城市，於 106 至 108 年度計編列預算 978 萬

元委託廠商辦理「節電診所暨低碳社區推動計畫」，執行內

容包括節能減碳診斷輔導與成效評估、推動宗教場域換裝

LED 燈具、協助辦理低碳社區與校園改造及標章認證相關

作業，惟尚未結合民間業者資源加強推動綠色交通，有待

積極推廣宣導社區民眾配合辦理落葉與廚餘堆肥再利用，

並建立後續管理維護操作機制；又委外廠商辦理節電診所

提供節能減碳診斷服務，並追蹤後續改善情形，惟部分社

區未依輔導內容進行改善或現況改造，未能延續節電診所

診斷服務之效益；另補助新北市轄內學校打造低碳校園，

惟部分補助項目未考量後續維護營運管理之問題及學校申

請低碳校園標章認證比率尚待提升等情事。 

陸、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採購及促參案件執行情形之查核 

市政府為帶動區域發展，打造幸福宜居城市，提供市

民優質生活環境，賡續推動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鑑於重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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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計畫為市政府施政重心，其推動之法令、制度規章健

全與否，或有無落實執行，與重大公共建設執行績效息息相

關，108 年度本處賡續查核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重大公共建設

計畫、採購及促參案件執行情形。茲將查核情形說明如次： 

一、 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部分 

108 年度推動億元以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共計 100

項，執行率 93.84％，其中預算執行率未達 80％之計畫計

有 26 項，其執行情形，核有：(一)部分計畫因管制欠周等

情，造成計畫進度落後；(二)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興建計畫

之部分土地開發案件因故停辦、自償性收益實現情形未如

預期，及綠山線營運虧損等，影響計畫執行效益；(三)三

鶯線及安坑輕軌等軌道建設之機廠用地延遲交付廠商施

工、土地開發與增額容積獎勵申辦之前置作業未完備，且

捷運建設先導公車未發揮培養先期運量之運輸效能等，亟

待研謀改善；(四)城鄉發展局推動金山區城鎮之心工程建

設，惟建造執照申請作業落後，影響計畫進度，且周邊交通

接駁及串聯作業尚欠完整等情事。 

二、採購作業部分 

108 年度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之採購案計 1 萬

1,885 件，決標總金額 446 億 6,198 萬餘元，惟核有：(一)

部分機關履約管理及招決標作業等未臻周妥、實施共同供

應契約採購執行作業仍有未臻嚴謹；(二)申報列管公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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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作業，未優先考量土石方交換，且

預算編列、規劃設計及工程履約管理等作業尚欠周妥；

(三)辦理轄區橋梁及隧道安全檢測工作採購案發生承攬廠

商轉包；(四)委託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代辦捷運環狀線

工程，其中部分工項設計數量與實際數量有差異，惟未辦

理契約變更，即同意施工廠商估驗計價等情事。 

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部分 

108 年度完成簽約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計 4 件，民

間投資金額總計 6,124 萬餘元，惟核有：(一)部分案件營

造綜合保險單未依契約規定將道路、水溝、管線等公共設

施納入保險範圍；(二)核算權利金須引用之營業收入，未

列計所有收入項目；(三)碧潭有約社區市有商場招商案，

終止契約後未向民間機構求償占用場地之損失等情事。 

柒、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中央政府為振興經濟、帶動整體經濟動能，因應國內

外新產業、新技術及新生活趨勢，推動促進轉型之國家前

瞻基礎建設，特制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並編列中央

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及第 2 期特別預算，其中第

1 期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 106 至 107 年度止，中央政府(各

主管機關)核定補助市政府計 56 億 5,210 萬餘元；第 2 期

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 108 至 109 年度止，核定補助計 136

億 2,227 萬餘元，辦理軌道、城鄉、水環境、數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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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促進就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食品安全等 7

項建設類別，茲將審核情形說明如次： 

一、軌道建設需編列地方政府自籌款金額龐鉅，財政

負擔沉重，且影響施政資源配置：市政府申請「軌道建

設」項目特別預算補助，獲核定安坑輕軌、捷運三鶯線、

淡海輕軌，及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

線(第二期工程)等 4 項，須配合編列地方政府自籌款 889

億 1,322萬餘元，截至 108年度已編列預算計 198億 8,964

萬餘元，其中屬須由市款投資軌道建設發展基金者計 315

億 2,153 萬餘元，占市政府可舉借 1 年以上公共債務存量

剩餘額度 772億 468萬餘元之比率，高達 40.83％，金額龐

鉅。又 106 至 108 年度，市政府得舉借債務支應市款投資

軌道建設發展基金執行上開計畫，平均每年預算數僅 13 億

3,301 萬餘元，惟自 110 年至 116 年，預計每年增為 20 億

736 萬餘元至 76 億 6,109 萬餘元不等，勢必排擠其他重大

公共建設可用舉債預算，影響施政資源配置，財政負擔益

加沉重，允宜妥謀善策。 

二、軌道建設對於自償性效益實現期程之預估過於樂

觀、土地開發基地選擇之評估未臻嚴謹、都市計畫變更延

遲而耽延土地交付進度等，影響計畫財務之健全及執行期

程：交通部核定補助捷運工程局辦理「淡海輕軌運輸系

統」、「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及「安坑輕軌建設計畫」(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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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總經費 821.37 億餘元、中央補助 312.69 億餘元)，惟淡

海輕軌部分土地開發案件因軍事限高或位處保護區未能開

發而取消辦理，預估土地開發效益銳減，影響財務計畫之

健全；又三鶯線機廠用地因都市計畫變更延誤而未依契約

期限交付廠商施工，耽延計畫工程進度，衍生廠商求償風

險疑慮；另三鶯線及安坑輕軌等 2 案相關場站周邊土地開

發及增額容積獎勵申辦等前置作業尚未完備，效益未能如

期如數實現，影響財務計畫之健全等情事。 

三、水環境建設部分計畫執行進度落後，亟待檢討改

善，以達預期效益：水利局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

算補助經費，截至 108 年底止，累計執行數 13 億 5,468 萬

餘元，執行率 75.62％，執行率未達 80％者計有「淡水河

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系統」等 5 項

計畫，其中「新店區大鵬抽水站新建工程」、「金包里溪水

質改善工程」、「五股區成洲地區易積水改善工程(含抽水站

新建)」等 3 項計畫預算執行率未達 5％，主要係因合約期

程跨年度；或案件招標經多次流標；或工程用地須俟取得

用地權管單位同意始可使用及辦理細部設計等，惟尚屬可預

為規劃排除之情事，允宜針對問題癥結積極研謀因應措施。 

四、建設污水下水道系統，惟部分用戶接管計畫執行進

度未如預期，亟待研謀改善：水利局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經費辦理新北市中永和及新店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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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0 個用戶接管分支計畫，預算數 11 億 3,564 萬餘元，

其中「新北市樹林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工程第七-2

標、第八至十標、第十二標」、「新北市板橋地區污水下水

道系統第三期工程第四標」、「新北市蘆洲區、中和區、土

城區、樹林區等污水下水道系統未納戶接管工程」、「臺北

水源特定區污水下水道計畫第二期」等 4 項計畫預算執行

率未達 5％，係因公共管網佈設之前置作業未完成、部分工

程未完成招標、地下管線無法遷移、巷弄違章建築阻礙、

標案解約重新招標等所致，亟待研謀改善。 

五、部分自行車道路線因民眾尚有意見仍未定案，且水

質改善工程多次流標致計畫進度落後：經濟部補助水利局

辦理「碧潭堰上游至烏來沿線亮點營造」(下稱碧潭堰上游

亮點營造)、「金包里溪水質改善工程」(下稱水質改善工

程)，惟核有：碧潭堰上游亮點營造第一期第 2 標工程延伸

段路線(青潭溪口至青潭堰)仍未獲中央核定補助，且第二

期路線(青潭堰至烏來)因民眾及 NGO 團體尚有意見仍未定

案，無法陳報中央爭取補助，均影響計畫推動進度；又水

質改善工程部分工項單價因編列過低及工期過短，致工程

多次流標，計畫進度落後等情事。 

六、推動金山區城鎮之心工程建設，惟建造執照申請作

業落後，影響計畫進度，且周邊交通接駁及串聯作業尚欠

完整：內政部補助城鄉發展局辦理「金山區中山溫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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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周邊環境整合計畫」（計畫總經費 3 億 2,000 萬元、中

央補助 2 億 800 萬元），惟核有：第一期工程因建造執照申

請作業落後，且部分土地尚未獲管理機關同意使用，致工

程進度延宕，又第二期工程部分土地亦未獲得管理機關同

意使用，無法如期開工，均影響計畫進度；周邊交通接駁

及串聯作業尚欠完整、第一期工程部分工項設計有欠覈實

等情事。 

七、部分地區公共托育量能未能滿足在地需求，有待

持續結合民間資源布建適足公共托育中心：衛生福利部執

行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至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其計畫目標運用「推動社

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布建托育資源中心」、「增修或改善

區域型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整建綜合社會福利

館」等策略，協助家庭分擔照顧責任並支持家庭育兒。惟

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招生多已滿額，仍有民眾等待備取，顯

見公共托育量能仍未能滿足在地托育需求，允宜研謀善策。 

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執行過程仍有待改善事項：內

政部補助工務局辦理「三重區三重國小周遭人行及通學環

境改善工程」、「樹林區樹新路人行道改善工程」等 6 案(計

畫總經費 1 億 5,617 萬餘元、中央補助 7,847 萬餘元)，推

動學校周邊通學步道改善，立意甚佳，惟有待賡續盤點合

適學校擴大辦理；又部分工程屢因民眾陳抗，致需辦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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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設計，影響執行進度，有待強化民眾參與及溝通；已完

工之人行道屢遭停放汽機車或放置移動式路障，並有地磚

破損或植栽枯萎，且管線單位進駐情形欠佳；另建置之共同

管溝收費標準及管理維護規範，迄未訂定等情事。 

九、申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辦理新北市新店區溪

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第二期公共工程計畫，工程執行

進度落後：原住民族行政局申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

算補助，辦理「新北市新店區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

第二期公共工程計畫」，計畫總經費 3,857 萬元，惟截至

108 年底止，執行率僅 13.97％，主要係原住民族文化聚會

所工程已完工尚未辦理驗收；部落意象與景觀營造及第 2

期公共基礎設施工程因無廠商投標，迄未完成發包作業所

致，亟待加強工程管控及履約管理，並研析工程發包流標

之癥結，妥謀善策落實執行。 

捌、結語 

108 年度新北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結

果，擇其中較為重要者，作以上扼要報告，以增瞭解，至詳

細審核情形，請參閱本處前送達之中華民國 108 年度新北市

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敬 請 

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