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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中華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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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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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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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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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總決算歲入決算審定 1,642 億 8,499 萬餘元，

較預算數增加 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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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 億 4,678 萬餘元，較預算數減少 104 億

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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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實際需要減少支付、專案經費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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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備金未動支等；審定歲入歲出差短 39 億 6,179 萬餘

元，加計債務還本 996 億 33 萬餘元，合計 1,035 億 6,212

萬餘元，經以債務舉借方式支應，收支短絀 3 億 6,212 萬

餘元。 

營業基金決算審定總收入 4 億 2,443 萬餘元，總支出 5

億 7,271 萬餘元，淨損為 1 億 4,827 萬餘元，較預算淨損

減少 8,790 萬餘元，主要係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人

員未足額進用所致。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審定總收入（含

基金來源）1,030 億 1,203 萬餘元，總支出（含基金用途）

914 億 4,786 萬餘元，賸餘 115 億 6,417 萬餘元，較預算增

加 3 億 2,772 萬餘元，主要係新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出

售臺北港特定區及臺北大學特定區區段徵收計畫可建築土

地；收回社會住宅新建工程補助款，及結清裁撤開發專戶

盈餘款轉列收入；審定解繳市庫 81億元，與預算相同。 

貳、歲入、歲出與收支之平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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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 億 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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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 億 2,571 萬餘元，經常收支相抵，賸餘 289 億 6,552

萬餘元；資本收入（減少資產）33 億 9,375 萬餘元，資本

支出（包括增置擴充改良資產、增加投資、預備金）363 億

2,106 萬餘元，資本收支相抵，短絀 329 億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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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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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賸餘，較預算數增加 80 億 5,203 萬餘元，與 108 年度相

較，增加 26 億 8,582 萬餘元；109 年度資本收入仍無法支

應資本支出，資本收支短絀 329 億 2,731 萬餘元，較預算

數減少 24 億 8,616 萬餘元，惟較 108 年度增加短絀 22 億

4,628萬餘元，經常收支賸餘仍不足支應資本收支短絀。 

109 年度歲入歲出差短 39 億 6,179 萬餘元，經以公債

及融資調度支應。截至 109 年底止，1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

餘額審定數 1,060 億元，未滿 1 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321

億元，公共債務未償餘額計達 1,381 億元，較 108 年底債

務餘額增加 9 億 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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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經費、捷運配合

款緩撥利息，及舊制公務人員退休金、舊制教育人員退休

金之未來或有給付責任，暨向特定用途專戶及特種基金調

度款項。為求長期財政穩健及永續經營，允宜妥適配置及

運用整體預算資源，確實檢討計畫之優先順序及效益，並

強化債務管控，以維持財政永續發展。 

參、歲入、歲出與施政計畫 

109 年度為新北市升格第十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市政府除進行各項防疫工作，維

護市民健康，持續執行各項施政工作及推動重大建設計

畫，以振興經濟及促進區域均衡發展，並提升市民生活品

質及發揮競爭優勢。109 年度市政府以「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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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施政目標，各項施政以「簡政便民」、「行動治理」及

「智能城市」為推動方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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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項，其中已完成者 162 項，尚在執行

者 100 項，約 38.17％。109 年度管制計畫 179 項（年度可

支用預算 531 億餘元），分由民政局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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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項由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評核結果，優等 118 項、甲等 16 項、乙等 17

項、丙等 7 項、丁等 10 項。其中水利局等 3 個主管機關辦

理之 4 項計畫、交通局辦理之 2 項計畫及警察局辦理之 1

項計畫，連續 2 年分別列為乙等、丙等及丁等，109 年度教

育局等 8 個主管機關辦理之 22 項計畫評核結果均較 108 年

度下降，有待持續針對計畫執行落後原因研謀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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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審核新北市各機關財務

收支，稽察發現財務違失案件 1 件，通知機關處分違失人

員 8 人次；依法修正增列歲入通知繳庫 1,238 萬元；賦稅

捐費法令適用不當或計算錯誤，通知查處補徵稅款 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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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元。考核各機關施政績效結果，認為有效能過低情

事，經依法通知其上級機關並報告監察院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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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營運境內捷運，惟部

分路網跨越雙北兩市，仍待議定營運機構，且淡海輕軌代

操作維修契約屆期後之營運人力未定，有待研謀善策：市

政府為完善大眾運輸路網，刻正興建萬大－中和－樹林

線、安坑輕軌等軌道建設，並於 107 年設立新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捷運公司）營運境內捷運，109 年係營

運淡海輕軌綠山線及第一期藍海線，另捷運工程局前於 103

年與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淡海輕軌代操作維修契

約，委託其運送旅客及維修管理營運設備。惟萬大－中和

－樹林線第一期、第二期工程、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建

設計畫等 3 條路線，預計於 114 年、117 年、118 年完工，

然而各該路線行駛地區跨越新北市及臺北市兩直轄市，因

營運機構尚未議定，營運機構未能即時參與列車控制系統

之細部設計審查，衍生嗣後人力技術未有效移轉及營運人

力未適時招募到位等營運風險；又淡海輕軌代操作維修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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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將於 110 年 12 月 23 日屆期，捷運公司雖已決議接管，

惟路網運輸所需第一線人力仍未完成招募，影響養成作業

之實施時程等情事。 

二、為提升托嬰中心托育品質，辦理托嬰中心評鑑及

輔導業務，惟未適時修訂評鑑指標，且公共托育中心監視

影像管理系統控管機制等未臻周妥，有待研謀改善，以維

護兒童人身安全及隱私：社會局為提升托育服務品質，訂

定「108 至 110 年度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指標」，並輔導托

嬰中心建立安全收托環境，截至 109 年底止，新北市公共

托育中心（下稱公托）計有 86 家，私立托嬰中心（含加入

公共托育合作聯盟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計有 195 家，惟

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1 月 2 日公布施行托嬰中心監視錄影

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規範托嬰中心應於室內公

共及戶外等區域裝設畫面彩色、清晰可辨識且攝影角度全

面之監視錄影設備，社會局未配合修正托嬰中心評鑑指

標，不利輔導托嬰中心建置有效之安全防護監視錄影設

備；又社會局為確保轄內公托之監視錄影設備正常運作，

避免錄影檔案被刪除，規劃建置公托監視影像管理系統，

惟公托軟硬體設備與網路寬頻速率不一仍待整合，且該管

理系統存放之影音資料涉及送托兒童之隱私，亟待研議就

系統管理使用、設備維護等訂定配套措施。 

三、訂定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強化公眾場所消防

安全，惟有關大型娛樂場所之消防安全規範，暨消防安全

檢查執行計畫擬定及執行，未臻周妥，有待研謀改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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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安治理成效：市政府為預防火災暨有效管理轄內建

築物避難與消防設備之安全維護，頒布「新北市火災預防

自治條例」，且為落實轄內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檢查，提升場所火災預防能力，歷年均訂定「消防

安全檢查執行計畫」。截至 109 年底止，列管新北市應實施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之場所計 6 萬 4 千餘家，惟大型娛樂場

所之消防安全規範未臻完備，尚待研謀修訂「新北市火災

預防自治條例」，以提升公安治理成效；又辦理視聽歌唱場

所消防安全檢查專案計畫，惟部分場所迄無檢查紀錄，有

待積極追蹤清查，以落實保障民眾生命安全；另消防安全

檢查業務量龐巨，專責安檢人員負荷沉重，有待研謀充實

人力，並依各類場所特性及風險程度，訂定適宜檢查強

度，以提升消防安檢工作執行成效。 

四、 配合中央政策防堵非洲豬瘟疫情，推動廚餘養豬

轉型計畫，惟規劃建置之廚餘減積及高效堆肥再利用設備

之處理量能，低於新北市廚餘回收總量，潛存廚餘無法去

化風險，亟待檢討改進：環境保護局為配合中央政策防堵

非洲豬瘟疫情，推動廚餘養豬轉型堆肥處理計畫，申請補

助辦理「購置中和區生質資收物粉碎脫水設備暨代操作及

機械設備保養計畫」等 7 案，截至 109 年底已建置完成中

和、五股、淡水及新店區 4 座廚餘減積（破碎、脫水）處

理設備，並持續建置土城、三芝及雙溪區 3 座廚餘高效堆

肥再利用設備。惟現行已規劃建置及運轉中之廚餘處理設

備，每年去化廚餘量能約 6 萬 3,729 噸，較 109 年度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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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總量 12 萬 9,468 噸，仍有不足，倘未來豬瘟疫情爆

發，全面禁止廚餘養豬，且其他縣市無法協助納胃本地廚

餘時，將衍生廚餘無法去化風險；又屬五股區減積設備統

包廠商操作處理區域，清潔隊實際交付供破碎脫水之廚餘

量未達契約數量，導致處理數量未達原預期標準；另廠商

回饋之有機質肥料，部分清潔隊未妥善管理保存等情事。 

五、持續規劃設置兒童遊戲場設施，惟相關管理作業

仍欠嚴謹周延，亟待檢討改善，以防止兒童傷害事件發

生：衛生福利部為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防止兒童傷

害事件發生，於 106 年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規範對象由私部門附設兒童遊樂設施，擴及至公園、

學校、公立幼兒園、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文教單位、觀

光遊憩及森林遊樂區及營利性質的兒童遊戲場，並由直轄

市政府之主管機關掌理兒童遊戲場之管理、稽查及相關人

員教育訓練等相關事宜，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新北市公園附

設兒童遊戲場設施計有 407 處，惟尚有 142 處未經主管機

關審核備查即開放設施供民眾使用；又有 97 處公園附設兒

童遊戲場，未依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每 3 年委託

專業檢驗機構進行遊戲場設施檢驗工作；另綠美化環境景

觀處於 109 年計稽查 225 處附設遊戲場設施，占整體之

55.28％，未達規定之比率 70％，且部分區公所未依兒童遊

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規定進行自主檢查等情事。 

六、 持續推動社會住宅政策，解決青年及弱勢民眾居

住問題，惟有住宅單元暨附屬設施未充分出租、部分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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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無法依償債計畫還款、包租代管案退租率偏高，及興辦

戶數未達預期目標等情事，亟待研謀改善：城鄉發展局為

解決青年及弱勢民眾居住問題，透過興辦社會住宅與包租

代管民間閒置住宅等 2 種方式，持續推動社會住宅政策。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止，興辦社會住宅部分（含自建、採

BOT 方式興建、公辦都更、民間容積獎勵捐贈空間、聯合開

發等），包含已完工及未完工之社會住宅單元共計 1 萬 421

戶；包租代管民間閒置住宅部分，合計 2,528 戶。惟住宅

單元暨附屬設施尚未充分出租，且部分興辦案件因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各項設施之出租，無法依償債計畫

還款；又包租代管案件之退租率偏高；另第二階段社會住

宅興辦數量與目標值尚有落差，有待儘速盤點房地資源加

速興辦作業。 

七、推動營建及裝潢修繕廢棄物去化策略，輔導業者合

法化並加強稽查，惟相關作為仍欠嚴謹周延，有待檢討改

善：新北市轄內新建及拆除工程產生之營建廢棄物每年約

50 萬噸，另一般家戶或非事業裝潢修繕產生之裝潢修繕廢

棄物每年約 20 萬噸，環境保護局為妥善去化轄內營建及裝

潢修繕廢棄物，於 109 年 9 月訂定「新北市裝潢修繕及營

建廢棄物去化推動策略」，研擬源頭管理、中間處理、最終

處置等 3 方向，及短、中、長期之執行策略。惟依裝潢修

繕廢棄物簡易分類場輔導管理暫行要點規定設置之簡易分

類場計 38 處，均尚未申請設置廢棄物處理機構；又推行營

建資源再利用政策，惟尚乏具體積極作為，未能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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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廢棄物再利用成效；另推動營建工地辦理營建廢棄物

現地分類，惟相關作為仍欠嚴謹周延，未能落實源頭減廢

策略等情事。 

八、打造「新北影視城」影視旗艦區，健全影視產業

發展環境，惟已標售土地延宕開發，未發揮計畫預期效

益，復未辦理招商案之民間投資金額認定，減損促參獎勵

金收入，亟待研謀改善：經濟發展局（下稱經發局）選定

林口特定區打造「新北影視城」，期引進大型關鍵廠商進

入，帶動周邊相關產業鏈，並健全影視產業發展環境。地

政局配合經發局產業政策，將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 69 地號

市有土地（下稱該地段）進行標售，並由聯意製作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 TVBS）得標，於 101 年間與新北市政府訂立

開發協議書，該公司將投資金額 45 億元，設置數位雲端媒

體總部等，打造林口成為戲劇綜藝產製基地，並預計於 104

年底完工使用，惟截至 109 年底止，該地段仍為空地，有

延宕未開發情形，且經發局未提出強化產業用地使用效率

相關作為，未能發揮計畫預期效益；又新北影視城開發招

商案於 102 年間與民間機構簽訂土地租賃契約，預估開發

經費 14 億 9,500 萬元，建造戶外影城及影視研發大樓等，

屬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規範納入促參

資訊系統蒐集基本資訊之案件類型，惟未於簽約日起 30 日

內將該招商案契約書、投資計畫書等資料送請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辦理民間機構投資金額認定，致未獲核發促參

獎勵金，減損市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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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續建置監視錄影系統，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惟輔導民間監視器鏡頭調整專案已執行多年，尚未定

期清查監視器鏡頭之使用狀況，且自建之監視器老舊，不

利影像資料整合及勤務運用，有待研謀妥處：警察局持續建

置或租賃監視錄影系統，並推動「輔導民間調整監視錄影系

統鏡頭攝影方向協防治安專案計畫」（下稱鏡頭調整專案），

截至 109 年底止，列管路口監視器共 2 萬 7,922 具，並已輔

導商家調整鏡頭計 4 萬 8,491 具，惟鏡頭調整專案執行多

年，期間已有商家停業、搬遷或更換行業別，監視器鏡頭已

停用、拆除或拍攝角度變更，因警察局未建立定期清查機

制，不利後續資料維護運用；又該局於 97 至 99 年度建置之

老舊監視器計 1 萬 3,842 具，惟 109 年度汰換監視器數量僅

占老舊監視器之 6.50％，汰換比率仍低，有待持續籌謀資源

加速汰換老舊監視器。 

十、持續辦理新北市轄內違章建築及廣告物拆除作

業，強化建築物管理及維護公共安全，惟未確認違章建築

物案件改善情形，且應優先拆除案件之結案率有待提升等

情事，允宜檢討改善：市政府為落實建築物管理及維護公

共安全，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規定執行轄內違

章建築及廣告物拆除作業，並於 109 年 8 月發布「新北市

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截至 109 年底新北市轄

內尚未拆除之違章建築計 18 萬 6,940 件，惟僅依建築法規

定將違規設置廣告物及同一違規人原址重建等案件，通知

限期改善，而未採實地勘查等方式確認其後續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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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部分已結案之案件仍存有違規事實，不利落實違規廣告

物取締作業；又轄內違章建築物屬優先拆除之案件數（A1

類），107 至 109 年度分別為 987 件、929 件及 1,027 件，

其拆除結案率為 48.45％、39.20％及 36.37％，呈現逐年

遞減，有待加強拆除作業，以遏止施工中或新建違章建築

案件；另部分民宿旅館業者之違章建築案件分類為優先拆

除，惟已逾 4 年仍未拆除結案，影響觀光旅客住宿品質及

公共安全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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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鉅額建設經費於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及採購。109 年度經本處賡續針對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重

大公共建設計畫、採購及促參案件執行情形加強查核，茲

將其執行情形說明如次： 

一、 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部分 

109 年度推動億元以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共計 100

項，預算執行率 94.83％，其中執行率未達 80％之計畫計

有 27 項，其執行情形，核有：（一）市政府所屬部分機關

推動億元以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因計畫管制欠周等情，

造成計畫進度落後情事；（二）捷運工程局推動捷運環狀線

場站周邊開發案，土地標售利潤未即時回饋挹注軌道基

金，且淡海輕軌第一階段部分土開案件未開發、第二階段

路線遲未定案，及三鶯線用地取得時程落後；（三）城鄉發

展局推動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統包新建工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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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償債計畫還款；（四）經濟發展局推動新店區寶高智慧

產業園區設置計畫，統包工程規劃設計、估驗計價、派遣

品管、職安及監造人員等作業未符契約規定，且廠商承租

情形未達預期目標；（五）消防局推動消防廳舍新建工程，

部分工程之履約管理欠佳、預算編列未周，及多次發包流

標未及時檢討癥結並妥處等情事。 

二、採購作業部分 

109 年度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之採購案計 1 萬

1,785 件，決標總金額 624 億 6,723 萬餘元，包括工程採購

2,439 件（20.70％），決標金額 338 億 4,517 萬餘元

（54.18％）；財物採購 3,312 件（28.10％），決標金額 78

億 421 萬餘元（12.49％）；勞務採購 6,034 件（51.20

％），決標金額 208 億 1,783 萬餘元（33.33％），惟核有：

（一）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惟未依規定計算物價調

整款；（二）投標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經檢察官緩起訴處

分，惟部分案件之主辦機關未依規定向違法廠商追繳押標

金或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予以停權；（三）機關學校辦理

採購案，部分最低標價低於底價 80％，惟審查低標價理由

作業欠周，且部分案件之招標文件擬訂及採購文件保存未

當；（四）加強工程採購之餘土處理及媒合土方交換作業，

惟採購預算編列欠覈實，且未依實際完成數量估驗計價及

結算等情事。 

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部分 

109 年度完成簽約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計 1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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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 件屬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

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市政府（BOT）之案件；9 件屬

民間機構營運市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

後，營運權歸還市政府（OT）之案件。另截至 109 年底，

市政府列管已完成投資契約簽訂案件共計 26 案，民間投資

總金額為 320 億 5,285 萬餘元，惟核有：（一）經濟發展局

以 BOT 方式辦理「新北市新莊 Au 捷運商城暨停車場興建

營運移轉案」促參案，惟權利金涉有短收情事，且有降低

公共停車位服務量之虞；（二）經濟發展局以 BOT 方式辦

理「新北市新莊國際創新園區暨停車場興建營運移轉案」

及「新北市滬尾藝文休閒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等 2 件促

參案，惟營運後周邊公共設施使用率增加，造成維管機關

負荷，未妥謀善策，且未依投資執行計畫書履行約定事

項；（三）城鄉發展局以 BOT 方式辦理「新北市青年住宅

興建營運移轉案」促參案，惟財務計畫未依實際融資利率

辦理修正，且公共設施使用率偏低；（四）新店區公所以

OT（ROT）方式辦理「新北市新店區文化劇場（體育館和

演藝廳）OT 案」及「新北市新店區建國游泳池擴、整建－

營運－移轉（ROT）案」等 2 件促參案，惟租金未如期繳

交，且建物未依耐震初評建議辦理後續作業，及設施損壞

未適時修復等情事。 

柒、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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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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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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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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億 7,983 萬餘元，辦理軌道、城鄉、水環境、數位、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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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擔仍重，且建設計畫自償性財源實現率偏低，影響計畫

財務健全：交通部補助捷運工程局辦理淡海輕軌捷運計

畫、捷運三鶯線計畫、捷運安坑輕軌計畫及萬大線 2 期工

程計畫等 4 案（計畫總經費 1,376 億 6,765 萬餘元、中央

補助 487 億 5,442 萬餘元），惟軌道建設計畫 110 年度及以

後需編列市款投資新北市軌道建設發展基金（下稱軌道基

金）之預算規模龐鉅，若建設計畫自償性收益實現性及市

政府財政狀況未有效改善，須全數以舉債方式支應，將逾

公共債務法第 5 條規定之債務預警標準，財政負擔沉重；

又市政府軌道建設計畫自籌款預算資金來源包括軌道基金

舉借自償性債務、捷運工程局公務預算（市款）投資軌道

基金，及由捷運租稅增額效益（TIF）、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TOD）之開發效益、營運效益挹注等，上開 TIF、TOD

及營運收入等自償性收益實現率偏低，未能如期償還相應

之自償性債務，亦影響持續挹注軌道基金建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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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軌道建設部分土地開發案件無法執行、路線遲未

定案、用地取得時程落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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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海輕軌捷運計

畫」及「捷運三鶯線計畫」等 2 案（計畫總經費合計 655

億 553 萬餘元、中央補助 273 億 90 萬元），惟淡海輕軌第

一期有 2 處土開案件，因基地位於都市計畫保護區，或鄰

近飛彈基地之限高管制範圍而不予開發，影響自償性收益

之實現及相關債務之償還；又淡海輕軌第二期路線遲未定

案，導致計畫進度大幅落後；另三鶯線機廠用地取得時程

落後，影響整體計畫進度與通車時程，並有衍生廠商求償

損失之風險等情事。 

三、改善地區停車供需失衡辦理停車場興建計畫，惟部

分計畫招標作業落後，影響計畫進度，且未依使用需求定

期檢討停車費率，有待檢討改善：交通局申請前瞻基礎建

設－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畫第 1 期（106 年－107 年）

及第 2 期（108 年－109 年）經費補助（中央補助 38 億

8,408 萬餘元、自籌款 61 億 2,297 萬餘元），惟部分停車場

興建因工程預算經費偏低，廠商考量營建物價呈現持續上

漲，投標意願不足，衍生開標結果投標廠商未達法定家數

或無廠商投標而流標數次情形，影響計畫執行進度；又部

分公有停車場因所在區域停車需求，致有車位平均使用率

高於 80％或低於 50％之情形，因受限於委託營運契約期

限，而未依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每 6 個月

檢討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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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置平價產業園區，帶動地方就業與產業在地扎

根，另辦理清查未登記工廠計畫，建立未登記工廠資料據

以納管及輔導，惟園區開發前置作業未臻周妥，暨部分未

登記工廠迄未列冊管理，亟待研謀改善：經濟部工業局核

定補助經濟發展局辦理開發「泰山楓江產業園區」、「樹林

柑園產業園區」、「淡海新市鎮產業園區」及清查未登記工

廠計畫等，計畫金額分別為 4,740 萬元、6,780 萬元、

4,660 萬元、728 萬餘元，惟產業園區開發作業因規劃之開

發方式不符地主之期待，且淡海新市鎮產業園區因屬內政

部營建署規劃開發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範圍，涉及開發

權責移轉問題，難於補助期間內順利完成申設作業等，計

畫執行後均未滿 1 年即辦理撤案，前置作業未臻周妥；又

委外辦理清查未登記工廠計畫結果，累計訪視 3,311 家未

登記工廠，其中 5 家已自行停工，其餘 3,306 家工廠仍營

業中，因多數未登記工廠仍未經該局辦理現場勘查，未能

釐清是否屬未登記工廠輔導範疇，而未納入列管清冊據以

辦理輔導與管理；另截至 109 年底止，經濟發展局列管清

冊中列載疑似新增未登記工廠者計有 184 案，惟有部分工

廠仍未派員辦理現場勘查、或函請陳述意見、或通知限期

辦理納管（提出轉型、遷廠或關廠計畫）等情事。 

五、城鄉建設部分人行及自行車道改善工程設計、檢

驗、驗收及使用管理間有作業缺失，影響計畫執行成效：

內政部補助養護工程處辦理「板橋區四川路銜接忠孝路

（遠東路－實踐路）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等 4 案

（計畫總經費合計 3 億 874 萬餘元、中央補助 1 億 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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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元），截至 109 年底均已完工啟用，惟部分工程所設計

之人行道導盲設施，其中「警示帶」及「定位帶」規劃位

置未符規定，且完工使用之人行道或自行車道遭民眾設置

路障及違停，或導盲磚設置於自行車道、防撞導桿損壞，

影響後續使用；又承商未依施工規範辦理植栽苗株檢驗及

工程竣工後延宕辦理初驗及驗收作業。 

六、辦理區域排水整治疏浚工程，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惟工程履約管理未臻落實，有待檢討改善：內政部營

建署補助水利局於新店區中正路與東岸環河路相接路口右

側新建 12CMS 大鵬抽水站，決標金額 1 億 3,800 萬元。惟

承攬施工廠商施作前池外牆未組立外側清水模板，與設計

圖說未合；另部分工項未依新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使用垃圾

焚化再生粒料推動小組 108 年第 1 次（108 年 4 月 8 日）委

員會結論，優先採用焚化再生粒料；又工程進度落後達 5％

以上，監造單位未依技術服務契約規定，管制施工廠商提

出趕工計畫，肇致進度持續落後等情事。 

捌、結語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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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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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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