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類別 案次
一級主計

機構名稱
性質 具體事蹟簡述 可供效法學習之作法

1 交通部會計處 會計

高速公路局為因應通行欠費案件大量、增加趨

勢，實施通行欠費會計帳務自動化作業，整合

會計系統、出納收據系統、強制執行等3個系

統，於108年7月上線產製相關傳票，實施後局

本部及三分局一年的傳票項次總數計約2萬6千

筆，人工作業需耗費1,253小時，導入自動化

作業後僅需96小時，節省時間近1,157小時。

該局整合會計、出納與業務相關系統，節

省資料重複輸入及人工作業時間，發揮系

統整合效益並促進會計帳務自動化，達到

撙節經費及帳務管理目標，提升行政效

能。

2
衛生福利部

會計處
會計

強化受補(捐)助單位原始憑證免送審管控機

制：

衛生福利部會計處基於補(捐)助計畫及受補

(捐)助單位眾多，按季及依計畫執行需求彙整

及控管原始憑證免送審清單行政作業繁複，主

動研提修正該部補(捐)助計畫原始憑證留存受

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審核及管控

處理原則，檢討彙簽建立合格名單，並配合增

修該部預算控制系統增加管控合格名單功能，

於往後年度進行中，依業務單位計畫執行與需

求情形，滾動檢討新增或移除合格名單，藉由

強化受補(捐)助單位原始憑證免送審管控機制

，以簡化行政作業、減少重複評估核定作業並

降低預算控制系統重複登錄之情形。

機關可參採本項強化受補(捐)助單位原始

憑證免送審管控機制之作為，以提升行政

效能。

3
衛生福利部

會計處
會計

衛福部修正「特定醫療技術檢查檢驗醫療儀器

施行或使用管理辦法」、「細胞治療技術審查

費收費標準」，預估增加審查費收入840萬

元。

4
衛生福利部

會計處
會計

食藥署檢討「化粧品行政規費收費標準」、

「食品藥物化粧品檢驗封緘及對照標準品供應

收費標準」、「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及廣告審查

費收費標準」等，預估增裕國庫3,782萬元。

5
衛生福利部

會計處
會計

疾管署訂定「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生物製劑

收費標準」，提高抗蛇毒血清國內售價，預估

增加供應費收入1,460萬元。

6
衛生福利部

會計處
會計

疾管署為減少屆期藥劑銷毀數量，改變儲備流

感抗病毒藥劑採購規格，改以流感抗病毒藥劑

之原料藥儲備(含8年內轉換藥劑服務)採購，

預估可節省1,885萬元。

改變儲備流感抗病毒藥劑採購規格，節省

經費。

7 勞動部會計處 會計

勞動基金運用局建置勞動基金國外投資帳務整

合系統(新制勞退及勞保基金)，建立各基金跨

平臺操作機制，提供同一平臺彈性產製各基金

會計系統所需會計傳票功能與會計管理性報表

，並導入視覺化軟體分析工具(Tableau)，將

決策相關之管理性報表以視覺化圖表方式呈現

，俾利基金投資運用與管理之參考。

該局整合各基金國外帳務及國外委託系統

，提供一致性之操作介面，可縮短主計業

務作業流程；採用跨基金系統架構及標準

化各基金報表，可降低後續系統增修及維

護費用。透過視覺化工具產製決策相關之

管理性圖表，提升投資決策品質。

各一級主計機構108年度具體事蹟可供效法學習項目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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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案次
一級主計

機構名稱
性質 具體事蹟簡述 可供效法學習之作法

8 科技部主計處 會計

參酌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針對同仁自

行駕車出差報支交通費，研議增訂相對簡易之

計算方式，以實際行車路程及每公里定額支給

標準計算。

科技部係於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所定範

圍內，基於業務特性增列同仁自行駕車出

差，以行車路程乘算單價報支交通費方式

，可作為各機關簡化經費報支及審核作業

之參據。

9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會計室
會計

BAF系統政府經費核銷及會計憑證電子化作業

流程規劃，促成108年分階段推動線上電子核

銷作業及流程再造，並配套訂定相關規範。

透過該署「預算會計暨財務管理資訊整合

平臺」（BAF）為基礎，運用資通科技，

逐步推動跨域合作及流程再造，強化經費

報支內部監測功能，並達到無紙化目標，

提升財務管理及行政效率，屬主計創新應

用，值得效法學習。

1 交通部統計處 統計

跨域創編道路交通事故輕重傷統計：

為接軌國際定義並探析數據深度價值，提供

政策不同面向參據，透過串連道路交通事故

檔及健保資料檔等巨量資料，研編我國道路

交通事故輕重傷統計，並按機關別、車種

別、年齡別及酒駕案件等初步統計結果供部

內參用，以及提108年全國道路交通安全督

導委員會議報告。

統計定義接軌國際，有助於進行國際比

較分析；跨域串接資料，提供多元資料

及其深入分析，並將結果提報重要會議

報告，供政策參用。

2 經濟部統計處 統計

零售業調查的創新精進：鑑於零售業網路銷

售統計需求殷切，加上調查環境艱困，於按

月零售業動態調查，新增「電子購物及郵購

業」營業額統計及網路銷售問項，於按年經

營實況調查新增「網路購物平台商品銷售總

額(GMV)」問項，並結合巨量資料，以簡化

調查問項。

因應產業現況與需求，於零售業相關調

查，增查網路銷售、網路購物平台商品

銷售總額(GMV)等問項，並創編電子購

物及郵購業營業額統計，即時掌握網路

零售交易全貌，有效支援決策應用；另

結合財稅巨量資料，進行資料校準參考

及簡化調查問項，提高統計確度及減輕

受訪者負擔，大幅增加統計調查效益。

3 財政部統計處 統計

接軌國際潮流，創編社會安全捐統計，完整

呈現整體稅捐負擔：

多數國家賦稅統計含括社會安全捐，及配合

立法院財委會決議，創編社會安全捐統計，

納入屬社會保險及退休基金之相關強制性給

付，以完整呈現國民整體稅捐負擔程度，有

助於賦稅統計資料與國際規範接軌。

創新統計業務，接軌國際潮流，有助於

國際相關統計資料比較分析，並建立常

川的編製與揭露機制，增進財政資訊透

明度。

4 勞動部統計處 統計

運用公務大數據、統計及資訊技術創編職災

失能勞工就業關懷統計：

首次整合公務巨量資料研編「職業災害失能

勞工就業關懷調查」統計資料，完整呈現職

災失能勞工特性全貌，並運用統計方法篩選

就業服務目標客群，協助職災失能勞工儘快

返回職場。

1.整合並運用公務巨量資料取代統計調

查，研編「職業災害失能勞工就業關

懷」重要統計指標及分析，擴增統計資

訊之廣度與深度，彌補原調查無法產生

之細緻資訊，有助於職災法規與政策之

擬訂，並有效節省公帑及減輕受訪者負

擔。

2.統計結果用於協助業務單位提升就業

服務效能，充分發揮統計支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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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案次
一級主計

機構名稱
性質 具體事蹟簡述 可供效法學習之作法

5 內政部統計處 統計

精進辦理「107年不動產服務業經營概況調

查」，擴充調查業別：

為完善蒐集不動產服務業資訊，增查「不動

產開發業」、「不動產估價業」及「不動產

管理業」 3項業別，另為深化調查研究分析

品質，供業者訂定經營方針與拓展業務，以

及民間消費者與投資者參用，擴充全年各項

收入、成本費用支出及年底實際運用資產狀

況等問項。

擴增調查對象及加細問項，對提升統計

調查品質，充實產業統計資訊，深化基

礎統計質量，實有助益，值得效法。

6 內政部統計處 統計

創辦「銀髮安居計畫」，獲總統盃黑客松卓

越團隊獎。

以跨機關合作方式，整合戶籍、建物、

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戶、長照等3,100

萬筆跨機關資料及環境圖資，找出最需

要幫助的老人，主動進行訪視、遞送相

關服務，精準分配政府資源。以最小統

計區為單元製作Open Data ，使民間能

分享資料連結應用效益，並榮獲108年

總統盃黑客松卓越團隊獎，屬公私協

作、資料驅動決策之創新，值得效法學

習。

7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統計處
統計

創建農業災損自動化即時統計分析平臺：

天然災害發生後，統計室負責撰擬農業災情

速報，上載於網站對外發布新聞稿，農業災

損通常隨著時間而持續累積變化，速報的災

損資料亦須適時更新。自行開發建置分析平

臺，快速整合農、漁、畜、林業災損資料，

採點選及互動式介面，可因應災情狀況或各

級長官要求，即時且彈性調整文稿、表格內

容，並依據受災損之業別自動彈性排版，替

代原採人工方式製表撰擬農業災情速報。

利用資訊技術，建立自動化即時統計分

析平臺，有效提高速報效率及資料正確

性。

8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統計處
統計

導入網頁自動化技術提升調查資料審核流程

及效率：

使用網頁自動化技術，讓程式直接驅動瀏覽

器進行各種操作，以減少人工操作網頁表

單、點選按鈕或連結；並提供數值表和時間

序列的數據結構和操作，視覺化的資料應用

，製作符合需求表件。

利用科技技術輔助，減少人工操作，提

升資料審核流程與效率。

9
衛生福利部

統計處
統計

衛福資料外釋應用之精進：

1.支援政府機關統計調查，建立健保資料外

釋之審查機制。

2.建立個人資料最適去識別化方法論及衛生

福利相關產業預做準備：藉由蒐集國內外去

識別化技術，取得13項衛福資料第三方公正

單位驗證證書，辦理12項調查資料外釋作業

，創建符合CNS29100資訊技術-安全技術-隱

私權框架之衛福資料最適去識別化方法論。

應用國內外去識別化技術，取得第三方

公正單位驗證，辦理調查資料外釋作業

，具體落實個人資料保護法有關無從識

別特定當事人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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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案次
一級主計

機構名稱
性質 具體事蹟簡述 可供效法學習之作法

1
新北市政府

主計處
會計

透過公私協力及強化資源整合，有效開源節

流並控制債務成長，以永續發展新北市。

依人口需求，預計於111年前完成10處

健身中心、60處公共托育中心及558處

托老中心及銀髮俱樂部等，為節省大額

興建經費並加速達成政策目標，該府爰

成立公有建物專案檢核小組，主動實地

查核各機關學校現有建物，將可利用之

空間做有效調配。截至108年9月止，已

成功媒合1處健身中心、12處公共托育

中心、6處公共托老中心、180處銀髮俱

樂部、2處幼兒園、1處身心障礙日間照

護中心、1處地方創生基地及1處客家文

化據點，已有效節省興建費用6.65億元

並同時活化市有資產。

2
新北市政府

主計處
會計

新北市政府自107年起正式實施「新北市普

通公務單位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以下簡

稱普會制度)，電腦軟體已納入會計帳務處

理並提列攤銷，惟各機關對於電腦軟體之管

理方式各異，造成電腦軟體攤銷金額計算困

難、紀錄不全等情況，導致攤銷金額無法計

算之窘境，經該府主計處依據普會制度之規

定及財產管理之概念，建置雲端電腦軟體管

理系統，使各機關電腦軟體管理達一致性，

並提升電腦軟體列帳及攤銷作業之執行效率

及精確性。

雲端電腦軟體管理系統功能開發結合普

會制度之規定及財產管理之概念，藉由

雲端管理系統自動辦理各機關電腦軟體

之移轉作業，有效確保資訊完整不遺漏

及省去人工計算時間，並降低錯誤風

險。

3
新北市政府

主計處
會計

統整創新推動經費報支簡化措施，具體效益

包含：

1.新北市政府主計處為突破所屬各機關單打

獨鬥模式，主動積極協助所屬創新簡化作為

，藉由創編工具書提供參考學習，並協助各

機關依業務特性量身打造簡化措施，大幅縮

短請款期程及公款支付時間。

2.舉辦新北市政府友善經費報支環境作業成

果研討會分享經驗及成果，由不同業務特性

機關發表簡化措施，以及邀請民眾、廠商、

學校校長等參與分享對簡化作業之感想，同

時彰顯主計業務對簡政便民作為之貢獻。

機關可參採本項統整創新經費報支簡化

作為，透由整合與協助所屬各機關積極

打造經費報支簡化作業，以及提供創新

簡政便民作為之分享經驗成果平臺，以

縮短公款支付時間，使廠商、民眾均有

感。

4
彰化縣政府

主計處
會計

「效法學習其他一級主計機構進入複審之主

計業務創新變革精進優異項目」撙節支出：

1.刪減或合併委託營運管理採購案，節省決

標金額約2,155萬元，調降每月電信費及購

機上限，減省50萬7,500元。

2.通案控管各機關(單位)經常性歲出預算之

人事費及業務費用10％，約10.47億元，以

縮小108年度原編歲入歲出差短數。

3.跨單位資源整合辦理活動，包括：社會處

及教育處等合辦之兒童節系列活動、警察局

及教育處等合辦之「青春專案」系列活動

等。

協助社會處檢討其主管之公務及基金預

算之資源配置及使用效益，於整合服務

據點相關資源後，刪減或合併辦理採購

案件共29案，減少人力共30名，109年

度預計採購金額較108年度之採購決標

金額減少約2,1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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