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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8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3月15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5700 號之 150

案由：財政部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財政資訊
中心「財政資訊業務」項下「資通資源管理」預算十分之一
，檢送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財政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6 日
發文字號：台財會字第 1060990739E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關於大院審查通過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財政部主管歲出部分第 10 款第 11 項決議第
11 項凍結本部財政資訊中心「財政資訊業務」項下「資通資源管理」預算十分之一乙案，
檢送專案報告 1 份，請惠予安排報告，請查照。
說明：依據 106 年 1 月 19 日大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通過中華民國 106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第四冊）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財政部部長室、財政部秘書處（國會聯繫室）、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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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部分第 10 款第 11 項決議第 11 項「財政資訊業務」項下「資
通資源管理」預算凍結案報告
一、決議內容
大院審議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根據 106 年度財政資訊中心之預算總說明
可知，106 年度施政目標略以，為『建構財政雲端服務，擴大財政資訊整合運用效能』，與
105 年度關鍵策略目標相同，即協助財政部本部及所屬各機關充分運用資訊科技，藉由 e 化提
升行政效率、服務品質及整體財政效能；並整合跨機關資訊資源，創造資訊服務價值，達成
簡政便民目標。惟 106 年度財政資訊中心歲出預算第 2 目『財政資訊業務』項下歸屬『綜合
規劃管理』組承辦業務『建構財政雲端服務網計畫』，今年的經費需求總額由上年度的 8.21
億元，下修至今年度的 3.90 億元，減列幅度超過一半，但預算書中卻未做任何說明，財政資
訊中心實有必要就此變更提出說明。其次，該跨年度計畫本年度續編列第 3 年經費 8,800 萬元
，較上年度增列 4,381 萬 5 千元。其中，通訊費 0.01 億元、資訊服務費 0.18 億元及資訊軟硬
體設備費 0.69 億元，合共 0.88 億元。但回顧上年度預算編列情況可知，上年度之資訊服務費
0.15 億元及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0.32 億元，合共 0.47 億元。顯見今年續編經費幾乎倍增的部分
，明顯集中於資訊軟硬體設備費之上；相對於 105 年度的資訊服務費及資訊軟硬體設備費的
相對比例是 1：2，財政資訊中心 106 年度則是 1：4。假若唯一的關鍵績效指標是『資料開放
資料集數』，那麼實在沒有理由要在四年計劃中的第三年再添置那麼高比重的資訊軟硬體設
備，財政資訊中心有必要就此預算編列提出說明。再者，105 及 106 年度財政部預算總說明中
明白揭示，『建構財政雲端服務網計畫』的關鍵策略目標乃係，建構財政雲端服務以利擴大
財政資訊整合運用，但是唯一的關鍵績效指標卻是依據提供『資料開放資料集數』來衡量，
正凸顯關鍵策略目標與關鍵績效指標之連結有待商榷，財政資訊中心有必要立即改善，並增
列其他符合計畫內容之關鍵績效指標。綜上三項預算相關疑義，爰財政資訊中心『財政資訊
業務』項下『資通資源管理』預算編列 3,816 萬 5 千元予以凍結十分之一，俟向立法院財政委
員會提出改善時程與措施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二、凍結項目辦理情形
(一)建構財政雲端服務網計畫（下稱財政雲計畫）之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財政雲計畫獲行政院 103 年 8 月 5 日院臺財字第 1030043658 號函同意，計畫期程自
104 年度至 107 年度，原計畫總經費新臺幣（下同）8 億 2,143 萬 8 千元，囿於 104 年
度及 105 年度預算分別僅獲核列 2,304 萬 6 千元及 4,418 萬 5 千元，依行政院審議意見
本撙節原則，就原計畫 17 個工作項目，擇定建置財政雲端整合共用平臺、國有財產、
財政人員訓練及部本部資訊系統等 8 個較具急迫工作項目優先推動，將計畫總經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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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為 3 億 8,985 萬 5 千元，嗣獲行政院 104 年 12 月 4 日院臺財字第 1040065128 號函同
意修正。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104

105

106

107

合計

原計畫經費

99,666

288,674

198,354

234,744

821,438

計畫修正後經費

23,046

47,400

210,567

108,842

389,855

預（概）算

23,046

44,185

86,000

231,409

384,640

2.前述修正後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架構財政雲端運算及整合共用平臺、建置財政資訊交
換系統、推動備援機房雲端化、活用國有公用財產系統、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共
構再造、訓練作業管理系統改版、本部全球資訊網服務提升及財政雲端資訊安全管理
等。
3.財政雲計畫係遵照行政院核示，採先軟體後硬體原則，104 年度先建置開發測試環境，
105 年度進行系統分析開發，106 年度計畫經費 2 億 1,056 萬 7 千元，僅獲核列 8,600
萬元，財政雲端運算及整合共用平臺之建置改採分階段方式辦理。106 年度規劃建置第
1 階段財政雲端運算及整合共用平臺、活用國有公用財產系統及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
統共構再造。
4.104 年度至 109 年度財政雲計畫各年度之關鍵績效指標，包括財政雲端開發測試平臺通
過經濟部「雲端開發測試平臺」驗證、提供公用財產系統功能及處理占用增加國庫收
益等 9 項指標，其中 106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包括政府資料開放集累計數 1200 項、提
升公用財產系統功能使用地理資訊服務功能機關滿意度達 81%、提升性別意識觀念教
育訓練或說明會場次 8 場等指標，政府資料開放集累計數僅係其中 1 項指標。財政雲
端運算及整合共用平臺將於 106 年度購置設備建置正式環境，期 107 年度通過經濟部
最新公告「IaaS 服務雲端特性驗測作業程序」檢測項目比率達 100%，列為關鍵績效指
標。
5.截至 105 年底財政雲計畫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1)完成建置財政雲端開發測試平臺，及通過最新公告「IaaS 服務雲端特性驗測作業程
序」檢測項目比率達 100%。
(2)完成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系統網路版財產折舊增修案功能上線。
(3)完成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系統網路版，及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財產線上傳輸系統通過
ISM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
(4)完成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圖資平臺再造服務案圖資平臺環境建置規劃。
(5)完成使用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財產線上傳輸系統功能增修，使用地理資訊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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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滿意度達 82.94%。
(6)完成訓練作業管理系統改版案系統功能建置。
(二)本部財政資訊中心將五地區國稅局、22 個地方稅稽徵機關、國有財產署及國庫署等機關
資訊設備，集中整併於財政資訊大樓主中心機房及異地備援中心機房，統一管理及監控
，「財政資訊業務」項下「資通資源管理」預算，主要為財政資訊大樓主中心機房及異
地備援中心機房電費，與支應各網路管理伺服主機、網路安全防範伺服主機、各稅務平
臺主機、其他應用系統伺服主機及資訊儲存設備等硬體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尚與前述財
政雲計畫內容不同。
三、預算凍結影響
本部財政資訊中心「財政資訊業務」項下「資通資源管理」預算，如依決議凍結十分之
一，將無法正常供應財政資訊大樓主中心機房，及異地備援中心機房之電力空調，恐影響五
地區國稅局、22 個地方稅稽徵機關、國有財產署及國庫署等資訊系統正常運行，不利業務推
動。
四、結語
本項預算係維持財政資訊大樓主中心機房，異地備援中心機房之日常運作及維護管理所
需，敬請同意動支，俾利維持優質稅務作業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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