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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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案由：財政部函，為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國有財產
署及所屬「國有財產業務」項下「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
臨時人員酬金」、「一般事務費」及「房屋建築養護費」預
算五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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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907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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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項決議第
10 項凍結本部國有財產署及所屬「國有財產業務」項下「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臨時人
員酬金」、「一般事務費」及「房屋建築養護費」預算五分之一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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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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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部分第 10 款第 10 項決議第 10 項「國有財產業務」項下「國
有財產管理處分」之「臨時人員酬金」、「一般事務費」及「房
屋建築養護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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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家財政應為有效率之利用，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所編列之『房屋建築養護費』大幅提升，然雖因『加強處理被占用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加強清理計畫』所致，卻未清楚敘明其增加費用之運用，其計畫細目也無法與預算書
相互對照。第 2 目『國有財產業務』項下『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臨時人員酬金』、『一
般事務費』及『房屋建築養護費』預算編列新臺幣（以下同）1 億 9,866 萬元，凍結五分之一
，俟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至今『加強處理被占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加強清理計畫』辦理
詳細情形及賸餘計畫年度工作計畫之專案報告，並提供計畫之細目以及如何與預算書內細目
相對應之對照，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二、凍結項目辦理情形
(一)本部國有財產署積極執行「被占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加強清理計畫」，自 103 年起至 105
年底，已累積清查 16 萬 1,313 筆及處理 12 萬 6,778 筆被占用土地。106 年度至 108 年度
預計清查 12 萬 1,316 筆及處理 13 萬 6,314 筆被占用土地。
(二)「被占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加強清理計畫」分為清查子計畫及處理子計畫，所需經費及
用途包括：
1.清查子計畫預算 1,957 萬 3 千元，以每筆 500 元委外勘查被占用土地，106 年度預計清
查 3 萬 9,146 筆（詳附表）。
2.處理子計畫預算 1 億 2,794 萬 3 千元，因應不同被占用土地形態，透過鑑界（鑑界費）
、訴請返還土地（撰狀費、裁判費、律師費及執行費）、設置圍籬阻卻占用（圍籬費
）及勸告占用人配合騰空返還土地（相關業務聯繫費用）等，處理收回被占用土地，
106 年度預計處理 4 萬 6,314 筆（詳附表）。
三、預算凍結影響
(一)「臨時人員酬金」、「一般事務費」及「房屋建築養護費」用途如下：
1.「臨時人員酬金」係本部國有財產署暨所屬分署及辦事處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國有財產相關出租、出售、委託管理、通行權、交換及占用處理等案件，囿於業務
量龐大，加以編制人力不足，需僱用臨時人員協助審辦案件，俾提升為民服務效率及
品質。
2.「一般事務費」係為因應各項國有財產管理處分業務，所需印製表件、業務聯繫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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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推動業務委外等經費，俾加速管理處分業務審辦作業。
3.「房屋建築養護費」用以辦理本部國有財產署經管之國有非公用房屋修繕及圍籬等事
宜，避免遭占用等損及國有財產價值情事發生。
(二)本部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106 年度「國有財產業務」項下「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臨時
人員酬金」、「一般事務費」及「房屋建築養護費」預算，均屬必要性支出，已本撙節
原則及業務需求覈實編列，如依決議凍結五分之一，將影響為民服務品質及國有財產業
務執行效能。
四、結語
本項預算係推動國有財產清理業務必要支出，敬請同意動支，以維持並據以提升國有財
產政策執行績效及為民服務品質。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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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清查子計畫，辦理被占用國有土地勘（清

預

算

書

細

目

金額（千元）

0279 一般事務費

19,573

0203 通訊費
0271 物品
0279 一般事務費

3,732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3,025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14,618

）查及測量等經費，計需 19,573 千元。
二、執行處理子計畫，處理被占用國有土地所需經
費，計需 127,943 千元，包括：
(一)執行處理子計畫等業務所需文具紙張、郵資、
印製表件及業務聯繫等相關經費 14,637 千元。
(二)執行處理子計畫等業務租用影印機及車輛所需
租金，全年度計需 3,025 千元。

2,963
7,942

(三)執行處理子計畫等業務派員訪談、勸導、涉訟
案件土地申請地政事務所鑑界、訴訟撰狀、出
庭、律師費，及聲請強制執行等經費，共需
50,803 千元，包括：
1.專業服務費：執行處理子計畫等業務需蒐集資料
、通知占用人並進行訪談、勸導及溝通等工作，
必須僱用具備法律專業人員辦理，所需臨時人員
經費 14,618 千元。
2.鑑界費：全年度計需 4,676 千元。

0221 稅捐及規費

3.撰狀費：全年度計需 220 千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裁判費：依訴訟標的物之價值按初審、二審及三
審之規定比率計算，其中初審之比率為 1.1%，二
審及三審則為 1.65%。平均以進行至二審，比率
為 2.75%估算，全年度計需 15,879 千元。

0221 稅捐及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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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律師費：涉訟案需委請律師訴訟，平均以進行至
二審估計，全年度計需 13,110 千元。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6.執行費：聲請強制執行，全年度計需 2,300 千元
。

0221 稅捐及規費

(四)協助執行處理子計畫等業務表冊之抄錄、資料
篩選過濾及占用排除案件業務，僱用臨時人員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28,370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13,489

(六)國有非公用土地圍籬費，全年度計需 3,774 千
元。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3,774

(七)執行處理子計畫作業，須實地訪談、勸導、溝

0295 短程車資
0291 國內旅費

13,110
2,300

經費 28,370 千元。
(五)國有非公用房屋修繕費及危險房屋拆除費，全
年度計需 13,489 千元。

通及赴法院等有關機關所需短程車資 72 千元及
旅費 11,417 千元，合計 11,489 千元。
(八)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排除占用所需清除費用 1,989
千元。

0294 運費

(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占用處理相關系統維護費
367 千元。

0215 資訊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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