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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6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79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鎮浯、顏寬恒、林麗蟬等 18 人，有鑑於行政院所
提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雖旨在因應國內外新產業、新技術
、新生活趨勢之關鍵需求，促進地方整體發展及區域平衡，
以奠定未來國家發展基礎。惟其所明定之建設範圍僅包括軌
道、水環境、綠能、數位、以及城鄉等，尚無離島建設之專
項，恐對資源相對匱乏、且亟需中央重視之金門、馬祖、澎
湖等離島縣以及其他離島地區，難有顯著之經濟成長帶動成
效。為促進離島經濟發展與提升競爭力、強化監督機制、並
將經費上限及執行時間合理化，爰擬具「前瞻基礎建設特別
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楊鎮浯

顏寬恒

林麗蟬

連署人：黃昭順

費鴻泰

許淑華

呂玉玲

蔣乃辛

徐志榮

陳超明

許毓仁

孔文吉

簡東明

林德福

林為洲

徐榛蔚

張麗善

陳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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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總說明
為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與帶動投資，由政府適時扮演擴張性刺激景氣角色，係政策選項之一。惟
衡酌政府當前財政困境，以及衡平區域發展，宜於四年內以四千億預算來執行，並明列離島建設於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項目內。且為利公開透明，撙節政府經費，使有限財政資源發揮更大效益
，另明定機關辦理採購、建設運轉期間之監督機制，以及相關人員之課責機制，爰擬具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執行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機關執行。（草案第二條）
三、本條例各級執行機關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權責分工，並應衡酌縣市發展、城鄉差距，合理
分配經費。（草案第三條）
四、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之項目。（草案第四條）
五、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應報行政院核定相關事項。（草案第五條）
六、中央執行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事項辦理具體規劃，並按計畫期程提出經費需求；其計畫預算，
應依計畫屬性分別辦理先期作業審查。（草案第六條）
七、行政院應將計畫所有相關規劃報告併同執行績效報告送立法院。（草案第七條）
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開招標之條件。（草案第八條）
九、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實施期程、經費來源、經費額度、預算編列與支用方式及舉債額度管控機
制。（草案第九條）
十、所有預算執行應依預算程序不得移用。（草案第十條）
十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進度管控機制，以及定期公告相關報告於主管機關網站。（草案第十一
條）
十二、審計機關依法審計。（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各項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加速辦理都市計畫擬定、變更及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程序之規定。（
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十四、各項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結果未產生計畫效益，執行機關相關人員應負財務責任。（草案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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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強化民間投資動能，帶動整體經濟

說

明

本條例之制定宗旨。

成長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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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

一、第一項說明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及各級

員會；中央執行機關為編列預算之各部會，
地方執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執行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必要時

原住民族地區前瞻基礎建設之執行，除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執行或補助地方執

得委託其他機關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前瞻基
礎建設之執行。

行機關辦理外，必要時得委託其他機關辦理
。
第三條 中央執行機關負責各項具體執行之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研擬、預算編列及推動；

一、第一項說明各級執行機關於推動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之權責分工。

地方執行機關負責就其執行之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依預算程序配合編列相關預算，經各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執行機關應衡酌縣市發展
、城鄉差距，合理分配經費。

該直轄市、縣（市）議會通過後動支。
中央執行機關應衡酌縣市發展、城鄉差
距，合理分配經費。
第四條

本條例所定前瞻基礎建設之項目如下

本條例所定「前瞻基礎建設」之項目。

：
一、軌道建設。
二、水環境建設。
三、綠能建設。
四、數位建設。
五、城鄉建設。
六、離島建設。
第五條

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應依相

，應依相關規定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及核定
，並視計畫性質就其目標、績效指標、衡量

關規定（如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並視計畫性質就其目標等詳實規

標準及目標值、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執行策略、計畫期程、資源需求、財務方

劃，及分別擬具可行性研究等報告，提報行政
院會議通過及核定。

案及計算基準、營運管理、預期效益、風險
管理等詳實規劃，及依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含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分別擬具可行性
研究、綜合規劃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
益分析等報告。
第六條

中央執行機關應依前條行政院核定事

一、第一項說明中央執行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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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辦理具體規劃，並按計畫期程提出經費需
求；其計畫預算，應依計畫屬性分別辦理先

事項辦理具體規劃，並按計畫期程提出經
費需求；其計畫預算，應依計畫屬性分別

期作業審查。
前項先期作業審查程序，由行政院另以

辦理先期作業審查。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先期作業審查程序，由行

命令定之。
第七條

政院另以命令定之。

行政院應根據前條核定之結果，依第

四條、第九條之規定，編列本條例各該年度
特別預算案，並附具第五條各項書件及報告

明定行政院應將計畫所有相關規劃報告併同執
行績效報告送立法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已依本條例執行之計畫
於次年度仍列入特別預算案時，應另附上一
年計畫執行績效報告。
第八條

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經費總金

額達十億元以上之採購，應由中央執行機關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

明定本條例建設計畫經費總額達一定金額時，
應由中央執行機關依法統一辦理公開招標。

第九條 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四千億元，以特

一、第一項明定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經費
與預算採分期編列特別預算方式辦理，並

別預算方式編列，得分期辦理預算籌編及審
議；其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不得

明定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不得
充經常支出之限制。

充經常支出規定之限制。
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前瞻基礎建設計

二、第二項明定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不得
辦理追加預算。

畫所需經費，不得辦理追加預算。
第一項所需經費來源，得以舉借債務方

三、第三項前段明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財源
籌措以舉借債務方式辦理，不受公共債務

式辦理，其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不受公
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規定之限制。中央政

法第五條第七項每年度舉債額度之流量限
制。惟考量舉債比率仍應有一定控管機制

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於本條例施行期間之舉
債額度合計數，不得超過該期間總預算及特

，爰為第三項後段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本條例施行期間，中央政府所

別預算歲出總額合計數之百分之十五。
本條例施行期間，中央政府所舉借之一

舉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
，仍應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應依公共
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理。

第十條 各機關執行本條例特別預算，於計畫
執行完畢後之賸餘款，應依預算法規定解繳

明定所有預算執行應依預算程序不得移用。

國庫，不得移用。
應依預算執行程序辦理；未執行部分，
應依預算法規定解繳國庫，不得移用。
執行本條例各年度特別預算如有保留款
或節餘款者，中央主管機關於審核下年度特
別預算案時，應予適度減縮。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成立建設計畫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每年查核中央執行機關及地方執

一、為強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監督強度，參
酌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及第一百條，主管

行機關工程品質及進度等事宜，並檢討其計

機關應負責進度管控，明定第一項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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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績效，必要時得修正或終止。
建設計畫執行完成後，應就其實施成效

項、第四項規定。
二、為將建設計畫及其進度透明化，應定期公

作成總結評估報告，並即送立法院備查。
前二項之報告，應於完成報告後一個月

告於主管機關網站，明定第三項規定。

內，公告於主管機關網頁。
主管機關、上級機關及主計機關得隨時
查核各機關採購進度、存貨或其使用狀況，
亦得命其提出報告。
第十二條 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審計機關
應依法辦理審計。

審計機關應就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依法審計
；並確實控管計畫執行進度。

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依本條例辦理之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如發現工程進度未達預定
進度百分之八十時，應於一個月內將執行機
關首長及相關主管移送監察院調查懲處。
第十三條 執行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涉及
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者，必要時，得依都

一、考量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時效性，爰於第
一項明定其涉及都市計畫擬定、變更者，

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由上級政
府逕為變更。

必要時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由上級政府逕為變更。

前項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依法應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

二、前項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涉及環評、水
保作業者，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二

護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二規定
辦理。

規定，得以併行審查，必要時得以聯席會
議審決，以掌握時效，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四條 執行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涉及
非都市土地變更程序者，各級區域計畫主管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涉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程序者
，各級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於審查該變更申請案

機關於審查土地變更申請案時，應與水土保
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就水土保持及環境影

時，應與環境保護、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就環境
影響評估與水土保持作業併行審查。

響評估併行審查。
第十五條

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結果

為強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監督強度，參酌政

，於使用期間內，應逐年向主管機關提報使
用情形及其效益分析，並公告於主管機關網

府採購法第一百十一條規定，明定各機關應定
期作出效益評估；並對年度計畫執行結果未產

站。

生計畫效益，而有重大浪費之情事者，各執行
機關之主管相關人員應負財務責任。

前項計畫未產生有效計畫效益者而有重
大浪費之情事者，各執行機關之主管與相關
人員應負財務責任。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之施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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