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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金門縣議會 廣告

維護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性  減輕財政包袱 
新媒體時代下的金門日報是否該功成身退 ?

媒體是社會公器，肩負著社會責任，其目的在於監督民眾利害關係人，如：政府、企業，
同時提供民眾知的權利，進一步關懷弱勢和實現社會正義。為使媒體有效發揮第四權之

制衡力量，維護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性，並深化我國民主政治制度，乃有民國92年我國黨政
軍退出媒體條款，該條款雖僅規範黨政軍機關（構）退出民營無線電視電臺、民營無線廣播電
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但其彰顯維護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性，避免媒體
成為執政者操縱作為歌功頌德、宣揚政績或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具有深遠且正面意義。
金門日報是一份地方性的報紙，在戰地政務期間肩負著政府政策、政令宣導之使命，並

作為地方新聞訊息及文化傳播交流的平台，有其階段性的功能。然檢視現今金門日報的版面
幾乎充斥執政者的施政說明與每日的行程報告，已淪為其政績宣揚的工具；遇有與執政者相
左或不利的事件新聞，更不惜封殺或排擠，例如：本會針對縣府110年總預算浮編，依其法定
職責刪減其預算，縣府卻於本年3月30日發表聲明表示：「深感遺憾及難以接受」新聞稿（詳
3月31日金門日報第一版），由於與事實真相不符，本會旋即於3月31日發出聲明新聞稿，然
金門日報受執政者操控影響，竟不顧民主政治的目的就是讓不同立場的人都有平等的發言機
會，讓不同意見彼此交流，進而保障閱聽大眾獲得多元資訊的權利，而刻意拖延刊載本會聲
明及總預算三讀決議文，來誤導縣民，並藉此攻擊議會，有失媒體維護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
性之天職。
議會是民意最高殿堂，為顧及人民權益全力監督縣政，看緊人民荷包，因此若有不同的

主張乃職責所在。金門日報社係縣營事業，依法應接受議會監督，就民主政治倫理，應對民
意機關表示尊重，惟上述新聞事件，因受執政者操控，報社竟會刻意排擠延刊，何況對於
「手無寸鐵」之政治對手或不利執政者的事件新聞，他會採取何種作為？可想而知。
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民眾取得新聞媒體資訊之方式多元，影響民眾訂報意願，根據調

查，民眾使用網路閱讀數位新聞的比例逐年提升，閱讀紙本報紙新聞比例則大幅度的衰減，
報紙觸及率從1991年的76.3％下滑到2000年的59.4％，主要是因為從數位媒體獲得新聞資
訊，相對顯得更容易也更快速。除此之外，在網路崛起後各類智慧與行動裝置普遍應用，
讓行動廣告擁有更高的參與及點擊率，創造出廣告的最大價值，因此社群平台擄獲更多的
注意力！在尼爾森調查報告中也顯示從2002年至2020年，使用紙本閱讀新聞從40％滑落僅
剩18.9％，觀看電視新聞報導的觸及率為83％稍降至74.6％，而使用網路閱讀數位新聞則從
18％上升至41.2％。
由於金門日報發行刊物偏重金門地區報導，銷售對象多為當地縣民與機關，因此市場規

模狹小，故整體收入部分主要以縣府補助為主，約占近7成，其次收入為廣告收入，約占2成
不到。依金門縣審計室109年度金門縣附屬單位決算審核報告(以下簡稱:審核報告)：「金門日
報106至108年度報紙發行量，分別為73,610份、70,948 份、64,965 份，雖於承攬報紙發行
業務外，也擴展廣告收入，但109年度報紙發行量仍逐年下降至56,349 份，換言之每個月平
均下來的發行量不到4,700份，故建議金門日報允宜調查分析消費者閱報習性與喜好趨勢，並
參考學習競業因應策略，思考其差異性，尋找潛在市場，研提符合多元需求及時代潮流之經
營模式。」

金門日報社其營運屬公營事業單位，應以營利為努力的目標，該社109年度營業總支出為
1億1300萬餘元，審核報告中也指出：「金門日報社因營運績效不彰，從100至109年度長年
均仰賴縣府編列預算彌補虧損，近10年度累計撥補金額高達7億3500萬元（平均每年7350萬
元），財務狀況明顯欠佳，著實成為沉重的負擔，對地方財政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允宜積
極檢討問題癥結原因研謀改善，避免持續耗費公帑彌補虧損，以減輕本縣財政壓力。」

在數位科技發展普遍的世代，各機關學校均有「官網」，公告各項最新消息、活動快
訊、機關新聞、政令宣導及政府資訊公開網頁、施政計畫、施政報告，以及粉絲專頁等，並
有專屬「小編」，以「懶人包」透過各項通訊軟體如部落格、社群媒體-Facebook、LINE、 
Instagram等，進行政府政令及活動之包裝行銷，此「新媒體」傳播的方式不僅多元、迅速、
便利，低成本，且具互動性，比傳統的報紙媒體，也更受社會大眾青睞，數位時代民眾透過
網路新媒體來接收或傳遞訊息已成為主流；況各類民間媒體記者已常駐金門，關注金門各
項發展與新聞課題，已能利用各式媒體，多元、迅速、充分報導，讓鄉親不漏接任何訊息，
「官報」的金門日報，它還有存在的必要性嗎？

金門日報社年年來虧損連連，財務不佳，需縣政府補貼，宛如無底洞的錢坑，且報導內
容已漸失報紙應有的風骨，未來的路該何去何從？顯然有重新評估與省思的必要！為使媒體
有效發揮第四權之制衡力量，維護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性，秉承「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大
旗，落實預算法62之1之立法精神，減少財政包袱？ 新媒體時代下的金門日報您認為他有存的
必要嗎？金門日報階段性任務已完成，該功成身退了。

金門縣政府轄下有金酒公司、陶瓷廠、金門日報社、自來水廠、浯江輪渡有限公司及車船管
理處等6大縣營事業，除了「金雞母」金酒公司尚有獲利能力，多數單位皆需要縣府挹注經費
補助，增加縣庫財政負擔，其中又以金門日報社最具爭議性，據審計室109年度金門縣總決算

審核報告指出，近10年縣府對其彌補虧損金額竟高達7億餘元！金門日報有其階段性的任務，
可惜的是該報如今已淪為主政者的「專屬化妝師」，為維護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且在財政
及新媒體趨勢等考量下，金門日報社的「存廢」或「轉型」有認真檢討的必要。

 近10年度金門縣政府對金門日報社彌補虧損金額

資料來源：審計室109年度審核報告



第二版 中華民國110年8月

縣庫收支嚴重失衡  可能面臨負債 
審計室建議檢討財政規劃、加強開源節流、落實財政紀律

財政為庶政之母，縣政永續之基石，維持良好的財政，才能持續推展各項公共建設，增進
縣民福祉，審計部福建省金門縣審計室於「109年度審核報告」中，就金門縣編列單位

決算之公務機關23個，附屬單位決算之縣營事業單位6個，附屬單位決算之非營業特種基金單
位17個等，共46個機關單位之決算提出審核報告。109年度金門縣總決算審核結果，歲入決算
審定為99億6,713萬餘元，歲出決算審定為130億6,767萬餘元，歲入歲出相抵，審定差短為31
億53萬餘元。

審計室於審核報告中指出，109年度審定歲入歲出差短31億53萬餘元，已連續 4 年產生
差短情事，差短金額自106年度之6億9,931萬餘元，已擴大至109年度差短31億53萬餘元，差
短擴增逾3倍，係歷年差短之最，經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可予彌平，尚無須舉借債務，惟連
年入不敷出，致縣庫餘額已由106年度之169億2,963萬餘元，下降至109年度之112億1,190萬
餘元，銳減57億1,772萬餘元，每年均在吃老本，3年內恐有歸零之虞。審計室也指出，在歲
出規模持續增加，而歲入規模持續減少下，及因爭取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仍需籌
措配合款，勢將持續產生鉅額差短，不利財政健全及永續發展。再者，本縣爭取中央「補助
及協助收入」109年僅占49.45%，而澎湖縣106-109年分別為64.99%、65.13%、69.07%、
69.59%，其爭取中央補助能力較本縣為優，在財政收支嚴重失衡下，本縣爭取中央補助之努
力程度，似應向澎湖看齊。審計室建議應該檢討整體財政規劃，審度總資源供需趨勢，加強
開拓自籌財源及強化節流措施，減少浪費及不經濟支出，維持適度支出規模，並落實財政紀
律，妥為研提中長期平衡預算目標，年度及歲入歲出結構調整規劃，以謀求縣政永續發展，
財政健全穩定。

審計室審核報告中也指出，縣府積極打造金門成為幸福宜居城市，惟近年來歲出規模持
續擴大，財政失衡日益嚴重，縣庫餘額銳減，極待研謀改善措施，以謀求縣政永續發展。報
告中引述「天下雜誌」於109年11月25日刊載之「全臺福利最好縣市，爆財務危機？」一文
提及，金門之福利優渥遠近皆知，但在疫情與陸客消失等雙重危機下，來自於金酒公司之貢
獻度正在降低，財政已逐步失衡，若再不採取作為，很可能面臨負債。自從「臺灣競爭力論
壇」公布2012及2013臺灣幸福大調查結果以來，金門縣因為有金酒公司已成為全國最幸福城
市之一，該府亦持續強化各項公共建設，全力打造金門成為更宜居幸福之城市。然經檢視金
門縣近10年度（100至109年度）歲入、歲出及餘絀變化情形，歲出規模有擴大趨勢，歲入卻
未增反減，致10個年度中，除100至103年度及105年度等5個年度，尚有歲計賸餘外，餘104
年度及106至109年度，均為差短，且上開5個年度之賸餘數額為65億800萬餘元，尚不及餘5
個年度之差短數額73 億2,441萬餘元,導致縣庫餘額由105年度之182億9,464萬餘元，持續下降
至109年度之112億1,190萬餘元，減少70億8,273萬餘元，減幅逾3成，顯示該府之財政收支
確已出現嚴重失衡之狀況。審計室建議，縣府面對當前財政缺口持續擴大，財政嚴重失衡危
機，應該積極研謀拓展地方自有財源，加強節流政策，減少浪費及不經濟支出，維持適度支
出規模，以改善財政失衡狀況。而面對部分縣營事業單位營運績效不彰，長年編列預算彌補
虧損，亦應該檢討問題癥結原因，提高營運績效，以減少縣庫撥補支出。

最後審計室於報告中，針對審核金門縣政府前年度預算執行之有關資料，及財務上增進
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提出建議，以供縣政府作為決定次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提出之建議
計有8大項：
一、金門縣近3年度（106至108年度）歲入歲出差短情形，自106年度差短6 億9,931萬餘元 

，增加至107年度差短17億7,114萬餘元及108年度差短14億4,609萬餘元，已連續3年產
生鉅額差短情事，財政狀況呈現嚴重失衡。審計室建議應該積極檢討整體財政規劃，審
度總資源供需趨勢，研提中長期平衡預算之目標及相關歲入歲出結構調整規劃，落實財
政紀律，並依施政重點優先順序妥擬計畫，加強開源節流措施，貫徹零基預算精神，以
達財政永續發展。

二、金門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不含6個事業單位）近3年度（106至108年度）之約聘僱及
約用人員等編制外人力進用情形 ，由106年度之1,142人，增加至107年度之1,217人，
108年度再略為下降至1,175 人，惟截至109年9月底止，實際編制外人數1,176人，反較
108年度增加1人， 未達成檢討措施降低人數之目標。上開編制外人力之薪酬費用，亦由
106年度之4億6,031萬餘元，增加至108年度之5億2,618萬餘元，財政負擔頗鉅。審計室
建議，鑑於增加人力將連帶增加相關薪酬支出，為兼顧機關業務發展及員額合理配置，
應該加強瞭解機關業務與人力需求，並評估編制外人力進用之適法性，進而調整人事結
構，促使人力最適化配置。

三、金門縣政府為推廣低碳島、健康運動島及國際休閒觀光島之願景，並提升公共自行車租
借系統整體服務品質與效率 ，耗費鉅資打造離島首座自動化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惟
縣府府未採納專業單位建議並審慎評估其可行性，即擴大租賃站數量為26處，除年度系
統設備維護及自行車修理等費用逾千萬元外，部分租賃站因設置地點過於偏僻或無明顯
指示標誌，致民眾租借意願低落，自行車周轉率偏低。審計室建議，為免發生不經濟支
出，應該審慎評估租賃站點設置之妥適性，並加強研謀提升系統使用效益，以實踐政府
施政美意。

四、金門縣政府積極配合金門地區觀光，研發製造各式陶瓷酒瓶及精緻藝品供民眾選購，惟
因窯爐老舊，高附加價值藝品產量大幅削減，單位成本管控未臻周妥，影響永續經營，
又因行銷策略尚待策進，亦未有效管控酒瓶品質穩定性，審計室建議應該檢討癥結原因
研謀良策，俾利永續經營。

五、金門縣政府為因應地方特性、均衡城鄉發展，特設置金門縣城鄉發展基金，以辦理鄉村
整建、城鄉美化、完善農漁產業基礎設施、鼓勵民間參與保存維護傳統建築，達到聚落
環境改善、風貌型塑及促進城鄉均衡發展為目的。惟「金門縣城鄉發展基金」設立至今
執行績效不佳，執行率偏低，審計室建議應該慎酌基金業務執行情形覈實編列預算，並
強化督導考核機制，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六、金門縣政府積極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辦理城鄉、水環境、因應少子化友善育
兒空間、數位及食品安全等5大建設類別，有助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提升縣民生活品質，
然而雖然定期每2個月追蹤各主辦機關預算執行情形或召開會議檢討，仍未能有效改善預
算執行率偏低情形，計畫實際執行進度與預算執行未盡配合，預算實現率未達80％極待
提升，審計室建議應該督促所屬積極管控各項計畫執行進度，並定期檢討落後原委，妥
謀因應善策，以增進預算執行成效。

七、金門縣政府積極辦理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及運用他機關簽訂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
以節省人力，發揮大量採購之經濟效益，提升採購執行績效，惟未落實需求調查及部分
機關另洽商採購。審計室建議，為能有效運用共同供應契約撙節公帑及節省人力與設備
利用效能，權責單位應落實油品及設備需求調查，及督促所屬利用共同供應契約，以發
揮大量採購之經濟效益，提升採購執行績效。

八、金門縣政府為串聯金門縣各進士遺跡，彰顯文化價值，辦理金門縣金鑽進士路網，及打
造後浦城巿生活景觀，推動金門後浦魅力城市營造計畫，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規劃施
作人行步道及景觀綠帶提供民眾步行需求，惟採用之人行道鍍鋅格柵板不易維護且成本
較高，且部分工程項目施工數量多於圖說數量，涉有溢計等情事，審計室建議，為能提
升金門縣公共工程整體美感及規劃設計品質，使用材料更能契合在地需求及落實公共通
行與休閒環境整體改善，避免不當設計，增加公帑支出，權責單位應依「金門縣政府暨
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加強審核
工程規劃設計，並輔以採購稽核及施工查核機制雙管齊下，以提升規劃設計服務品質，
建構符合民眾需求及具有採購效益之公共建設。

資料來源：審計室109年度審核報告 資料來源：審計室109年度審核報告

105至109年度金門縣縣庫餘額 近10年度金門縣歲入、歲出與餘絀決算審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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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虧損一線之隔 未雨綢繆擦亮官窯招牌

金門縣政府共設有23個特種基金營運管理，以求充分運用政府資源、提升公務資產使用效率、照顧縣
民繁榮地區經濟，23個基金包含有6個營業基金、5 個作業基金、11 個特別收入基金及 1 個資本計畫

基金。但審計部福建省金門縣審計室在109年度金門縣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以下簡稱
審核報告)中指出：「這些基金或因缺乏自有財源、經年營運虧損未能有效改善，或基金會計制度未依現況
及時修正，影響預算資源配置效益及基金營運成效，亟待考量基金存續或妥謀善策提升基金運作效能」。
尤其6個營業基金中，竟高達4個縣營事業單位被點名營運績效不彰，需長年仰賴縣庫編列預算彌補虧損，
被建議「允宜檢討問題癥結原因，提高營運績效，以減少縣庫撥補支出」。

根據審計室審核報告內容，縣府所屬的6 個營業基金，109年度的經營結果為總計營業總收入114 億
3,465 萬餘元，營業總支出110 億742 萬餘元，本期淨利4 億 2,723 萬餘元，較預算數增加2 億7,537 萬餘
元，主要係來自金酒公司及金門縣陶瓷廠（下稱陶瓷廠）之淨利5 億1,365 萬餘元及106 萬餘元，餘金門
縣金門日報社（下稱金門日報社）、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下稱車船管理處）、浯江輪渡有限公司及自
來水廠等4個營業單位仍持續發生虧損466萬餘元、3,882萬餘元、2,031萬餘元及2,368 萬餘元，且截至109
年度止，上述4個虧損的營業基金待填補的金額分別為3,967萬餘元、4 億569 萬餘元、4,338 萬餘元及2 億 
6,959 萬餘元，合計達7 億5,834萬餘元(見表)，顯見多數縣營事業單位營運成效，確如審核報告中所言：
「允宜積極檢討問題癥結原因研謀改善，避免持續耗費公帑彌補虧損，以減輕該府財務壓力」。

已虧損連連的縣營事業單位，固應如審核報告中所言，宜積極尋求免補虧、或轉虧為盈的良策；然作
為縣營事業單位中唯二有營餘的陶瓷廠，目前雖看似尚有百來萬盈餘，其實卻早也是隱憂重重。審核報告
中指出陶瓷廠雖「積極配合金門地區觀光，研發製造各式陶瓷酒瓶及精緻藝品供民眾選購，惟因窯爐老
舊，高附加價值藝品產量大幅削減，單位成本管控未臻周妥，影響永續經營，亟待檢討改善。」，可見倘
若不能及早防微杜漸、精進營運策略、拉高盈餘金額，以目前區區百來萬的年盈餘收益，在可預見的不久
將來，恐將淪為第五個需要縣庫貼補的虧損縣營事業單位。

金門縣陶瓷廠主要業務係生產及銷售酒瓶類及藝品類陶瓷品。根據審核報告資料顯示，108年度預計
銷售陶瓷品105萬800 件，銷貨金額3 億 3,809 萬餘元，其實際執行結果為銷售63 萬7,878 件，銷售額2 億 
2,372 萬餘元，分別占預計銷售數之60.70％及預計銷售額之66.17％。為配合金門地區開放觀光，陶瓷廠
建置窯爐計有24 座，燒製各式陶瓷、酒瓶供應本地軍民及觀光客選購，但截至108 年底止，已有瓦斯窯11 
座及電窯6 座逾耐用年限，比率約64.71％及85.71％，且因窯爐老舊，所燒製的陶瓷酒瓶易產生釉面黑點
及小針孔等瑕疵，影響陶瓷酒瓶生產品質；由陶瓷廠製作供給金酒公司灌酒販售的陶瓷酒瓶，因單位成本
偏高「肇致接單虧損」；雖積極研發高附加價值的精緻陶瓷藝品等產品，以分散銷售風險，惟陶瓷藝品市

場規模有限，宣傳力度不足，又藝品彩繪師傅日益凋零，未將手藝傳承，無法有
效拓展高附加價值產品之競爭力，近3年度（106至108 年度）生產量大幅削減，
未能有效提升營運績效。

審核報告中也提到，經函請檢討改善後，陶瓷廠回覆為：「將加強保養窯爐
設備，已減少瑕疵品之產生，並編列預算汰換老舊生產機具；除加強客製主題酒
行銷外，擬陳報金門縣政府協助整合地方產業產銷分工永續發展，以提升銷貨收
入及盈損平衡；將加強網路行銷及廣告能見度，結合學生旅客推廣陶藝拉坯及彩
繪創意體驗活動，並邀請專家及退休工藝師教導講習，提升技藝素質」。

審核報告評論陶瓷廠函覆的檢討改善成果，指出：「惟截至109 年9 月底
止，該廠陶瓷酒瓶及客製化酒瓶銷售收入較預計減少4,143 萬餘元，且仍有因酒
瓶良率不佳，致無法如期交貨而支付逾期罰款，或遭金酒公司索討瑕疵酒瓶賠償
等情事，金額合計199 萬餘元，顯示行銷策略尚待策進，亦未有效管控酒瓶品質
穩定性，亟待檢討癥結原因研謀良策，俾利永續經營」。

資料來源：審計室109年度審核報告

金門縣縣營事業單位盈虧及待填補虧損情形

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之推動與執行成效，向為社會及輿論關注焦點，審計部福建省金門縣審
計室針對縣府暨所屬機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下稱重大建設）及執行情形等進行查核，近7

成執行率未達80%、完成的4項中有2項或總經費（決算金額）較原核定經費增加逾 1 千萬元，或
實際執行期程較原核定期程延後達1年以上。審計室也於109年度金門縣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
綜計表審核報告中（以下簡稱審核報告），提出相關建議及改善意見。

審核報告中說明109年度重大建設，由審核室列管者計有27項，分屬縣政府及所屬6個局
（處）主管，年度可支用預算數35億8,181萬餘元，截至109年底止，執行數17億2,172萬餘元，執
行率48.07％。其中年度可支用預算執行率未達80％之計畫共計18項。另109年度執行完成之重大
建設計畫共計4 項，其中部分計畫執行過程因工程發包多次流標、申請火藥爆破查驗或變更設計
等影響，計畫完成總經費（決算金額）較原核定經費增加逾1千萬元，或實際執行期程較原核定期
程延後達1年以上者，計有2項。

審核報告中指出，審計室查核重大建設發現的二大缺失，分別是：「1.部分重大公共建設計
畫因發包不順、設計審查作業冗長、施工進度落後、或須辦理變更設計，致預算執行率偏低，允
宜加強提升預算執行成效」、「2.部分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竣工後，因嚴重逾期或履約爭議，致延
宕驗收結算作業，經通知機關查處並追蹤改善結果，已積極趕辦驗收結算作業」。

在「部分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因發包不順、設計審查作業冗長、施工進度落後、或須辦理變更
設計，致預算執行率偏低，允宜加強提升預算執行成效」這項上，審核報告中說明，審計室分析
金門縣政府每 月 列管 表 所列之27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進度、執行資料，截至109年底止，部
分計畫核有：（1）工程發包過程多次流廢標；（2）規劃設計審查作業辦理過程冗長；（3）承
商施工進度落後；（4）工程驗收及結算期程延宕；（5）承商未依契約規定條件申請估驗計價；
（6）多次辦理工程變更設計等情事，影響計畫進度，致年度預算執行率未達 80％，經函請該府
查明原委並研謀改善措施。縣府回復：（1）已檢討流廢標次數過多原因，並加速趕辦招標作業；
（2）已積極與規劃設計單位檢討儘速辦理審查作業；（3）已就工程進度落後原因督促承商趲趕
進度；（4）已督促監造單位及承商儘速辦理驗收及結算作業；（5）已督促承商依契約規定申辦
估驗計價；（6）已督促監造單位及承商儘速完成變更設計作業等。

另在「部分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竣工後，因嚴重逾期或履約爭議，致延宕驗收結算作業，經通
知機關查處並追蹤改善結果，已積極趕辦驗收結算作業」，審核報告則指出金門縣政府辦理「洋
山淨水場新建工程」1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其附屬工程「洋山淨水場、擎天配水池送水管新建工
程」，計畫及工程經費分別為4億2,165萬餘元及4,630萬餘元，分別於109年8月12日及109年3月5
日竣工。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洋山淨水場新建工程」未如期竣工而暫停計價多時，致預
算執行率未達80％；（2）「洋山淨水場、擎天配水池送水管新建工程」竣工迄109年底止，已逾
半年仍未完成結算作業等情事，經函請檢討妥處。縣 府 回 復：（1）因考量逾期罰款所需，爰依
契約規定暫緩給付部分款項，已督促承商積極趕辦驗收缺失改善，以加速完成結算作業；（2）驗
收作業雖已完成，惟規劃設計單位就設計及監造費用之核算存有疑義，並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已依該會調解結果趕辦結算作業。

綜觀審核報告中對於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之查核說明，不難
發現本縣109年度重大工程計畫在執行上，執行力未達80%者有7成（27項中有18項）；而109年
度執行完成的4項計畫中，有2項為完成總經費（決算金額）較原核定經費增加逾 1 千萬元，或實
際執行期程較原核定期程延後達1年以上。

預算執行率不到五成  近七成重大公共建設預算執行率未達 80%   

資料來源：審計室109年度審核報告

表1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109年度重大公共建
設計畫預算執行情形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109年度重大公共建設
計畫預算低執行率項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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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為推廣低碳島願景，斥資4,596萬餘元規劃建置24 小時KBike系統，打造離
島地區首座自動化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案經該府於103年12月辦理之「金門縣公共

自行車租賃系統(下稱KBike系統)委外建置與試營運服務計畫」勞務採購，並自106年4月
16日起由廠商試營運 6 個月。金門縣府於同年10月16日接管KBike系統自行營運後，因系
統長期未妥善維護，軟體缺失持續擴大，雖委商進行緊急檢修處置，仍無法徹底改善故障
問題，導致耗資數千萬元建置之系統於107年12月5日全面停擺，嚴重傷害政府施政形象。
「KBike系統委外建置與試營運服務計畫」一案，經審計部審計室稽察發現，機關人員財務
上涉有不法或重大違失情事，遂依審計法第 17 條規定，於109年度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
經調查發現，該巨額採購案未妥善訂定投標廠商基本資格條件，致評選過程有瑕疵，監察
院認定KBike「評選作業」有重大違失，通過糾正金門縣政府。

審計室於109年度審核報告中指出，金門縣政府未慎酌巨額採購案件之特殊性及實際
需要，妥訂投標廠商基本資格及特定資格，又採購評選委員會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未依
規定載明廠商間之差異，且將得標廠商服務建議書中屬於評選項目之計畫主持人個人過去
經歷，列為評選項目之廠商實績，有違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及招標文件規定，讓系統
建置案公告招標前 9 天才設立，且未具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經驗的廠商得以參加投標，並
經評選作為決標對象。採購評選委員會內聘評選委員未依規定參與評分，均交由外聘委員

負責評選，且外聘委員又未能依KBike 評選要點之評分標準給分，導致得標廠商於廠商實
績部分所獲評分高於規定，而未得標廠商未獲應有之評分，影響實質評選結果，採購評選
委員會召集人或工作小組，對於評選過程不符規定，卻未提出不同意見，肇致才剛成立不
久，且不具實績之廠商得標，衍生系統全面暫停租賃服務等重大違失情事。

審核報告中也指出，金門縣KBike系統「招標過程」及「評選作業」有重大違失，縣
府相關負責單位履約期間又漠視政風單位之預警性建議 ，且本身設站需求反覆不明，欠缺
管理能力，無法有效督促得標廠商確實履約，造成「自行車租賃站」規劃於私人土地上，
加上設計品質問題，額外衍生用地取得成本，及設計成果必須重新檢視，延宕計畫建置期
程長達 8個月，在試營運階段逾6成租賃站之自行車周轉率無法達成目標。審計室進一步指
出，耗費鉅資建置的 KBike 系統，未妥為規劃點交計畫，接管後缺乏專業能力及人力妥善
維護管理，又未規範原系統建置廠商提供售後服務及保固責任，並延遲確定KBike系統後續
營運管理模式，延誤系統委外維護案採購時機1年1個月，造成系統維護空窗期間。而設置
租賃站未採納專業單位建議，即予大幅追加經費，擴大租賃站數量，增加財政支出及自行
接管系統營運管理負擔，復因原契約未載明廠商應提供系統原始開發程式碼，影響系統故
障檢測作業，須再耗費398萬元重新開發系統程式，原開發系統程式棄置未用，設計費461
萬餘元形同虛擲。

監察院認定：KBike「評選作業」重大違失
耗費鉅資建置之系統全面停擺 嚴重傷害政府施政形象

昔日「金雞母」光環是否不再？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酒公司)是本縣最重要
的縣營事業單位，為地區的財政命脈，每年的營業收入是備受

矚目的焦點，因為它影響著金酒公司挹注縣庫的金額，而縣府長期以
來，也是憑藉著金酒公司這隻「金雞母」的捐贈款及盈餘繳庫而能發
放多項社會福利，羨煞不少縣市，畢竟各項縣政的推動，均須仰賴充
裕與穩定的財源支應，使有限財政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與配置。
雖然金酒公司目前是六個營業基金當中最獲利的公司，但與往年

相較之下，挹注縣庫歲入預算財源逐年縮水，連帶使得縣府的歲入自
籌財源比例有下降趨勢，財政自主能力漸趨弱化是不爭的事實！在金
門縣審計室109年度金門縣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中(以下簡稱:審核報告)提到：「本縣自籌財源之「捐獻收入」及「盈
餘繳庫收入」等科目收入，經分析主要來自於金酒公司之資金挹注，
但近10年度（100至109年度）金酒公司挹注之金額，已自100年度
之54億餘元，逐年下降至109年度18億餘元，減少36億餘元，減幅
66.93％，占自籌財源比率亦自100年度之75.11％，至109年度下降
為51.68％，減少23.43個百分點。」
於100至106年度間，金酒公司每年均編列4億元至5.21億餘元不

等之盈餘繳庫金額，惟自107年度起，因應大陸市場競爭、汰換部分
老舊設備，及辦理醱酵池、包裝工廠、包材庫及儲酒儲運設施等項重
大工程投資，公司內部資金需求殷切，已連續3年未編列盈餘繳交縣
庫，這顯示出金酒公司的貢獻度正在降低，財政已逐步失衡，若再不
採取作為，縣庫很可能面臨負債！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國內外經營環境嚴峻，主

要供銷各通路之酒品銷售業績急速萎縮，尤其是中國市場及免稅通路
的兩大成長主力大受波及，促使金酒公司營業收入鉅幅下滑，嚴重衝
擊公司營運績效。此外，在審核報告中也指出：「金寧廠及金城廠均
因生產線操作時間占滿正常上班時段，因此援例每人得申請1至1.5
個小時加班辦理廠房設備清潔等相關工作，雖依該加班管理規定作
業程序申請加班費，惟107至109年度『金城廠及金寧廠-生產線操作
班』，其加班費合計支出分別為6,602萬餘元、7,017萬餘元及5,670
萬餘元，連續三年占各該年度加班費實支數之70.30％、72.07％及
85.97％，顯示兩廠生產線操作班的加班費支領比率偏高。」
近年來因金酒的銷售量逐年下降，主力消費族群老化，多年來遲

遲打不進年輕市場，中國銷售市場也未如預期，導致庫存量逐年上
升、增加負擔，包材採購也屢因銷售不佳展延履約期限，或數量過剩
滯存倉庫，影響倉儲可運用空間等。審核報告中提到：「金酒公司
截至109年12月底止，包材帳列金額為2億5,077萬餘元，占存貨總額
80億2,738萬餘元之3.12％，建議金酒公司應審慎評估包材最適化採
購數量，避免包材採購未達契約數量衍生後續賠償之虞，及購買過量
包材或因倉儲環境不佳，致需報廢包材造成公帑浪費，並檢討與研議
閒置包材使用情形，如確認無法再活化使用，再進行報廢作業，增加
倉儲運用空間。」
另受大宗原物料及包材等價格上漲因素，營業成本自105年度

之52億8,855萬餘元，上升至109年度之55億163萬餘元，增幅約

4.03％。審核報告中進一步強調：「金酒公司為提升酒瓶包裝效率及降低包材運輸成本，規劃辦理包裝工廠及包材庫新建工
程計畫，惟一再變更需求，設計成果大幅超出核定投資總額而遭縣府退案重辦，且決策反覆不定，致已完成之設計成果無法
運用，增加不經濟支出，迄已歷時十餘年仍未完工，未能達成計畫預期效益。」
綜觀以上所述，國內外銷售市場遇瓶頸、員工加班費偏高、庫存量增加及包材採購與管理未臻周妥，皆是金酒公司眼前

必須研謀改善之情事，因此首要之務即是調整營銷策略、積極拓展酒品市場，加強營運管理、有效控制整體成本，以提升競
爭力及經營績效。金酒公司是整個金門經濟建設與社會福利的基石，除了讓金門成了不用舉債的縣市外，也使金門人的社會
福利居全國之冠，因此「金雞母」未來是否能再度重拾光環？為收支失衡的縣庫注入足夠活水，繼續為鄉親帶來福祉，可說
是眾所矚目的焦點！

金酒捐贈年年縮水  縣庫財源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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