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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1

經營成績：

　基金來源 125,123,000 112,401,000 12,722,000 11.32

　基金用途 126,325,339 108,831,297 17,494,042 16.07

　賸餘(短絀－) -1,202,339 3,569,703 -4,772,042 --

餘絀情形：

　基金餘額 68,337,310 69,539,649 -1,202,339 -1.73

現金流量(註)：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 -1,202,339 3,569,703 -4,772,042 --

附註：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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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為防制空氣污染，建立污染者付費制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                  

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8 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費專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以加速空氣污染防制工作，達成維

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並提高生活品質之目的。 

二、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本基金管理機關為環境保護局，所需人力除於 90 年 7 月 11 日經本府組織編制審查小組 90 年第 5 次會議審議同意增置約

僱人員 6 名外，並由機關內部相關人員兼辦基金業務。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本基金屬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 

貳、業務範圍及經營趨勢 

一、 業務範圍：辦理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保管及運用等相關事項。 

二、 最近 5 年經營趨勢：辦理空氣污染防制等業務本年度預算數 126,325,339 元，上年度預算數 108,831,297 元，前年度決算數 149,701,218 元，102 年度決算數

134,932,175 元，101 年度決算數 112,125,300 元。 

參、業務計畫 

一、業務計畫及目標： 

本年度業務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及預期績效，詳列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業 務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重 點 內 容  預 算 數  預 期 績 效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執行營建工程污染管制計畫 7,500,000 營建工程污染管制計畫透過宣

導、訓練及巡查管制工作，將

可凝聚營建工程業者主動進行

污染防制措施之共識，有效削

減本市營建工程粒狀污染物之

排放量，依據本市營建工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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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重 點 內 容  預 算 數  預 期 績 效  

   氣污染管理系統針對歷年計畫

執行效益之運算統計，執行營

建工程污染管制計畫每年約可

削減 1,700~2,200 公噸之 TSP。 

 2.執行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稽查

管制計畫 

6,846,000 (1) 持續推動許可制度，掌握固

定污染源之排放狀況資料。 

(2) 維護更新及擴充固定污染

源管理資訊系統，建立檔案

管理制度。 

(3) 辦理污染源稽巡查、檢測及

減量相關作業，強化污染源

管制與追蹤。 

(4) 協助空污費徵收作業，落實

污染者付費理念。 

 3.辦理本市空氣品質改善維護

計畫整合暨成效評核之相關

工作 

4,000,000 (1) 整合並追蹤檢討各項計畫

之成效，對整體減量成效進

行評估，以達成空氣品質改

善目標。 

(2) 落實空氣污染防制費專款

專用之功效。 

(3) 擬定優先可行之管制策略。 

(4) 掌握轄區內污染源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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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重 點 內 容  預 算 數  預 期 績 效  

   資料。 

 4.辦理移動污染源稽查管制工

作 

33,150,000 (1) 執行機車排氣攔檢及定檢

巡查，取締高污染車輛，並

對檢測數據及相關資料進

行分析，以瞭解不同時期出

廠車輛之排放特性及車輛

劣化情形。 

(2) 提升機車排氣定期檢驗站

之服務品質及檢測水準，進

而有效改善機車廢氣排放

之情形，以維持臺北市空氣

品質。 

(3) 辦理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

測及油品檢測，透過路邊攔

查、目測判煙稽查及油品稽

查，有效改善柴油車廢氣排

放狀況，維持臺北市空氣品

質。 

 

 

 

 

5.辦理臺北市公共場所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宣導暨檢測工作 

 

 

13,618,000 

 

 

 

(1)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逐批公

告之臺北市公共場所，查核

其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之情形，提升室內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41301001-6 

     業 務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重 點 內 容      預 算 數     預 期 績 效  

   空氣品質維護與管理能力

以符合法規要求。對於尚未

列入逐批公告之。 

(2) 本市公共場所，協助提升室

內場所自主管理能力，以輔

導場所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

準。 

 (3) 辦理室內空氣品質法規、維

護與管理技術講習會，宣導

本市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人員相關知識。 

建築及設備計畫  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監測

儀器購置 

          7,823,250   (1) 全年預計執行常態性監測作

業日數共計 168 日以上，可

與現有固定監測站點達互補

效果。 

 (2) 緊急監測可於 1 日內完成監

測準備作業，提高緊急應變

成效。 

 (3) 議員問政與市民陳情案件，

可第一時間執行監測作業，

提供本局作為追查污染來源

之重要參考。 

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購置

交通及運輸設備 

          1,201,750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41301001-7 

 (4) 監測車監測結果定期公布，

提供市民額外環境品質資

訊。 

 

二、執行政府重要政策： 

（一）車輛排氣及油品之稽查管制：執行柴油車輛排氣及油箱用油抽驗、推動機車排氣定檢制度並配合擴大機車路邊稽查管制。 

（二）加強工地污染管制，擴大洗掃街認養：採稽查輔導並重方式列管營建工程及督促污染改善。辦理營建工程污染輔導改善及優良工地評鑑作業。執行營

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作業，並鼓勵營建業主落實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推廣宣導營建工地潔淨運動及最佳可行污染控制技術，以降低工地之污染。 

（三）持續加強餐飲業排油煙輔導管制：進行餐飲業減量協商，推動餐飲業空氣污染物污染防制，加強餐飲業污染陳情案稽查取締工作。 

（四）低污染車輛推廣：辦理電動機車新購及老舊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補助，鼓勵民眾選用低污染機車。 

（五）辦理節能減碳獎補助及宣導：辦理節能領導獎、推動社區及家戶節能減碳並補助社區節能改造。 

（六）辦理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暨檢測：查核執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情形，協助提升自主管理能力，以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肆、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包括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66,500,000 元，違規罰款收入 700,000 元，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57,418,000 元，雜項收入 505,000 元，合計

125,123,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12,401,000 元，增加 12,722,000 元，主要係增列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6,500,000 元、政府其他撥入收

入 6,222,000 元。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包括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17,300,339 元，建築及設備計畫 9,025,000 元，合計 126,325,339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8,831,297 元，增加

17,494,042 元，主要係新增臺北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應用及指標管理計畫 3,637,680 元、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監測儀器購置

7,823,250 元、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購客貨兩用車 1,201,750 元，增列職工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逾時加班費 2,400 元、約僱人

員保險費 57,888 元、文康活動費 4,740 元、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稽查管制計畫 256,0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推動公

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暨檢測計畫 8,042,000 元、執行空氣污染防制業務相關計畫之文具消耗用品 4,000 元、國際組織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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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元、異味污染物官能測定執行計畫 247,5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加強移動性污染源-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

計畫 100,000 元、補(捐)助臺北市環境教育基金 536,764 元，減列職員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逾時加班費 51,800 元、國外旅費 81,000

元、相關會議專家學者出席費 184,000 元、執行臺北市溫室氣體國際參與及節能減碳推廣計畫 181,1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辦理臺北市機車排氣檢驗站考核評鑑暨定檢通知計畫 400,0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及油品檢測計

畫 1,000,000 元、辦公(事務)用品 2,88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機車定檢管制計畫 520,000 元、推動社區及家戶節能

減碳獎勵費用 2,000,000 元等。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1,202,339 元，連同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69,539,649 元，尚有基金餘額 68,337,310 元，備供以後年度運

用。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1,202,339 元，主要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所致。 

四、補辦預算事項： 

購置固定資產：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 103 年度「臺北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與檢測計畫」之設備費項目，購置攜帶型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檢

測甲醛)一臺 3 萬 5,000 千元及攜帶型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檢測濕度、溫度、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一臺 7 萬 5,000 元，所需經費共計 11 萬元，業於

103 年 10 月 24 日簽奉核准及 103 年 12 月 16 日府授環一字第 10338787100 號函核定，同意於 103 年度先行辦理，並於 105 年度補辦 103 年度預算。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 104 年度「臺北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與檢測計畫」之設備費項目，購置室內自動連續監測儀器，所需

經費共計 8 萬 2,000 元，業於 104 年 4 月 24 日簽奉核准及 104 年 5 月 4 日府授環一字第 10432945200 號函核定，同意於 104 年度先行辦理，並於 105

年度補辦 104 年度預算。 

伍、其他重要說明 

本年度預算與上年度預算各項目增減之原因： 

一、 員工人數增減之分析：本年度員工人數 6 人，較上年度預算無增減。 

二、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各科目增減原因之分析： 

（一） 基金來源： 

1. 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66,500,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0,000,000 元，增加 6,500,000 元，主要係增列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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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 違規罰款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700,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00,000 元，無增減。 

3.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57,418,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1,196,000 元，增加 6,222,000 元，主要係增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加強

移動性污染源-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計畫 100,0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宣導暨檢測計畫 8,042,000 元，減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機車定檢管制計畫 520,0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補助辦理臺北市機車排氣檢驗站考核評鑑暨定檢通知計畫 400,0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及

油品檢測計畫 1,000,000 元等。 

4. 雜項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505,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05,000 元，無增減。 

（二） 基金用途： 

1. 用人費用：本年度預算數 3,890,156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881,668 元，增加 8,488 元，主要係增列職工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逾時加班費 2,400 元、

約僱人員保險費 57,888 元，減列職員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逾時加班費 51,800 元。 

2. 服務費用：本年度預算數 76,970,001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6,875,681 元，增加 10,094,320 元，主要係新增臺北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應用及指標管理

計畫 3,637,680 元，增列文康活動費 4,740 元、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稽查管制計畫 256,0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推動公共

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暨檢測計畫 8,042,000 元，減列國外旅費 81,000 元、相關會議專家學者出席費 184,000 元、執行臺北市溫室

氣體國際參與及節能減碳推廣計畫 181,1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機車排氣檢驗站考核評鑑暨定檢通知計畫 400,0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及油品檢測計畫 1,000,000 元等。  

3. 材料及用品費：本年度預算數 147,64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46,520 元，增加 1,120 元，主要係增列執行空氣污染防制業務相關計畫之文具消耗用

品 4,000 元，減列辦公(事務)用品 2,880 元。 

4.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本年度預算數 32,372,542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4,007,428 元，減少 1,634,886 元，主要係增

列國際組織會費 850 元、異味污染物官能測定執行計畫 247,500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辦理加強移動性污染源-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計畫 100,000 元、補(捐)助臺北市環境

教育基金 536,764 元，減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機車定檢管制計畫 520,000 元、

推動社區及家戶節能減碳獎勵費用 2,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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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本年度預算數 3,920,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920,000 元，無增減。 

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本年度預算數 9,025,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 0 元，增加 9,025,000 元，主要係新增多功能環境

品質監測車-監測儀器購置 7,823,250 元、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購置客貨兩用車 1,201,750

元。 

（三） 本期賸餘(短絀)：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1,202,339 元，較上年度預算賸餘 3,569,703 元，由賸餘轉為短絀，詳細原因如前所述。 

 

 



單  位 說               明
先行辦理
年　　度

項  目  名  稱 單  價數  量 金  額
業務計畫
及用途別

補辦預算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1

合計 192,000

192,000購置固定資產

建築及設備計畫103 110,000

110,000購置固定資產

110,000購置機械及設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3年
度「臺北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宣導與檢測計畫」之
設備費項目，購置攜帶型室內空
氣品質偵測器(檢測甲醛)1臺3萬
5,000元及攜帶型室內空氣品質偵
測器(檢測濕度、溫度、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1臺7萬5,000元，所需
經費共計11萬元，業於103年10月
24日簽奉核准及103年12月16日府
授環一字第10338787100號函核准
，於103年度先行辦理，並於105
年度補辦103年度預算。

75,00075,0001具購置檢測溫度、濕度、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偵測儀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3年
度「臺北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宣導與檢測計畫」之
設備費項目，購置攜帶型室內空
氣品質偵測器(檢測甲醛)1臺3萬
5,000元及攜帶型室內空氣品質偵
測器(檢測濕度、溫度、一氧化

35,00035,0001具購置檢測甲醛偵測儀器



單  位 說               明
先行辦理
年　　度

項  目  名  稱 單  價數  量 金  額
業務計畫
及用途別

補辦預算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12

碳、二氧化碳)1臺7萬5,000元，所
需經費共計11萬元，業於103年10
月24日簽奉核准及103年12月16日
府授環一字第10338787100號函核
准，於103年度先行辦理，並於
105年度補辦103年度預算。

建築及設備計畫104 82,000

82,000購置固定資產

82,000購置機械及設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4年
度「臺北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宣導與檢測計畫」之
設備費項目，購置自動連續監測
儀器，所需經費共計8萬2,000元，
業於104年4月24日簽奉核准及104
年5月4日府授環一字第
10432945200號函核准，於104年度
先行辦理，並於105年度補辦104
年度預算。

82,00082,0001具購置室內空氣品質自動連續監測
儀器

各管理機關(構)依預算法第８８條規定補辦預算，應確係不及編入年度預算，且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含執行中央補助款項目)之確實需要，並經
主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准先行辦理者；不具急迫性之事項，仍應儘可能納入預算辦理。

備註：



主     要     表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編　號
比較增減（－）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前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05年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3

12,722,000基金來源158,441,191 125,123,000 112,401,0004

6,500,000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86,765,636 67,200,000 60,700,00041

6,500,000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86,557,949 66,500,000 60,000,000412

違規罰款收入207,687 700,000 700,000415

6,222,000政府撥入收入71,424,666 57,418,000 51,196,00046

6,222,000政府其他撥入收入71,424,666 57,418,000 51,196,00046Y

其他收入250,889 505,000 505,0004Y

雜項收入250,889 505,000 505,0004YY

17,494,042基金用途149,801,668 126,325,339 108,831,2975

8,469,042空氣污染防制計畫149,701,218 117,300,339 108,831,29751

9,025,000建築及設備計畫100,450 9,025,0005M

-4,772,042本期賸餘(短絀-)8,639,523 -1,202,339 3,569,7036

14,508,817期初基金餘額57,330,423 69,539,649 55,030,83271

9,736,775期末基金餘額65,969,946 68,337,310 58,600,53573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項　　　　　　　　　　　　　目

名　　　　　　　　　　　　　稱編    號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現金流量預計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14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81

-1,202,339811 本期賸餘(短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813 -1,202,339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82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82Z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83 -1,202,33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84 115,451,04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85 114,248,705

註：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３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附     屬     表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5

合計 66,500,00060,000,00086,557,949

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66,5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60,000,000元，增加
6,500,000元。

60,000,00086,557,949 412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17條規定辦理
。
(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入，
其為營建工程者預計64,000,000元。
(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入
2,500,000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由固定污染源所收
款項以60%比例將其撥交屬臺北市轄區
部分)。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違規罰款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16

合計 700,000700,000207,687

違規罰款收入 7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700,000元，無增減。700,000207,687 415

空氣污染防制費逾期繳納滯納金及利息
收入。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政府其他撥入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7

合計 57,418,00051,196,00071,424,666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57,418,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51,196,000元，增加
6,222,000元。

51,196,00071,424,666 46Y

5,25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淘汰老舊二
行程機車計畫。

9,6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加強移動性
污染源-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
計畫。
辦理單位:衛生稽查大隊。

8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機車
定檢管制計畫。
辦理單位:衛生稽查大隊。

9,0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機車
排氣檢驗站考核評鑑暨定檢通知計畫
。

13,75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柴油車動力
計排煙檢測及油品檢測計畫 。

2,0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餐飲業空氣
污染管制及輔導改善計畫。

13,618,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推動
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暨檢測
計畫。

3,4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市清潔
車輛(垃圾車)裝置後處理器(濾煙器)運
行維護計畫。



本 年 度 預 算 數前年度決算數 說        明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編    號 名              稱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來源－雜項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18

合計 505,000505,000250,889

雜項收入 50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505,000元，無增減。505,000250,889 4YY

違約罰款收入及招標文件、圖說工本費
收入。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9

117,300,339合　計108,831,297149,701,218

3,890,156用人費用3,881,6684,234,138 1

2,441,376 較上年度預算數2,441,376元，無

增減。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2,441,3762,348,839 12

2,441,376 約僱人員6人薪金(詳聘用及約僱

人員明細表第40頁)。

約僱職員薪金 年2,441,3762,348,839 122 1 2,441,376

496,600 較上年度預算數546,000元，減

少49,400元。

超時工作報酬546,000898,931 13

477,400加班費526,800887,931 131

214,600 職員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逾時

加班費。

人、小時 10x116 185

40,800 職工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逾時

加班費。

人、小時 2x170 120

222,000 技術室辦理空氣品質監測業務逾

時加班費。

人、小時 20x60 185

19,200 執行空氣污染防制業務及車輛排

氣檢查業務外勤誤餐費。

誤餐費 人、次19,20011,000 133 10x24 80

315,172 較上年度預算數315,172元，無

增減。

獎金315,172382,671 15

305,172 約僱人員年終獎金。年終獎金 年305,172305,172 152 1 305,172

10,000 處理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案件人員

獎勵金。

其他獎金 年10,00077,499 15Y 1 10,0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20

146,448 較上年度預算數146,448元，無

增減。

退休及卹償金146,448140,083 16

146,448 約僱人員離職儲金。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年146,448140,083 161 1 146,448

490,560 較上年度預算數432,672元，增

加57,888元。

福利費432,672463,614 18

303,840 約僱人員保險費。分擔員工保險費 年245,952301,604 181 1 303,840

90,720 約僱人員上下班交通費。員工通勤交通費 人、月、段90,72067,842 187 6x12x2 630

96,000 約僱人員休假補助費。其他福利費 人96,00094,168 18Y 6 16,000

76,970,001服務費用66,875,68187,413,254 2

254,880 較上年度預算數254,880元，無

增減。

郵電費254,880286,767 22

216,000 會議資料、報表、車輛到檢通知

書等資料寄送郵資。

郵費 年216,000248,767 221 1 216,000

38,880 電話費。電話費 部、月38,88038,000 222 6x12 540

221,250 較上年度預算數302,250元，減

少81,000元。

旅運費302,250178,402 23

23,250 參加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會議及訓

練旅費。

國內旅費 天23,25046,473 231 15 1,550

198,000 赴摩洛哥-卡薩布蘭加參加COP

22溫室效應氣體減量相關會議及

考察。(綜企小組)。

國外旅費 人279,000131,929 232 2 99,0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1

250,531 較上年度預算數250,531元，無

增減。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250,531446,836 24

250,531印刷及裝訂費250,531446,836 241

36,000 印製營建工程空污費徵收相關資

料。

年 1 36,000

100,000 印製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資料（含

法規、會議資料等）。

年 1 100,000

36,000 印製移動污染源管制相關資料。年 1 36,000

6,000 決算、表報、憑證、文件等印刷

、裝訂費用。

年 1 6,000

6,205 帳冊印刷費用。年 1 6,205

13,125 概、預算書印刷、裝訂費用。本 105 125

10,000 印製監測系統管理手冊、儀器檢

查、維護登記簿等文件及相關文

具費用(技術室)。

年 1 10,000

43,201 影印機使用費。臺、月、張 1x12x5,143 0.7

24,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24,000元，無增

減。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24,000 25

24,000 監測站房暨周邊設施修繕費用(

技術室)。

其他建築修護費 站24,000 254 8 3,000

12,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7,260元，增加

4,740元。

一般服務費7,2607,260 27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22

12,000 文康活動費，本基金編列約僱人

員6人，每人編列2,000元。

體育活動費 人、年7,2607,260 27F 6x1 2,000

76,207,340 較上年度預算數66,036,760元，

增加10,170,580元。

專業服務費66,036,76086,493,989 28

253,420講課鐘點、稿費、出

席審查及查詢費

437,4201,185,247 285

128,000 相關會議專家學者出席費。人、次 16x4 2,000

7,220 翻譯空氣污染防制業務相關資料

(含法令、會議資料等)。

式 1 7,220

12,000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

操作許可審查會專家學者出席費

。

人、次 3x2 2,000

10,200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

操作許可申請案件審查費。

千字 60 170

96,000 本府節約能源相關會議出席費。

(綜企小組)。

人、次 12x4 2,000

810,000委託檢驗(定)試驗認

證費

810,000655,500 287

750,000 固定污染源排放戴奧辛空氣污染

物稽查管制計畫，廢棄物焚化爐

戴奧辛排放檢測費用。

式 1 750,000

60,000 執行空氣污染事件或特殊空氣污件 6 10,0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3

染物緊急委託檢測費用(技術室)

。

委託考選訓練費10,000 288

75,143,920其他64,789,34084,643,242 28Y

7,500,000 執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管制計畫

，辦理營建工程空氣污染巡查管

制及空污費徵收之相關工作。

式 1 7,500,000

6,846,000 執行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稽查管制

計畫，辦理固定污染源資料建檔

更新、巡查管制、空污費徵收之

相關工作。

式 1 6,846,000

4,000,000 辦理本市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

整合暨成效評核之相關工作。

式 1 4,000,000

4,692,240 執行臺北市空氣品質監測與其設

施維護計畫，辦理空氣品質稽查

檢驗評鑑等工作(技術室)。

式 1 4,692,240

6,700,000 執行臺北市溫室氣體減量國際參

與及節能減碳推廣計畫。(綜企

小組)。

式 1 6,700,000

3,637,680 執行臺北市空氣品質監測資料應

用及指標管理計畫，辦理空氣品

質預報等工作。(新增)。

式 1 3,637,68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24

9,0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

市機車排氣檢驗站考核評鑑暨定

檢通知計畫 。

式 1 9,000,000

13,75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柴油

車動力計排煙檢測及油品檢測計

畫。

式 1 13,750,000

2,0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餐飲

業空氣污染管制及輔導改善計畫

。

式 1 2,000,000

13,618,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

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宣導暨檢測計畫。

式 1 13,618,000

3,4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

市清潔車輛(垃圾車)裝置後處理

器(濾煙器)運行維護計畫。

式 1 3,400,000

147,640材料及用品費146,520363,262 3

147,640 較上年度預算數146,520元，增

加1,120元。

用品消耗146,520363,262 32

52,640辦公(事務)用品51,520268,912 321

8,640 約僱人員6人，按每人每月120元

編列。

人、月 6x12 120

44,000 執行空氣污染防制業務相關計畫式 1 44,0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5

之文具消耗用品。

95,000其他95,00094,350 32Y

15,000 照相機、錄音機之各類電池及排

氣檢測儀器等周邊耗材。

式 1 15,000

80,000 執行空氣污染物檢驗用器皿、藥

品及氣體等各項材料費用(技術

室)。

式 8 10,000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1,000 6

規費1,000 66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1,000 661

32,372,542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34,007,42852,767,587 7

31,140 較上年度預算數30,290元，增加

850元。

會費30,29032,384 71

31,140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

國際組織年費。(綜企小組)。

國際組織會費 式30,29032,384 711 1 31,140

31,441,402 較上年度預算數33,077,138元，

減少1,635,736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33,077,13852,164,683 72

8,250,000捐助個人8,250,00022,665,500 721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26

3,000,000 補助本市市民新購電動機車或淘

汰二行程機車後購買電動機車。

輛 300 10,000

5,25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淘汰

老舊二行程機車計畫。

輛 3,500 1,500

2,000,000 補助社區節能改造。(綜企小組)

。

捐助私校及團體 式2,000,0002,000,000 722 1 2,000,000

19,441,402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

19,077,13823,669,183 723

1,110,100 異味污染物官能測定執行計畫。

辦理單位：衛生稽查大隊。

式 1 1,110,100

9,6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加強

移動性污染源-機車排放空氣污

染物稽查管制計畫。

辦理單位:衛生稽查大隊。

式 1 9,600,000

80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北

市機車定檢管制計畫。

辦理單位:衛生稽查大隊。

式 1 800,000

2,650,000 臺北市內湖、木柵及北投垃圾焚

化廠周界空氣、土壤及植物戴奧

辛含量濃度建立計畫(第13期

)2,650,000元。

辦理單位：木柵垃圾焚化廠。

式 1 2,650,0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7

2,000,000 本府相關機關執行空氣污染改善

工作，明細包括：

1. 辦理單位：交通局(新增)

辦理鼓勵自行車使用方案- Velo-

City Global 2016   1,000,000元。

2.辦理單位：民政局

辦理臺北市紙錢焚燒及香枝減量

宣導計畫1,000,000元。

式 1 2,000,000

3,281,302 依環境教育法第8條第2項第1款

規定，補(捐)助臺北市環境教育

基金，計算方式如下：

65,626,037元/年x5%。

式 1 3,281,302

1,750,000 2015臺北市節能領導獎獎勵費用

，共分五組，每組第一名

200,000元、第二名100,000元、

第三名50,000元。(綜企小組)。

其他 式3,750,0003,830,000 72Y 1 1,750,000

9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900,000元，無

增減。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900,000570,520 74

900,000 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

及獎勵辦法所需獎勵費用。

獎勵費用 輛900,000570,520 746 3,000 300

3,920,000其他3,920,0004,921,977 9

3,92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3,920,000元，無其他支出3,920,0004,921,977 91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28

增減。

3,920,000 空氣污染防制費跨年度退費。其他 年3,920,0004,921,977 91Y 1 3,920,000



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建築及設備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9

9,025,000合計100,450

9,025,00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100,450 5

9,025,000購置固定資產100,450 51

9,025,000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7,823,250購置機械及設備 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監測儀

器購置。(新增)。

式 7,823,250514 1

1,201,750購置交通及運輸設

備

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購置交

通及運輸設備。(新增)。

式 1,201,7505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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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決  算  數

103年(前年)12月31日 104年(上年)12月31日科　                         　　目 105年12月31日
比   較
增減(-)預　計　數 調整數(　)

調整後預計數

金    額 ％

預　計　數

金    額 ％名                       稱編      號 ±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31

資產合計120,561,476 122,928,840 92,401,044 -1,202,33931,730,135 124,131,179100.00 100.00 100.00

資產120,561,476 122,928,840 92,401,044 -1,202,33931,730,135 124,131,179100.00 100.00 100.001

流動資產115,763,566 118,130,930 89,658,522 -1,202,33929,674,747 119,333,26996.02 96.10 96.1311

現金111,881,341 114,248,705 89,658,522 -1,202,33925,792,522 115,451,04492.80 92.94 93.01111

銀行存款111,881,341 114,248,705 89,658,522 -1,202,33925,792,522 115,451,04492.80 92.94 93.011112

應收款項3,882,225 3,882,225 3,882,225 3,882,2253.22 3.16 3.12113

應收收益3,882,225 3,882,225 3,882,225 3,882,2253.22 3.16 3.121138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準備金

2,819,243 2,819,243 2,662,817 156,426 2,819,2432.34 2.29 2.2812

準備金2,819,243 2,819,243 2,662,817 156,426 2,819,2432.34 2.29 2.28124

退休及離職準備金2,819,243 2,819,243 2,662,817 156,426 2,819,2432.34 2.29 2.281241

其他資產1,978,667 1,978,667 79,705 1,898,962 1,978,6671.64 1.61 1.5913

什項資產1,978,667 1,978,667 79,705 1,898,962 1,978,6671.64 1.61 1.59131

存出保證金400 400 400 4000.00 0.00 0.001311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1,978,267 1,978,267 79,305 1,898,962 1,978,2671.64 1.61 1.591315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120,561,476 122,928,840 92,401,044 -1,202,33931,730,135 124,131,179100.00 100.00 100.00

負債54,591,530 54,591,530 33,800,509 20,791,021 54,591,53045.28 44.41 43.982

流動負債49,347,587 49,347,587 28,194,392 21,153,195 49,347,58740.93 40.14 39.7621

應付款項49,347,587 49,347,587 28,194,392 21,153,195 49,347,58740.93 40.14 39.76212

應付代收款1,465,777 1,465,777 674,671 791,106 1,465,7771.22 1.19 1.182123

應付費用47,797,149 47,797,149 27,403,101 20,394,048 47,797,14939.65 38.88 38.512125

其他應付款84,661 84,661 116,620 -31,959 84,6610.06 0.07 0.07212Y



金    額 ％

決  算  數

103年(前年)12月31日 104年(上年)12月31日科　                         　　目 105年12月31日
比   較
增減(-)預　計　數 調整數(　)

調整後預計數

金    額 ％

預　計　數

金    額 ％名                       稱編      號 ±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32

其他負債5,243,943 5,243,943 5,606,117 -362,174 5,243,9434.35 4.27 4.2222

什項負債5,243,943 5,243,943 5,606,117 -362,174 5,243,9434.35 4.27 4.22221

存入保證金2,424,700 2,424,700 2,943,300 -518,600 2,424,7002.01 1.98 1.952211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2,819,243 2,819,243 2,662,817 156,426 2,819,2432.34 2.29 2.272213

基金餘額65,969,946 68,337,310 58,600,535 -1,202,33910,939,114 69,539,64954.72 55.59 56.023

基金餘額65,969,946 68,337,310 58,600,535 -1,202,33910,939,114 69,539,64954.72 55.59 56.0231

基金餘額65,969,946 68,337,310 58,600,535 -1,202,33910,939,114 69,539,64954.72 55.59 56.02311

累積餘額65,969,946 68,337,310 58,600,535 -1,202,33910,939,114 69,539,64954.72 55.59 56.023111

註：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前年度決算數 897,000元，上年度調整後預計數800,000元，本年度預計數1,230,000元。
2.本基金自93年度起，本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將屬長期固定帳項，包括固定資產58,136,152元、無形資產1,334,505元及長期債務0元等，另立帳類管理，未納入本表。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33

149,801,668 108,831,297 117,300,339 9,025,000合計 126,325,339

4,234,138 3,881,668 3,890,156用人費用 3,890,156

2,348,839 2,441,376 2,441,376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2,441,376

2,348,839 2,441,376 2,441,376約僱職員薪金 2,441,376

898,931 546,000 496,600超時工作報酬 496,600

887,931 526,800 477,400加班費 477,400

11,000 19,200 19,200誤餐費 19,200

382,671 315,172 315,172獎金 315,172

305,172 305,172 305,172年終獎金 305,172

77,499 10,000 10,000其他獎金 10,000

140,083 146,448 146,448退休及卹償金 146,448

140,083 146,448 146,448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146,448

463,614 432,672 490,560福利費 490,560

301,604 245,952 303,840分擔員工保險費 303,840

67,842 90,720 90,720員工通勤交通費 90,720

94,168 96,000 96,000其他福利費 96,000

87,413,254 66,875,681 76,970,001服務費用 76,970,001

286,767 254,880 254,880郵電費 254,880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34

248,767 216,000 216,000郵費 216,000

38,000 38,880 38,880電話費 38,880

178,402 302,250 221,250旅運費 221,250

46,473 23,250 23,250國內旅費 23,250

131,929 279,000 198,000國外旅費 198,000

446,836 250,531 250,531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50,531

446,836 250,531 250,531印刷及裝訂費 250,531

24,000 24,000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4,000

24,000 24,000其他建築修護費 24,000

7,260 7,260 12,000一般服務費 12,000

7,260 7,260 12,000體育活動費 12,000

86,493,989 66,036,760 76,207,340專業服務費 76,207,340

1,185,247 437,420 253,420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253,420

655,500 810,000 810,000委託檢驗(定)試驗認證費 810,000

10,000 委託考選訓練費

84,643,242 64,789,340 75,143,920其他 75,143,920

363,262 146,520 147,640材料及用品費 147,640

363,262 146,520 147,640用品消耗 147,640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35

268,912 51,520 52,640辦公(事務)用品 52,640

94,350 95,000 95,000其他 95,000

100,450 9,025,00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9,025,000

100,450 9,025,000購置固定資產 9,025,000

100,450 7,823,250購置機械及設備 7,823,250

1,201,750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1,201,750

1,000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1,000 規費

1,000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52,767,587 34,007,428 32,372,542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32,372,542

32,384 30,290 31,140會費 31,140

32,384 30,290 31,140國際組織會費 31,140

52,164,683 33,077,138 31,441,402捐助、補助與獎助 31,441,402

22,665,500 8,250,000 8,250,000捐助個人 8,25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捐助私校及團體 2,000,000

23,669,183 19,077,138 19,441,402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9,441,402

3,830,000 3,750,000 1,750,000其他 1,750,000

570,520 900,000 900,000補貼(償)、獎勵、慰問、照 900,000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36

護與救濟

570,520 900,000 900,000獎勵費用 900,000

4,921,977 3,920,000 3,920,000其他 3,920,000

4,921,977 3,920,000 3,920,000其他支出 3,920,000

4,921,977 3,920,000 3,920,000其他 3,920,000



本年度增減數上年度預算數計      畫      及      項      目 增        減        原        因本年度預算數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人

41301001-37

66合計

66空氣污染防制計畫部分

66臨時職員

註：1.本表不包含臨時工員人數。
        2.本表臨時職員係指奉准有案之約聘僱人員。



合計
考績獎金績效獎金

計　畫　及　項　目
聘僱及兼職
人 員 薪 資 年終獎金

津貼超時工作報酬正式員額薪資
獎                         金

臺北市空氣污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41301001-38

305,172496,6002,441,3763,890,156合計

305,172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496,6002,441,3763,890,156

305,172職員 455,8002,441,3763,849,356

工員 40,80040,800

註：本表不包含臨時工員薪津。



退休及卹償金

員工通勤交通費傷病醫藥費分擔保險費
提繳費

其他福利費退休金其他獎金 提撥福利金卹償金
資遣費

福　　　　　利　　　　　費

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彙計表

染防制基金 41301001-39

10,000 146,448 90,720 96,000303,840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10,000 146,448 90,720 96,000303,840

職員10,000 146,448 90,720 96,000303,840

工員



聘用或約僱
起 訖 期 間

年需經費

月                              支

薪點擔任工作人數區分及職稱
經費來源
及其科目

離職
儲金

小計
折合
金額

勞保
保險費

健康
保險費

聘用及約僱人員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40

合計 3,196,8366

3,196,8366約僱人員小計

辦理空氣污染相關計畫
採購發包作業。

280 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

105.01.01-
105.12.31

40,162532,8061約僱人員 33,908 2,432 1,788 2,034

辦理彙整提報補助計畫
成果資料。

280 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

105.01.01-
105.12.31

40,162532,8061約僱人員 33,908 2,432 1,788 2,034

辦理營建工程空污費稽
徵及退費。

280 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

105.01.01-
105.12.31

80,3241,065,6122約僱人員 67,816 4,864 3,576 4,068

辦理環境保護基金預算
編審、控管。

280 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

105.01.01-
105.12.31

80,3241,065,6122約僱人員 67,816 4,864 3,576 4,068



單位 說           明項        目
數量 金額 金額數量 金額數量

合              計 增    購    部    分 汰  舊  換  新  部  分

增購及汰舊換新各種公務車輛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41

合　　　　計 1 1,201,7501 1,201,750

特種車 輛 1 1,201,7501 1,201,750 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購置客貨
兩用車。



車輛種類
工作

計畫別
廠 牌 及
引擎號碼

修護費

汽缸
總排氣量
（立方
公分）

合計

油料費(全年)
牌照稅
(全年) 金額

液化石油氣(全年)

車號
購置
年月

燃料
使用費
(全年) 單價

數   量
(公升) 單價 金額

檢驗執
照及保
險費

數   量
(公升)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車輛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42

車輛15輛合計

其他特種車1輛

掃街車4輛

電動公務機車
10輛

空氣污染
防制計畫

其他特種車(新
增)

201605

7,545掃街車 373-TS 中華 200807

7,545掃街車 375-TS 中華 200807

7,545掃街車 376-TS 中華 200807

7,545掃街車 377-TS 中華 200807

180電動公務機車 169-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0-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1-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2-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3-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5-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6-QFJ 中華EM198 201011



車輛種類
工作

計畫別
廠 牌 及
引擎號碼

修護費

汽缸
總排氣量
（立方
公分）

合計

油料費(全年)
牌照稅
(全年) 金額

液化石油氣(全年)

車號
購置
年月

燃料
使用費
(全年) 單價

數   量
(公升) 單價 金額

檢驗執
照及保
險費

數   量
(公升)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車輛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43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7-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8-QFJ 中華EM198 201011

180電動公務機車 179-QFJ 中華EM198 201011



預算數 說　　　　　　明計　畫　別 單位 單位成本 數量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44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合計 126,325,339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其工作效益無法獨立計
算單位成本。

117,300,339

建築及設備計畫 9,025,000



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或

平均利（費）率
單     位 金     額年     度     及     項     目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41301001-45

(本)年度預算數 118,502,089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17,300,339

辦理環保業務所需之車輛購置 1,201,750

(上)年度預算數 108,831,297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08,831,297

(前)年度決算數 149,701,218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49,701,218

(102)年度決算數 134,932,175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34,932,175

(101)年度決算數 112,125,300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12,125,300



期初餘額 本年度增加 說               明本年度減少 期末餘額項　目

固定項目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41301001-46

資產 59,470,6579,025,00050,445,657

房屋及建築 3,000,2553,000,255

機械及設備 35,836,3977,823,25028,013,147

交通及運輸設備 19,285,2001,201,75018,083,450

什項設備 14,30014,300

電腦軟體 1,334,5051,334,505

自93年度起，本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將屬長期固定帳項另立帳類管理（不再計提折舊）。註：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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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10 日 

臺北市議會第 9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九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為防制空氣污染，提昇空氣品質，特設置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三項、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

二項準用第二十一條規定及臺北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以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管理機關。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為審議及監督運作。 

第三條 本基金之資金來源如下： 

    一 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入。 

二  中央機關根據法規撥交之款項收入。 

三  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 

四  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五  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六  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一  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支出。 

二  空氣污染源查緝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支出。 

三  補助及獎勵各類污染源產生者主動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作事項支出。 

四  委託或補助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事項支出。 

五  委託或補助專業機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輔導及評鑑事項支出。 

六  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支出。 

七  有關於空氣污染防制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支出。 

八  空氣品質監測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支出。 

九  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相關費用事項支出。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41301001-48 

十  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支出。 

十一  關於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之風險評估事項支出。 

十二  潔淨能源使用推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支出。 

十三  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 

十四  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支出。 

第五條 本基金資金之存儲，依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基金應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前項預算之編製與執行、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束，並辦理決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市庫。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