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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增減(-)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項　　　　　　　　目

財務摘要

臺北市債務基金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

經營成績：

　基金來源 109,022,903,273 89,682,228,608 19,340,674,665 21.57

　基金用途 109,023,711,023 90,583,788,288 18,439,922,735 20.36

　賸餘(短絀－) -807,750 -901,559,680 900,751,930 --

餘絀情形：

　基金餘額 147,761,286 148,569,036 -807,750 -0.54

現金流量(註)：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 -74,424,722 -1,237,882,082 1,163,457,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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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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債務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30401-3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執行債務還本付息作業，維護本府債信，加強債務管理，提高資金運用效率，確保償債財源，增進償債能力。 

二、組織概況：本基金並無獨立之組織編制，基金業務由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相關科室，本於權責分工辦理。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本基金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屬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所定之債務基金。 

貳、業務範圍及經營趨勢 

一、業務範圍：依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債務還本付息及其他與本基金資金運用有關之業務。 

二、最近 5 年經營趨勢： 

（一）配合本市財政狀況，以基金自行舉債籌措之財源辦理到期債務之償還或未到期債務之轉換作業，以強化債務管理，節省債息支出，改善財務結構，

提升本市整體財務效能。 

（二）配合本府債務到期期程，辦理債務還本付息作業，以維本府債信。 

（三）運用基金累積賸餘，自行支應部分債務付息支出，以達減輕公務預算壓力，支援市政建設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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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本付息計畫  

手續費 

債務還本 

債券還本 

債務利息 

債券利息 

其    他 

109,023,653,273 

3,255,000 

86,600,000,000 

20,000,000,000 

1,543,648,273  

876,000,000 

750,000 

加強債務管理，償還到期債務，依約償付利

息及支付相關手續費，有效維護市府債信並

節省債息支出。 



臺北市債務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30401-4 

二、執行政府重要政策：依本年度施政計畫，以總預算編列撥入及基金自行舉債籌措之財源辦理到期債務之償還或未到期債務之轉換作業，以強化債務管理，

節省債息支出，改善財務結構，提升本市整體財務效能。 

肆、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本年度基金來源 109,022,903,273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9,682,228,608 元，增加 19,340,674,665 元，主要係本年度到期債務數額較上年

度增加，故償還債務之舉債收入隨同增加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本年度基金用途 109,023,711,023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90,583,788,288 元，增加 18,439,922,735 元，主要係本年度到期債務數額較上年

度增加，故須償還之債務本金隨同增加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807,750 元，連同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148,569,036 元，尚有基金餘額 147,76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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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24,722 元，主要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所致。 

伍、其他重要說明 

一、本年度預算與上年度預算各項目增減之原因：本年度基金來源與用途較上年度預算增加，主要係本年度到期債務數額較上年度增加，致本年度償還債務之

舉債收入及債務本金隨同增加所致。 

二、其他有關說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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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5

19,340,674,665基金來源108,490,050,932 109,022,903,273 89,682,228,6084

19,340,674,665債務收入108,490,050,932 109,022,903,273 89,682,228,60842

19,000,000,000舉借債務收入88,000,000,000 100,000,000,000 81,000,000,000421

-1,000債務事務費收入 3,255,000 3,256,000422

債務還本收入17,200,000,000 6,600,000,000 6,600,000,000423

340,675,665債務付息收入3,290,050,932 2,419,648,273 2,078,972,608424

18,439,922,735基金用途109,103,265,709 109,023,711,023 90,583,788,2885

18,439,924,665還本付息計畫109,103,237,534 109,023,653,273 90,583,728,60851

-1,930一般行政管理計畫28,175 57,750 59,6805L

900,751,930本期賸餘(短絀-)-613,214,777 -807,750 -901,559,6806

-1,012,214,777期初基金餘額1,663,343,493 148,569,036 1,160,783,81371

-111,462,847期末基金餘額1,050,128,716 147,761,286 259,224,1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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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6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81

-807,750811 本期賸餘(短絀－)

-73,616,972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2,274,5188123 預付費用增加之數。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71,342,4548124 應付帳款減少之數。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813 -74,42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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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24,72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84 495,605,16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85 421,18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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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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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借債務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7

合計 100,000,000,00081,000,000,00088,000,000,000

舉借債務收入 100,000,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81,000,000,000元，增加
19,000,000,000元。

81,000,000,00088,000,000,000 421

本基金自行舉債籌措財源以償還舊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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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事務費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8

合計 3,255,0003,256,000

債務事務費收入 3,25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3,256,000元，減少1,000
元。

3,256,000 422

由單位預算編列撥入之105年度臺北市
建設公債發行手續費
1.市庫代理銀行代理發行手續費
   9,000,000,000元*0.00036
  =3,240,000元。
2.無實體公債登錄作業處理費
   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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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還本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9

合計 6,600,000,0006,600,000,00017,200,000,000

債務還本收入 6,600,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6,600,000,000元，無增
減。

6,600,000,00017,200,000,000 423

由總預算編列撥入之債務還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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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付息收入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10

合計 2,419,648,2732,078,972,6083,290,050,932

債務付息收入 2,419,648,273 較上年度預算數2,078,972,608元，增加
340,675,665元。

2,078,972,6083,290,050,932 424

由單位預算編列撥入之債務付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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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本付息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11

109,023,653,273合　計90,583,728,608109,103,237,534

3,255,000服務費用3,256,000 2

3,25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3,256,000元，減

少1,000元。

一般服務費3,256,000 27

3,255,000 105年度臺北市建設公債發行手

續費3,255,000元

1.市庫代理銀行代理發行手續費

   9,000,000,000元×0.00036

  =3,240,000元。

2.無實體公債登錄作業處理費

   15,000元。

佣金、匯費、經理費

及手續費

年3,256,000 276 1 3,255,000

109,019,648,273租金、償債與利息90,578,972,608109,103,237,534 4

109,019,648,273 較上年度預算數90,578,972,608元

，增加18,440,675,665元。

償債及利息90,578,972,608109,103,237,534 46

86,600,000,000 1.償還債務基金104年度短期借

   款計80,000,000,000元。

2.償還捷運系統工程貸款、平衡

   預算貸款、債務基金短期借款

   等債務6,600,000,000元。

債務還本 年87,600,000,00082,200,000,000 461 1 86,600,000,000

20,000,000,000 1.償還95年度第1期臺北市建設

  公債到期本金10,000,000,000元

  (新增)。

債券還本 年24,000,000,000 462 1 2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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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本付息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12

2.償還95年度第2期臺北市建設

  公債到期本金10,000,000,000元

  (新增)。

1,543,648,273 1.捷運系統工程貸款利息

  545,148,273元。

2.債務基金貸款利息680,000,000

  元。

3.市庫財務調度利息318,500,000

  元。

債務利息 年2,102,972,6081,317,137,534 465 1 1,543,648,273

876,000,000 1.95年度發行第1期臺北市

   建設公債10,000,000,000元

   ，利率1.9%，第10次付息

   190,000,000元。

2.95年度發行第2期臺北市

   建設公債10,000,000,000元

   ，利率2.59%，第10次付息

   259,000,000元。

3.96年度發行臺北市建設公債

   9,000,000,000元，利率2.3%

   ，第9次付息207,000,000元 。

4.98年度發行臺北市建設公債

   10,000,000,000元，利率2.2%

債券利息 年876,000,0001,586,100,000 468 1 87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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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本付息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30401-13

   ，第7次付息220,000,000元。

750,000其他1,500,000 9

75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500,000元，減

少750,000元。

其他支出1,500,000 91

750,000 1.逾期債券兌付本金480,000元

  。

2.逾期債券兌付利息270,000元。

其他 年1,500,000 91Y 1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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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14

57,750合　計59,68028,175

19,680用人費用19,68017,720 1

19,680 較上年度預算數19,680元，無增

減。

超時工作報酬19,68017,720 13

17,760 辦理本基金業務相關人員加班費

。

加班費 人、小時17,76017,720 131 4x24 185

1,920 辦理本基金業務相關人員誤餐費

。

誤餐費 人次1,920 133 24 80

38,070服務費用40,00010,455 2

1,4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400元，無增

減。

郵電費1,400 22

1,400 寄送文件書表郵費。郵費 年1,400 221 1 1,400

36,670 較上年度預算數38,600元，減少

1,930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38,60010,455 24

11,600印刷及裝訂費11,60010,455 241

2,000 各類書表印製費。年 1 2,000

9,600 預(概)算書印製費。本 120 80

25,070 發行公債宣導費。業務宣導費 次27,000 246 1 2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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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債務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5

資產合計1,416,713,883 443,003,999 549,706,781 -72,150,204-34,552,578 515,154,203100.00 100.00 100.00

資產1,416,713,883 443,003,999 549,706,781 -72,150,204-34,552,578 515,154,203100.00 100.00 100.001

流動資產1,416,713,883 443,003,999 149,706,781 -72,150,204365,447,422 515,154,203100.00 100.00 100.0011

現金1,397,164,843 421,180,441 127,339,202 -74,424,722368,265,961 495,605,16398.62 95.07 96.21111

銀行存款1,397,164,843 421,180,441 127,339,202 -74,424,722368,265,961 495,605,16398.62 95.07 96.211112

應收款項 668,798 -668,798113

應收利息 668,798 -668,7981139

預付款項19,549,040 21,823,558 21,698,781 2,274,518-2,149,741 19,549,0401.38 4.93 3.79115

預付費用19,549,040 21,823,558 21,698,781 2,274,518-2,149,741 19,549,0401.38 4.93 3.791154

其他資產 400,000,000 -400,000,00013

什項資產 400,000,000 -400,000,000131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400,000,000 -400,000,0001315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1,416,713,883 443,003,999 549,706,781 -72,150,204-34,552,578 515,154,203100.00 100.00 100.00

負債366,585,167 295,242,713 290,482,648 -71,342,45476,102,519 366,585,16725.88 66.65 71.162

流動負債366,585,167 295,242,713 290,482,648 -71,342,45476,102,519 366,585,16725.88 66.65 71.1621

應付款項366,585,167 295,242,713 290,482,648 -71,342,45476,102,519 366,585,16725.88 66.65 71.16212

應付帳款366,585,167 295,242,713 290,482,648 -71,342,45476,102,519 366,585,16725.88 66.65 71.1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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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債務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6

基金餘額1,050,128,716 147,761,286 259,224,133 -807,750-110,655,097 148,569,03674.12 33.35 28.843

基金餘額1,050,128,716 147,761,286 259,224,133 -807,750-110,655,097 148,569,03674.12 33.35 28.8431

基金餘額1,050,128,716 147,761,286 259,224,133 -807,750-110,655,097 148,569,03674.12 33.35 28.84311

累積餘額1,050,128,716 147,761,286 259,224,133 -807,750-110,655,097 148,569,03674.12 33.35 28.843111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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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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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本付息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債務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7

109,103,265,709 90,583,788,288 109,023,653,273 57,750合計 109,023,711,023

17,720 19,680 19,680用人費用 19,680

17,720 19,680 19,680超時工作報酬 19,680

17,720 17,760 17,760加班費 17,760

1,920 1,920誤餐費 1,920

10,455 3,296,000 3,255,000 38,070服務費用 3,293,070

1,400 1,400郵電費 1,400

1,400 1,400郵費 1,400

10,455 38,600 36,67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6,670

10,455 11,600 11,600印刷及裝訂費 11,600

27,000 25,070業務宣導費 25,070

3,256,000 3,255,000一般服務費 3,255,000

3,256,000 3,255,000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
續費

3,255,000

109,103,237,534 90,578,972,608 109,019,648,273租金、償債與利息 109,019,648,273

109,103,237,534 90,578,972,608 109,019,648,273償債及利息 109,019,648,273

82,200,000,000 87,600,000,000 86,600,000,000債務還本 86,600,000,000

24,000,000,000 20,000,000,000債券還本 20,000,000,000

1,317,137,534 2,102,972,608 1,543,648,273債務利息 1,543,648,273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還本付息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計畫別

臺北市債務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30401-18

1,586,100,000 876,000,000 876,000,000債券利息 876,000,000

1,500,000 750,000其他 750,000

1,500,000 750,000其他支出 750,000

1,500,000 750,000其他 750,000



本　　　頁　　　空　　　白

30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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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債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30401-20

19,68019,680合計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9,68019,680

職員 19,6801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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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基金 30401-2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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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債務基金30401-22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合計 109,023,711,023

還本付息計畫 債務償付之估計，無法以適當計量方式衡
量其單位成本。

109,023,653,27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行政管理支用估計，無法以適當計量方式
衡量其單位成本。

57,750



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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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債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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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1-23

(本)年度預算數 109,023,653,273

1.償還債務基金104年度短期借
  款計80,000,000,000元；捷運系
  統工程貸款、平衡預算貸款、
  債務基金短期借款等債務
  6,600,000,000元；95年度第
  1期臺北市建設公債到期本金
  10,000,000,000元；95年度第
  2期臺北市建設公債到期本金
  10,000,000,000元。
2.償付臺北市建設公債利息
  876,000,000元；向市庫代理
  銀行貸款利息545,148,273元；
  債務基金貸款利息680,000,000
  元；市庫財務調度利息
  318,500,000元。
3.臺北市建設公債發行手續費
  3,255,000元。
4.逾期債券兌付本息750,000
  元。

還本付息計畫 109,023,653,273

(上)年度預算數 90,583,728,608

還本付息計畫 90,583,728,608

(前)年度決算數 109,103,237,534

還本付息計畫 109,103,237,534

(102)年度決算數 66,736,879,931

還本付息計畫 66,736,879,931



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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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債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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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1-24

(101)年度決算數 56,757,299,925

還本付息計畫 56,757,299,925



類　別 金　額 類　別 金　額

合　　計 100,000,000,000 合　　計 100,000,000,000

向金融機構舉借或發行公債 100,000,000,000 債務基金104年度第3期短期借款 19,000,000,000

債務基金104年度第4期短期借款 19,000,000,000

 債務基金104年度第5期短期借款 15,000,000,000

債務基金104年度第6期短期借款 9,000,000,000

債務基金104年度第7期短期借款 18,000,000,000

臺北市95年度第1期建設公債 10,000,000,000

 臺北市95年度第2期建設公債 10,000,000,000

    

註：「臺北市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在不增加市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前提下，債務基金得以發行公債、向金融機

　　   構舉借或向各特種基金調借資金之方式籌措財源，供償還舊債或轉換高利率債務為低利率債務之用。

       

             

償  還  債  務舉  借  債  務

臺北市債務基金

舉新債供償還舊債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30401-25 

單位：新臺幣元 



262,300,000,000 62,648,670,140 195,651,329,860 2,419,648,273

債務基金舉新還舊  社會大眾 95年度第1期建設公債 95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9 1年 190,000,000         

`` `` 95年度第2期建設公債 95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59 " 259,000,000         

`` `` 96年度建設公債 96 9,000,000,000 9,000,000,000 2.3 " 207,000,000         

`` `` 98年度建設公債 98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2 " 220,000,000         

捷運系統工程 台北富邦銀行 捷運工程循環貸款 各年度 97,800,000,000 62,648,670,140 31,151,329,860 1.75 " 545,148,273         

債務基金舉新還舊 各金融機構 債務基金貸款 104 80,000,000,000 80,000,000,000 0.85 " 680,000,000         

市庫財務調度 各特種基金 市庫向特種基金調借 104 45,500,000,000 45,500,000,000 0.7 " 318,500,000         

          
註：捷運工程循環貸款本年度計息本金31,151,329,860元之計算方式，係其舉借金額97,800,000,000元減至104年度止預計償還數62,648,670,140元，再扣除預計105年度墊還債務40億元。

合              計

債務種類或名稱 估計利息支出
至104年度止

預計償還數
年利率 %舉借金額 本年度計息本金 計息期間

中華民國105年度

債務付息支出計算表
臺北市債務基金

舉債項目或用途 舉借對象 舉債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30401-26 



臺北市債務基金 

臺北市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30401-27 

中華民國 91 年 4 月 4 日 

臺北市議會第 8 屆第 26 次臨時大會第 2 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為加強債務管理、提高財務運用效能、增進償債能力，依公共債務法第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及第二十五條規定，設置臺

北市債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制定本自治條例。 

有關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以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財政局

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金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市政府年度總預算編列之債務還本、付息及相關手續費等款項。 

二  基金資金運用及孳息收入。 

三  債券補息收入。 

四  逾法定期限不再兌付之債券本息收入。 

五  前年度總決算歲計賸餘百分之二十得撥入。 

六  市有財產出售收入百分之二十得撥入。 

七  發行公債之收入。 

八  舉借債務之收入。 

九  向特種基金專戶調借資金。 

十  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債務還本款項，每年至少按上年度終了債務未償餘額之百分之一編列。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之收入，應在不增加市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前提下，供償還舊債或作舊債轉換為新債之用。 

本基金決算賸餘得保留運用。 

第四條 本基金資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償還市政府在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舉債之本息及相關手續費。 

二  償付前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所籌資金之本息及相關手續費。 



臺北市債務基金 

臺北市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30401-28 

三  從事本國各級政府公債、國庫券、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等之短期投資。 

四  其他與本基金資金運用及管理有關之支出。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安全性及流動性；從事前項第三款短期投資，並應另訂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 

本基金得提前償還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債務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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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製及會計事務之處理，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