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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較增減 %

【附註】：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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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摘要
單位：新臺幣元

41901-1

經營成績：

206,280,722118,542,082 -87,738,640 -42.53基金來源

112,634,656178,360,101 65,725,445 58.35基金用途

93,646,066-59,818,019 -153,464,085 --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38,077,051,44938,017,233,430 -59,818,019 -0.16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①：

3,102,428,895-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31,100,250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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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計畫之實施內容 

1.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計畫： 

(1) 人行道整修工程 

(2) 擋土牆加強等工程 

(3) 停車場改善 

(4) 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程 

(5) 公園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等工程 

(6) 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附屬設備改善 

(7) 錄影監視系統汰換優化工程 

(8) 智慧路燈建置工程 

2. 建築及設備計畫：購置電腦軟體 

(二)計畫執行情形 

1.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計畫 

本年度就下列工程等經費辦理撥款事宜，供作各重劃區興辦公共建設及其管

理、維護之需要： 

(1) 臺北市市政大樓周邊人行道整修工程 

(2) 萬壽路擋土牆(含護欄)加強等工程 

(3) 臺北市市政大樓停車場改善 

(4) 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程 

A. 松山二期重劃區信義路5段(基隆路至松智路)路面路基改善工程 

B. 內湖六期重劃區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程 

C. 木柵二期重劃區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程 

(5) 明美公園增設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等工程 

(6) 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附屬設備改善 

A. 臺北市蘭心家園遊戲室及儲藏室空間規劃及設施更新 

B. 臺北市一壽照顧中心智慧化設施規劃及更新 

C. 臺北市士林區行政中心大樓屋頂防水層整修工程 

D. 中山地政大樓電梯汰換工程 

E. 臺北市中山區行政中心大禮堂整修工程 

(7) 臺北市第一期錄影監視系統汰換優化計19處 

(8) 智慧路燈建置工程 

A. 松山二期重劃區智慧路燈建置工程 

B. 內湖六期重劃區智慧路燈建置工程 

2. 建築及設備計畫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系統擴增 

(三)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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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

情形分析 

健全基金管理 抵費地盈餘款基

金補助案件導入

公民參與或跨域

整合率 

當年度導入案件

數/當年度補助

案件數達 50% 

108 年度補助案

件共 15 件，其中

10 件提案導入公

民參與或跨域整

合，導入比率為

66%，達成率 100%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金來源： 

本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 1 億 1,854 萬 2,082 元，較預算數 1 億 272 萬 9,000

元，增加 1,581 萬 3,082 元，計增 15.39％，主要係因市庫財務調度及自來水

事業處調借 15 億元等利息收入增加與以前年度補助案繳回結餘款所致。 

(二)基金用途： 

本年度基金用途決算數 1 億 7,836 萬 101 元，較預算數 2 億 1,455 萬 3,000

元，減少 3,619 萬 2,899 元，計減 16.87％，主要係因「臺北市第一期錄影監

視系統汰換優化等 19案」工程施工費尚未發包執行所致。 

(三)本期短絀：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5,981萬 8,019元，較預算短絀數 1億 1,182萬 4,000元，

減少 5,200萬 5,981 元，主要係因利息收入及雜項收入較增及補助金額較少所

致，詳細原因如前述。 

三、現金流量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出 8,116 萬 6,850 元。 

(二)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入 5,006 萬 6,600 元。 

(三)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53億 5,734萬 714元，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3,110

萬 250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53 億 2,624萬 464元。 

四、資產負債情況 

(一)決算日資產總額為 380億 1,730萬 30 元，係流動資產 370 億 9,728萬 668元；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 9 億 2,001 萬 9,362元。 

(二)決算日負債總額為其他負債 6 萬 6,600元。 

(三)決算日基金餘額為累積餘額 380億 1,723 萬 3,430 元。 

五、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概況 

    本年度電腦軟體增加 94 萬元係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系 

    統擴增，減少 13萬 1,780元係前述管理系統攤銷。 

六、其他 

(一)本年度併決算及奉准先行辦理並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事項：詳基金來源、用途

及餘絀表附表(併決算資料明細表)。 

(二)預算所列未來承諾授權之執行情形：無 

(三)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事項及或有資產：無 

(四)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營運與負擔狀況及自償率達成情形：無 

(五)推動各項業務計畫獲中央政府或國內外學術機構評鑑（選）優良事蹟：無 

(六)揭露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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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
決算審定數

科目

金額 編號 名稱

本年度預算數

金額 金額

本年度決算數

金額

比較增減

%%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5

100.00 15,813,082206,280,722 4 基金來源 102,729,000 118,542,082 15.39100.00 100.00

32.83 36.63 0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37,629,000 37,629,0004167,717,699 0.0031.74

32.83 36.63 0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
入

37,629,000 37,629,00041W67,717,699 0.0031.74

34.53 63.37 9,913,121財產收入 65,100,000 75,013,1214571,230,939 15.2363.28

34.53 63.37 9,913,121利息收入 65,100,000 75,013,12145471,230,939 15.2363.28

32.64 - 5,899,961其他收入 - 5,899,9614Y67,332,084 --4.98

32.64 - 5,899,961雜項收入 - 5,899,9614YY67,332,084 --4.98

150.46 -36,192,899112,634,656 5 基金用途 214,553,000 178,360,101 -16.8754.60 208.85

54.00 207.93 -36,182,899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
計畫

213,603,000 177,420,10151111,390,632 -16.94149.67

0.60 0.92 -10,000建築及設備計畫 950,000 940,0005M1,244,024 -1.050.79

- - -購建固定資產 - -- ---

0.60 0.92 -10,000其他 950,000 940,0001,244,024 -1.050.79

-50.46 52,005,98193,646,066 6 本期賸餘(短絀) -111,824,000 -59,818,019 --45.40 -108.85

32,121.13 22,321,44937,983,405,383 71 期初基金餘額 38,054,730,000 38,077,051,449 0.0618,413.45 37,043.80

- -- 72 解繳公庫 - - --- -

32,070.66 74,327,43038,077,051,449 73 期末基金餘額 37,942,906,000 38,017,233,430 0.2018,458.85 36,934.95



 41901-6

單位：新臺幣元

利息收入
自來水事業處調借之108年1月至12月利息

收入
3,750,000

107年10月16日

108年3月14日

利息收入
財政局市庫財務調度之108年1月至12月利

息收入較預算數64,600,000元增加部分
6,148,538 108年12月31日

利息收入
動產質借處續調借之108年1月至108年12月

利息收入較預算數500,000元增加部分
14,583 108年3月7日

雜項收入
新建工程處繳回「民權東路6段206巷、210

巷道路拓寬工程」補助案結餘款及違約金
2,368,811 108年1月15日

雜項收入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繳回「內湖106號公園

新建工程」補助案結餘款
7,217 108年1月17日

雜項收入

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繳回「臺北市

市政大樓周邊人行道整修工程」補助案罰

款收入

348,430
108年1月19日

108年12月10日

雜項收入

自來水事業處繳回「松山一期防災地下水

井工程(民權公園等4處)」補助案結餘款及

罰款收入

58,467 108年9月18日

雜項收入
自來水事業處繳回「松山二期防災地下水

井工程(松德公園等5處)」補助案結餘款
2,875,726 108年9月18日

雜項收入 銷毀91-96年度會計檔案繳回回饋金 234 108年10月23日

雜項收入
新建工程處繳回「內湖六期重劃區路面及

側溝更新工程」補助案罰款收入
176,251 108年12月25日

雜項收入

新建工程處繳回「木柵二期重劃區萬壽路

擋土牆(含護欄)加強等工程及用地取得」補

助案罰款收入

7,094 108年12月25日

雜項收入

新建工程處繳回「松山二期重劃區信義路5

段(基隆路至松智路)路面路基改善工程」補

助案罰款收入

47,731 108年12月25日

雜項收入
新建工程處繳回「木柵二期重劃區路面及

側溝蓋更新工程」補助案罰款收入
10,000 108年12月26日

合計 15,813,082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總帳科目

併決算資料明細表

說明 簽奉核准日期金額

                         中華民國108年度



項                    目

編號
預        算        數

名稱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7

81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52,005,981811 --本期賸餘(短絀) -111,824,000 -59,818,019

-21,231,831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117,000 -21,348,831

---21,231,831-21,348,831-117,0008123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30,774,150813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11,941,000 -81,166,850

82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50,000,00050,000,000-821 減少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66,60066,600-825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50,066,60082Z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50,066,600

80,840,75083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11,941,000 -31,100,250

-1,526,614,28684 -4.14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6,883,955,000 35,357,340,714

-1,445,773,53685 -3.93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6,772,014,000 35,326,240,464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業務及其他活動：動產質借處及自來水事業處調借款由其他應收款調整至短期貸款
17,00,000,000元。

【附註】：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中華民國

平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
41901-8

資產 38,017,300,030 100.00 38,077,051,449 100.00 -59,751,419 -0.161 負債2

流動資產11 其他負債2237,097,280,668 97.58 37,157,032,087 97.58 -59,751,419 -0.16

現金111 什項負債22135,326,240,464 92.92 35,357,340,714 92.86 -31,100,250 -0.09

銀行存款1112 存入保證金221135,326,240,464 92.92 35,357,340,714 92.86 -31,100,250 -0.09

應收款項113 基金餘額371,040,204 0.19 1,799,691,373 4.73 -1,728,651,169 -96.05

應收利息1139 基金餘額3171,040,204 0.19 49,235,599 0.13 21,804,605 44.29

其他應收款113Y 基金餘額311- - 1,750,455,774 4.60 -1,750,455,774 --

短期貸墊款116 累積餘額31111,700,000,000 4.47 - - 1,700,000,000 --

短期貸款1162 1,700,000,000 4.47 - - 1,700,000,000 --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準備金

12 920,019,362 2.42 920,019,362 2.42 - 0.00

長期應收款項121 920,019,362 2.42 920,019,362 2.42 - 0.00

長期應收款1213 920,019,362 2.42 920,019,362 2.42 - 0.00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附註】： 1、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0元及上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0元。
2、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計0元。

合計 38,017,300,030 38,077,051,449 100.00 -59,751,419 -0.16100.00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108年12月31日

衡表

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9

單位：新臺幣元

負債2 資產166,600 0.00 - - 66,600 --

其他負債22 流動資產1166,600 0.00 - - 66,600 --

什項負債221 現金11166,600 0.00 - - 66,600 --

存入保證金2211 銀行存款111266,600 0.00 - - 66,600 --

基金餘額3 應收款項11338,017,233,430 100.00 38,077,051,449 100.00 -59,818,019 -0.16

基金餘額31 應收利息113938,017,233,430 100.00 38,077,051,449 100.00 -59,818,019 -0.16

基金餘額311 其他應收款113Y38,017,233,430 100.00 38,077,051,449 100.00 -59,818,019 -0.16

累積餘額3111 短期貸墊款11638,017,233,430 100.00 38,077,051,449 100.00 -59,818,019 -0.16

短期貸款1162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準備金

12

長期應收款項121

長期應收款1213

資產合計

合計 38,017,300,030 100.00 38,077,051,449 100.00 -59,751,419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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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比較增減

備　　　註
％金　　　　額

預算數 決算數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11

15,813,082118,542,082102,729,000 15.39基金來源

0 0.0037,629,000 37,629,000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0 0.0037,629,000 37,629,000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入

9,913,121 15.2365,100,000 75,013,121財產收入

9,913,121 15.2365,100,000 主要係認列自來水事業
處調借內湖四期15億元
之108年1月份至12月份
利息及108年市庫財務
調度本基金之利息收入
超出預算部分，依規定
併入決算。

75,013,121利息收入

5,899,961 --- 5,899,961其他收入

5,899,961 --- 主要係106-107年度補
助「防災地下水井工程
等2案」、107年度補助
「民權東路6段206巷、
210巷道路拓寬工程等
2案」結餘款及「臺北
市市政大樓周邊人行道
整修工程」補助案違約
金，依規定併入決算。

5,899,961雜項收入

15,813,082118,542,082102,729,000 15.39合計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12

基金用途 178,360,101214,553,000 -36,192,899 -16.87

-36,182,899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計畫 177,420,101213,603,000 主要係「臺北市第一期
錄影監視系統汰換優化
等19案」工程施工費尚
未發包執行。

-16.94

-110,864用人費用 114,136225,000 -49.27

-87,500正式員額薪資 12,500100,000 -87.50

-87,50012,500100,000 -87.50管理會委員報酬

-23,364超時工作報酬 101,636125,000 -18.69

-23,364101,636125,000 -18.69加班費

-15,371服務費用 15,62931,000 -49.58

-10,800旅運費 1,60012,400 -87.10

-10,8001,60012,400 -87.10國內旅費

-4,571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4,02918,600 -24.58

-4,57114,02918,600 -24.58印刷及裝訂費

-30,000材料及用品費 -30,000 --

-30,000用品消耗 -30,000 --

-20,000-20,000 --辦公(事務)用品

-10,000-10,000 --其他用品消耗

-36,026,664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77,290,336213,317,000 -16.89

-36,026,664捐助、補助與獎助 177,290,336213,317,000 -16.89

-36,026,664177,290,336213,317,000 -16.89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0,000建築及設備計畫 940,000950,000 -1.05

-10,00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940,000950,000 -1.05

-10,000購置無形資產 940,000950,000 -1.05

-10,000940,000950,000 -1.05購置電腦軟體

合計 178,360,101214,553,000 -36,192,899 -16.87

工程管理費：依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以各補助案施工費金額，於3.5%至0.5%逐級差額
累退計算，108年度預算數5,520,841元，決算數4,280,595元。

註:



本　　頁　　空　　白

41901-13



本　年　度　增　加　金　額

預　算　數

貸款
年度

貸　　出　　款
計　畫　名　稱 決　算　數

截至上年度終了
貸　出　餘　額

合　　　計 1,750,000,000.00 - -

貸出款
中華民國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

41901-14

1,750,000,000.00小　　　計 - -

1,750,000,000.00 - -

1.上年度原帳列「其他應收款」科目，本年度

調整至「短期貸款」科目。

2.本年度減少金額預算數0元，決算數5,000萬

元係動產質借處償還部分本金。

250,000,000.00108動產質借處調借 - -

上年度原帳列「其他應收款」科目，本年度調

整至「短期貸款」科目。
1,500,000,000.00108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調借 - -



備　　　　註本年度終了
貸出餘額決　算　數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減　少　金　額

- 50,000,000.00 1,700,000,000.00

明細表
108年度

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單位 ：新臺幣元

41901-15

小　　　計50,000,000.00 1,700,000,000.00-

null50,000,000.00 1,700,000,000.00-

動產質借處調借50,000,000.00 200,000,000.00- 1.上年度原帳列「其他應收款」科目，本年度

調整至「短期貸款」科目。

2.本年度減少金額預算數0元，決算數5,000萬

元係動產質借處償還部分本金。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調借- 1,500,000,000.00- 上年度原帳列「其他應收款」科目，本年度調

整至「短期貸款」科目。



減少項　　　　目
期      末
餘      額

增加取得成本/
舉債數

本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
資評價變動數

/溢（折）價攤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
評價/未攤銷溢

（折）價

本年度變動

主要增
減原因
說明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增減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16

-- - ---

資產 940,0001,244,024 131,780 2,052,244--

940,0001,244,024 131,780 2,052,244電腦軟體 -- 1 11 本年度
增加數
係擴增
基金管
理系統
940,000
元，減
少數係
前項系
統攤銷
(108年1-
11月每
月10,
263元
，12月
起每月
18,887
元)。

本年度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0元。【附註】：



本　　頁　　空　　白

41901-17



預 算 數

項          目
合計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

41901-18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
護計畫

225,000100,000 - 125,000 - - - - - - - 225,000

225,000100,000 - 125,000 - - - - - -職員 - 225,000

合計 100,000 - 125,000 - - - - - - 225,000 - 225,000



合計

決 算 數

津貼 獎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退休及
卹償金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108 年 度

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19

114,13612,500 - 101,636 - - - - - - - 114,136

114,13612,500 - 101,636 - - - - - - - 114,136

114,136-114,136------101,636-12,500



項目

比較增減決算數

備註

數量 金額 金額 ％數量 ％金額數量

預算數
數量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貨幣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20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
護計畫

主要係「臺北
市第一期錄影
監視系統汰換
優化等19案」
工程施工費尚
未發包執行。

- 213,603,000 - 177,420,101 - -- -16.94-36,182,899

合              計 213,603,000 177,420,101 -36,182,899 -16.94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21

用人費用 225,000 -49.27114,136 -110,864

100,000 -87.5012,500 -87,500正式員額薪資

100,000 -87.5012,500 -87,500管理會委員報酬

125,000 -18.69101,636 -23,364超時工作報酬

125,000 -18.69101,636 -23,364加班費

服務費用 31,000 -49.5815,629 -15,371

12,400 -87.101,600 -10,800旅運費

12,400 -87.101,600 -10,800國內旅費

18,600 -24.5814,029 -4,571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8,600 -24.5814,029 -4,571印刷及裝訂費

材料及用品費 30,000 --- -30,000

30,000 --- -30,000用品消耗

20,000 --- -20,000辦公(事務)用品

10,000 --- -10,000其他用品消耗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
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950,000 -1.05940,000 -10,000

950,000 -1.05940,000 -10,000購置無形資產

950,000 -1.05940,000 -10,000購置電腦軟體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213,317,000 -16.89177,290,336 -36,026,664

213,317,000 -16.89177,290,336 -36,026,664捐助、補助與獎助

213,317,000 -16.89177,290,336 -36,026,664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合計 214,553,000 178,360,101 -36,192,899 -16.87



比較增減
科目 決　算　數預　算　數 備　註

金額 %

中華民國108年度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41901-22

統計所需項目： 178,230,336214,267,000 -16.82-36,036,664

購置電腦軟體 940,000950,000 -1.05-10,000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77,290,336213,317,000 -16.89-36,026,664



 41901-23

項次 內容

綜合決議：

市府如需動支各基金，每筆數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應

事先告知本會；惟市政重大政策需動支基金超過5,000萬

元以上者，應送本會備查。

附帶決議：

一 市府應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條之1之規定，確保

抵費地盈餘款運用於各該重劃區共同利益上。另就重劃區

內供不特定對象公共使用之土地及設施維護之支用，建議

參酌以往補助案例及建管處推動之騎樓及沿街面人行空間

改善原則，研議相關補助機制。

二 請市府針對過去補助案之審計處指正意見，於108年度以

後確實檢討本基金支用之原則。

遵照辦理。

本項經108年8月22日市長室會議決

議，請各權管機關依現行處理規定

持續辦理。其中，本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就現況供不特定對象使用之私

有建築退縮無遮簷人行道之維護，

訂有「臺北市建築基地內騎樓及沿

街面人行空間改善執行計畫」，依

其相關規定得以本府適當經費支應

改善。

地政局已彙整過去補助案之審計處

指正意見，並做為檢討本基金支用

原則之參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市議會審議臺北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所提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審議意見
辦理情形



主 辦 會 計 人 員：　劉家瑜

機　關　長　官：　張治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