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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經營成績：

35,425 219,541 -184,116 -83.86基金來源

54,816 31,401,710 -31,346,894 -99.83基金用途

-19,391 -31,182,169 31,162,778 --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4,262,785 4,282,176 -19,391 -0.45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註)：

38,236 -29,968,129 30,006,365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減)

41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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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頁　　　空　　　白

41901-2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41901-3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為妥善運用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供作重劃區公共設施增加

建設、管理、維護之需要，以充實地方建設，遂於 91 年度成立本基金。  

二、施政重點：將智慧生態理念、跨域整合、符合地方需求與特色或公民參與程

序納入抵費地基金審議機制，促使各提案計畫能調查重劃區公共設施及公有

建築之分布與使用現況，蒐集在地居民及使用者意見，融合公民參與並依在

地特色提案，以確保抵費地盈餘款運用立足於各該重劃區之共同利益，方能

提升執行可行性，符合在地需求，並有效持續推動整體開發智慧生態及宜居

永續臺北的市政建設。 

三、組織概況： 

（一）本基金為特別收入基金，其資金來源及用途係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 84 條、第 84 條之 1 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6 條規定，由各重劃區之

抵費地售出後所得價款，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如有盈餘，以其盈餘半

數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費用，並訂定收支保管

及運用自治條例以資規範。 

（二）本府為妥善運用各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於本局成立臺北市平均地

權及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以審議支出計畫及預

算暨監督考核等事項。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所定之特別收

入基金，以臺北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市政府地政局為管理機關。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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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抵費地售地賸餘

分配收入 

28,442 南港一期重劃區抵費地盈

餘款 

利息收入 6,983 本基金專戶存款 34 億 9,150

萬元利息收入，利率 0.2%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重劃區增加建設

管理維護計畫 

316 1. 用人費用 

2. 服務費用 

3. 材料及用品費 

解繳平均地權基

金計畫 

54,000 因應內湖六期重劃抵費地

出售盈餘款專戶裁撤，應收

本府產業發展局「辦理臺北

地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土

地價購案購地價款，111年

還款金額撥入臺北市實施

平均地權基金 

建築及設備計畫 500 基金管理系統擴增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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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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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1,954 萬 1 千元，減少 1 億 8,411 萬 6 千元，約 83.86%，主要係其他徵

收及依法分配收入及市庫財務調度本基金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本年度基金用途 5,481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14

億 171 萬元，減少 313 億 4,689 萬 4 千元，約 99.83%，係因補助案件、

金額減少，及無專戶裁撤解繳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1,939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11

億 8,216 萬 9 千元，減少 311 億 6,277 萬 8 千元，約 99.94%，將移用以前基

金餘額 1,939 萬 1 千元支應。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3,823 萬 6 千元，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578

萬 2 千元及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401 萬 8 千元。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9）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抵費地售地賸餘

分配收入 

南港一期重劃區抵費

地盈餘款預計分配收

入 3,624 萬 7 千元 

南港一期重劃區抵費

地盈餘款實際分配收

入 3,624 萬 6 千元 

利息收入 動產質借處調借 2 億

5,000 萬元、自來水事

業處調借 15 億元及本

基金專戶存款 354 億元

等 預 計 利 息 收 入 計

7,517 萬 5 千元 

動產質借處、自來水事

業處均於借貸期限內

還款，其實際借貸利息

及本基金專戶存款 358

億 9,781 萬 8 千元利息

收入共計 7,515 萬 8 千

元 

雜項收入 預計收回以前年度補

(捐)助工程之結餘款、

廠商罰款及違約金等

計 1,307 萬 6 千元 

實際收回以前年度補

(捐)助工程之結餘款、

廠商罰款及違約金等

計 561 萬 7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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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重劃區增加建設

管理維護計畫 

預計補助計畫 7 案： 

1.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

程 

2.錄影監視系統汰換(優

化)工程 

3.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

附屬設備改善 

4.公園附建停車場景觀

工程 

實際補助計畫 6 案： 

1. 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 

程 

2.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       

附屬設備改善 

3.公園附建停車場景觀

工程  

 

建築及設備計畫 預計辦理基金管理系統

擴增 

辦理基金管理系統擴增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抵費地售地賸餘

分配收入 

上年度預算截至6月 30

日止，預估收到南港一

期、松山二期重劃區抵

費地盈餘款計 4,287 萬

3 千元 

上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實際收到南港一

期、松山二期重劃區抵

費地盈餘款計 4,287 萬

3 千元 

雜項收入 上年度預算截至6月 30

日止，預計收回以前年

度補(捐)助工程之結餘

款、廠商罰款及違約金

等計 154 萬 6 千元 

上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實際收回以前年度

補 (捐 )助工程之結餘

款、廠商罰款及違約金

等計 5 萬 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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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重劃區增加建設

管理維護計畫 

上年度預算截至6月30

日止，預計補助計畫 8

案： 

1.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

程 

2.人行道整修工程 

3.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

附屬設備改善 

4.公園附建停車場景觀

工程 

上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實際補助計畫 6案： 

1.路面及側溝蓋更新工

程 

2.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

附屬設備改善 

3.公園附建停車場景觀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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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上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11年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184,116基金來源117,021 35,425 219,541

-122,613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36,246 28,442 151,055

-14,431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入36,246 28,442 42,873

-108,182其他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08,182

-59,275財產收入75,158 6,983 66,258

-59,275利息收入75,158 6,983 66,258

-2,228其他收入5,617 2,228

-2,228雜項收入5,617 2,228

-31,346,894基金用途80,383 54,816 31,401,710

-209,152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計畫79,403 316 209,468

-31,137,742解繳平均地權基金計畫 54,000 31,191,742

建築及設備計畫980 500 500

31,162,778本期賸餘(短絀)36,638 -19,391 -31,182,169

-33,763,323期初基金餘額38,017,233 4,282,176 38,045,499

-2,600,545期末基金餘額38,053,871 4,262,785 6,863,330

41901-9

註：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項　　　　　　　　　　　　　目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現金流量預計表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19,391本期賸餘(短絀)

3,609調整非現金項目

3,579 減少應收利息。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30 增加應付費用。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5,782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54,000 減少長期應收款。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

18 增加存入保證金。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4,018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8,23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459,78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49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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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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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合計 28,442,000

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
入

28,442,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42,873,000元，減少
14,431,000元。

28,441,247 南港一期重劃區抵費地盈餘款。年 1 28,441,247

753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753元
。

年 1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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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利息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合計 6,983,000

利息收入 6,983,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66,258,000元，減少
59,275,000元。

6,983,000 本基金專戶存款34億9,150萬元之利息收入
，利率0.2%。

年 1 6,9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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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79,403,487 合計209,468,000 316,000

162,566 用人費用155,000 140,000

37,627 較上年度預算數30,000元，減少15,000元。正式員額薪資30,000 15,000

37,627 委員出席費，6人次，每人次編列2,500元。管理會委員報酬30,000 15,000

124,939 較上年度預算數125,000元，無增減。超時工作報酬125,000 125,000

124,939 趕辦本基金業務加班費。加班費125,000 125,000

180,017 服務費用115,000 173,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2,400元，無增減。旅運費12,400 12,400

赴外縣市洽公、出席會議及觀摩等出差旅

費，8人，每人1天，每天編列1,550元。

國內旅費12,400 12,400

19,051 較上年度預算數15,600元，無增減。印刷裝訂與廣告費15,600 15,600

19,051 印刷及裝訂費15,600 15,600

各種表冊印刷費。3,700

預(概)算書印製費，119本，每本編列100元

。

11,900

160,966 較上年度預算數87,000元，增加58,000元。專業服務費87,000 145,000

160,966 臺北市平均地權及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

基金管理系統維護費。

電腦軟體服務費87,000 145,000

10,561 材料及用品費3,000 3,000

10,561 較上年度預算數3,000元，無增減。用品消耗3,000 3,000

6,161 辦公(事務)用品

4,400 超時工作、委員開會及勘查個案現場等逾

時誤餐餐盒費用，30人次，每人次編列100

元。

其他用品消耗3,000 3,000

79,050,343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209,195,000

79,050,343 捐助、補助與獎助209,195,000

79,050,343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209,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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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解繳平均地權基金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合計31,191,742,000 54,000,000

其他31,191,742,000 54,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31,191,742,000元，減少

31,137,742,000元。

其他支出31,191,742,000 54,000,000

其他31,191,742,000 54,000,000

因應內湖六期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專戶

裁撤，應收本府產業發展局「辦理臺北地

方產業創新交流中心」土地價購案購地價

款，111年還款金額撥入臺北市實施平均地

權基金(新增)。

5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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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建築及設備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500,000合計500,000979,888

500,00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財目
的之長期投資

500,000979,888

500,000購置無形資產 較上年度預算數500,000元，無
增減。

500,000979,888

500,000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00,000購置電腦軟體 臺北市平均地權及重劃抵費地
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系統擴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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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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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前年)

科　                         　　目
111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110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12月31日

決  算  數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合計38,054,176 4,263,020 4,282,363 -19,343

資產38,054,176 4,263,020 4,282,363 -19,343

流動資產37,188,156 3,505,001 3,470,344 34,657

現金37,116,361 3,498,018 3,459,782 38,236

銀行存款37,116,361 3,498,018 3,459,782 38,236

應收款項71,796 6,983 10,562 -3,579

應收利息71,796 6,983 10,562 -3,579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866,019 758,019 812,019 -54,000

長期應收款項866,019 758,019 812,019 -54,000

長期應收款866,019 758,019 812,019 -54,000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38,054,176 4,263,020 4,282,363 -19,343

負債304 235 187 48

流動負債161 73 43 30

應付款項161 73 43 30

應付費用161 73 43 30

其他負債143 162 144 18

什項負債143 162 144 18

存入保證金143 162 144 18

基金餘額38,053,871 4,262,785 4,282,176 -19,391

基金餘額38,053,871 4,262,785 4,282,176 -19,391

基金餘額38,053,871 4,262,785 4,282,176 -19,391

累積餘額38,053,871 4,262,785 4,282,176 -19,391

註：

41901-17

1.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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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無形資產3,004,675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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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別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

理維護計畫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80,383,375 31,401,710,000 合計 316,00054,816,000

162,566 155,000 用人費用 140,000140,000

37,627 30,000 正式員額薪資 15,00015,000

37,627 30,000 管理會委員報酬 15,00015,000

124,939 125,000 超時工作報酬 125,000125,000

124,939 125,000 加班費 125,000125,000

180,017 115,000 服務費用 173,000173,000

12,400 旅運費 12,40012,400

12,400 國內旅費 12,40012,400

19,051 15,60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5,60015,600

19,051 15,600 印刷及裝訂費 15,60015,600

160,966 87,000 專業服務費 145,000145,000

160,966 87,000 電腦軟體服務費 145,000145,000

10,561 3,000 材料及用品費 3,0003,000

10,561 3,000 用品消耗 3,0003,000

6,161 辦公(事務)用品

4,400 3,000 其他用品消耗 3,0003,000

979,888 500,00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財目的
之長期投資

500,000

979,888 500,000 購置無形資產 500,000

979,888 500,000 購置電腦軟體 500,000

79,050,343 209,195,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79,050,343 209,195,0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79,050,343 209,195,000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31,191,742,000 其他 54,000,000

31,191,742,000 其他支出 54,000,000

31,191,742,000 其他 5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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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繳平均地權基金
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單位 ：新臺幣元

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彙計表

111年度

54,000,000 500,000 合計

用人費用

正式員額薪資

管理會委員報酬

超時工作報酬

加班費

服務費用

旅運費

國內旅費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印刷及裝訂費

專業服務費

電腦軟體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用品消耗

辦公(事務)用品

其他用品消耗

500,00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財目的
之長期投資

500,000 購置無形資產

500,000 購置電腦軟體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54,000,000 其他

54,000,000 其他支出

54,000,0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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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考績獎金

計畫及項目
聘僱
人員
薪資 年終獎金

津貼
超時
工作
報酬

正式
員額
薪資

獎                         金

其他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125,00015,000140,000合計

重劃區增加
建設管理維
護計畫

125,00015,000140,000

管理會委
員

15,00015,000

正式人員 125,000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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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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退休金
提撥

福利金
卹償金

資遣費

福　　　　　利　　　　　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彙計表

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合計

重劃區增加
建設管理維
護計畫

管理會委
員

正式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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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計　畫　別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數量 預算數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合計 54,816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計
畫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計畫其工作效益
無法獨立計算單位成本。

316

解繳平均地權基金計畫 解繳平均地權基金計畫其工作效益無法獨
立計算單位成本。

54,000

建築及設備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其工作效益無法獨立計算
單位成本。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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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單     位 金     額年   度   及   項   目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
理維護計畫

316

(上)年度預算數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
理維護計畫

209,468

(前)年度決算數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
理維護計畫

79,403

(108)年度決算數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
理維護計畫

177,420

(107)年度決算數

重劃區增加建設管
理維護計畫

11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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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期末餘額項　目

以前年度
累計折舊/
長期投資
評　　價

本年度累計折
舊/長期投資
評價變動數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本      年      度      變      動

增加 減少

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資 本 資 產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合計 3,0054235002,928

電腦軟體 3,0054235002,928 臺北市平均地權
及重劃抵費地出
售盈餘款基金管
理系統擴增及攤
銷。

無形資
產攤銷

增置

41901-24

註：預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41901-25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 

臺北市議會第 1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9 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為妥善運用各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供作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用，特設置臺

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二十

一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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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市政府）

為主管機關，市政府地政局為管理機關。並得設管理委員會，其設置要點由市政府定之。     

第三條 本基金之資金來源如下： 

一  各重劃區出售抵費地盈餘款應撥充之款項。 

二  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  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資金運用範圍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四條之一之規定。 

管理委員會運作所需之行政費用、出席費及兼職交通費等經費，由本基金之孳息收入支應。 

第五條 本基金之資金應按重劃區分別於市庫代理銀行設立專戶存儲，循環運用。 

第六條 市政府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動用抵費地出售盈餘款，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擬具提案，

載明下列事項向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 

一  使用計畫及金額。 

二  預定進度。 

三  預期效益。 

第七條 本基金應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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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