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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204-01 

 

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依「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及「都市

更新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設置本基金，據以協助及推動臺中市都市整體

開發、發展、行銷、資訊流通或必要建設等，並促進都市土地計畫之再

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二）茲將本年度主要業務計畫執行情形摘要說明如下:             

業務計畫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其他勞務
成本 

辦理臺中市 106 年度都市
計畫樁測釘、埋設及數值地
形測量工程案、都市計畫區
辦理定期或專案通盤檢
討、公寓大廈鼓勵成立管理
委員會與共用部分及約定
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

助計畫及補助臺中市住宅
基金。 

依合約繼續執行中。 積極辦理中。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數與收入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業務收入決算數 278,682,945元，業務外收入 9,026,142元，收

入合計 287,709,087元，較預算數 396,975,000元，減少 109,265,913

元，計減少 27.52％。收入各科目決算數與預算數比較之增減情形分析

如下： 

1.業務收入：預算數 392,275,000 元，決算數為 278,682,945 元，決

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113,592,055元，約減少 28.96％，主要係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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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案件比預期少所致。 

2.業務外收入：預算數 4,700,000 元，決算數為 9,026,142 元，決算

數較預算數增加 4,326,142元，主要係(1) 臺中市 104、105年度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案樁位測釘等案之結算結餘款，無提列應付

帳款之必要，註銷應付帳款 3,629,704元。(2) 臺中市都市計畫(寶

山里及文山里地區工業區)細部計畫(配合區段徵收分期分區開發)

都市計畫變更規劃案等案終止契約，無提列應付帳款必要。  

（二）支出決算數與支出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522,498,613元，較預算數 541,197,000

元，減少 18,698,387元，計減少 3.46％，支出科目決算數與預算數比

較之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勞務成本：決算數為 485,031,508 元，較預算數 497,307,000 元，

減少 12,275,492，約減少 2.47％，主要係臺中市建築風貌及環境景

觀改造補助計畫 15,000,000元，無民眾申請，故經費未執行。 

2.其他業務成本：決算數為 0 元，較預算數 1,800,000 元，減少 100

％，主要係因歷年城鄉風貌工程之營運維護、系統建置管理、資訊

建立、其他雜項用途等案，係因城鄉風貌工程之營運維護經費主要

使用於民眾對城鄉風貌建議事項、既設施遭民眾破壞之修繕、城鄉

風貌管理系統維護及重大災故緊急維修等，又本經費係屬被動式，

當有需求時始可動支使用，且原先本局維護之設施已逐漸移交至經

管單位接續維護及民眾破壞設施情況已有改善，又本年度災害較

少，以致執行率較低。 

3.管理及總務費用：決算數為 37,467,105 元，較預算數 42,090,000

元，減少 4,622,895元，約減少 10.98％，主要係因 (1)計時計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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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實支薪俸較標準低。(2)法律事務費、油脂費及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係依業務實際發生支付。 

（三）決算與預算賸餘比較情形： 

本年度預算短絀數為 144,222,000元，決算短絀數為 234,789,526元，

主要係因業務收入較預算數減少。 

 

三、餘絀撥補實況 

本期短絀 234,789,526 元，連同以前年度累積賸餘 3,203,690,282 元，淨累積

賸餘 2,968,900,756元，悉數留存基金列為未分配賸餘。 

 

四、現金流量結果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477,389,694元，由下列各項計算而成：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6,020,383元，包括本年度短絀 234,789,526

元，調整非現金項目折舊及折耗 1,073,969元，攤銷 1,032,000元，流

動資產淨增 22,625,756元，流動負債淨增 229,288,930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71,247,298元。 

（二）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0,122,013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額為 3,425,731,766元，包括流動資產 2,870,002,527元，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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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8％，固定資產 534,297,254元，約占 15.6％，無形資產 21,431,985

元約占 0.63％。 

（二）負債及淨值總額為 3,425,731,766元，包括流動負債 446,014,621元，

約占 13.02％，其他負債 10,816,389 元，約占 0.32％，累積賸餘

2,968,900,756元，約占 86.66％。 

 

六、其他： 

為辦理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因(一)計畫區已達通盤檢討年限，(二)原採購金額

18,000,000 元業已 2 次流標，實有採購發包急迫性及必要性，故重新檢視經費

概算，確需增加 5,000,000 元，依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0

點，因正常業務之需要，報經主管機關，並經 106 年 8 月 7 日府授都秘字第

1060169226號函核准，本局據以超支「勞務成本-其他勞務成本-服務費用-專業

服務費-委託調查研究費」5,000,000元併年度決算辦理。 

 



乙、決算主要表



收支餘絀決算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上年度決算數本年度預算數

％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113,592,055 100.00 392,275,000 -28.96業務收入  100.00 278,682,945  100.00 211,671,094

-113,592,575 63.74 250,040,000 -45.43勞務收入  136,447,425  48.96  116,847,414  55.20

-113,592,575 63.74 250,040,000 -45.43其他勞務收入  136,447,425  48.96  116,847,414  55.20

 520 36.26 142,235,000  -  其他業務收入  142,235,520  51.04  94,823,680  44.80

 520 36.26 142,235,000  -  其他補助收入  142,235,520  51.04  94,823,680  44.80

-18,698,387 137.96 541,197,000 -3.46業務成本與費用  187.49 522,498,613  95.04 201,166,992

-12,275,492 126.78 497,307,000 -2.47勞務成本  485,031,508  174.04  163,361,054  77.18

-12,275,492 126.78 497,307,000 -2.47其他勞務成本  485,031,508  174.04  163,361,054  77.18

-1,800,000 0.46 1,800,000 -100.00其他業務成本  -  -   -  -  

-1,800,000 0.46 1,800,000 -100.00雜項業務成本  -  -   -  -  

-4,622,895 10.73 42,090,000 -10.98管理及總務費用  37,467,105  13.44  37,805,938  17.86

-4,622,895 10.73 42,090,000 -10.98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37,467,105  13.44  37,805,938  17.86

-94,893,668-37.96-148,922,000  63.72業務賸餘(短絀-) -87.49-243,815,668  4.96 10,504,102

 4,326,142 1.20 4,700,000  92.05業務外收入  3.24 9,026,142  18.91 40,030,409

-2,257,938 1.20 4,700,000 -48.04財務收入  2,442,062  0.88  3,392,469  1.60

-2,257,938 1.20 4,700,000 -48.04利息收入  2,442,062  0.88  3,392,469  1.60

 6,584,080 -   -  -  其他業務外收入  6,584,080  2.36  36,637,940  17.31

 628,813 -   -  -  違約罰款收入  628,813  0.23  6,547,108  3.09

 5,955,267 -   -  -  雜項收入  5,955,267  2.14  30,090,832  14.22

 4,326,142 1.20 4,700,000  92.05業務外賸餘(短絀-)  3.24 9,026,142  18.91 40,030,409

 - -   -  -  非常賸餘(短絀-)  -   -  -   -

 - -   -  -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  -   -  -   -

-90,567,526-36.77-144,222,000  62.80本期賸餘(短絀-) -84.25-234,789,526  23.87 50,534,511

204-05



餘絀撥補決算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上年度決算數本年度預算數

％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25,192,718 100.00 3,228,883,000賸餘之部  100.00 3,203,690,282  100.00 3,203,690,282-0.78

 - -   -本期賸餘  -  -   50,534,511  1.58 -  

-25,192,718 100.00 3,228,883,000前期未分配賸餘  3,203,690,282  100.00  3,153,155,771  98.42-0.78

 90,567,526 4.47 144,222,000分配之部  7.33 234,789,526  -   - 62.80

 90,567,526 4.47 144,222,000填補累積短絀  234,789,526  7.33  -  -   62.80

 - -   -其他依法分配數  -  -   -  -   -  

-115,760,244 95.53 3,084,661,000未分配賸餘  92.67 2,968,900,756  100.00 3,203,690,282-3.75

 90,567,526 100.00 144,222,000短絀之部  100.00 234,789,526  -   - 62.80

 90,567,526 100.00 144,222,000本期短絀  234,789,526  100.00  -  -   62.80

 - -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  -   -  -   -  

 90,567,526 100.00 144,222,000填補之部  100.00 234,789,526  -   - 62.80

 90,567,526 100.00 144,222,000撥用賸餘  234,789,526  100.00  -  -   62.80

 - -   -待填補之短絀  -   -  -   - -  

204-06



現金流量決算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預　算　數項　　　　目
％金   額

比較增減(-)
決　算　數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62.80-144,222,000 -90,567,526-234,789,526本期賸餘（短絀－）

-372.83-76,520,000  285,289,143 208,769,143調整非現金項目

 148.03 433,000  640,969 1,073,969折舊及折耗
 789.66 116,000  916,000 1,032,000攤銷

 -   - -22,625,756-22,625,756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397.51-77,069,000  306,357,930 229,288,930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88.21-220,742,000  194,721,617-26,020,383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27.13-503,327,000  136,546,191-366,780,809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27.13-503,327,000  136,546,191-366,780,809增加固定資產
-66.44-13,310,000  8,843,511-4,466,489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66.44-13,310,000  8,843,511-4,466,489增加無形資產
-28.14-516,637,000  145,389,702-371,247,298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 -80,122,013-80,122,013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
及遞延貸項

 -   - -80,122,013-80,122,013減少其他負債
 -   - -80,122,013-80,122,013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5.26-737,379,000  259,989,306-477,389,69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29 3,463,810,000 -183,335,362 3,280,474,638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81 2,726,431,000  76,653,944 2,803,084,944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本基金無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204-07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

平衡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資產  3,425,731,766  100.00  3,511,354,375  100.00 -85,622,609 -2.44

    流動資產  2,870,002,527  83.78  3,324,766,465  94.69 -454,763,938 -13.68

        現金 -14.55 2,803,084,944 -477,389,694 93.42 3,280,474,638 81.82

            銀行存款 -14.55 2,803,084,944 -477,389,694 93.42 3,280,474,638 81.82

                銀行存款 -14.55 2,803,084,944 -477,389,694 93.42 3,280,474,638 81.82

        應收款項  633.55 26,347,982  22,756,155 0.10 3,591,827 0.77

            應收帳款  -   200,000  - 0.01 200,000 0.01

            應收利息 -28.00 2,442,062 -949,765 0.10 3,391,827 0.07

            其他應收款  -   23,705,920  23,705,920 -   - 0.69

        預付款項 -0.32 40,569,601 -130,399 1.16 40,700,000 1.18

            預付費用 -0.32 40,569,601 -130,399 1.16 40,700,000 1.18

    固定資產  534,297,254  15.60  168,590,414  4.80  365,706,840  216.92

        機械及設備  101.83 6,323,394  3,190,354 0.09 3,133,040 0.18

            機械及設備  114.70 7,235,644  3,865,604 0.10 3,370,040 0.21

            累計折舊─ 機械及設備(-)  284.92-912,250 -675,250-0.01-237,000-0.03

        交通及運輸設備  12.04 1,609,544  172,943 0.04 1,436,601 0.05

            交通及運輸設備  27.71 2,534,544  549,943 0.06 1,984,601 0.07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68.80-925,000 -377,000-0.02-548,000-0.03

        什項設備  257.58 631,920  455,201 0.01 176,719 0.02

            什項設備  43.29 1,578,639  476,920 0.03 1,101,719 0.05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2.35-946,719 -21,719-0.03-925,000-0.03

        購建中固定資產  220.87 525,732,396  361,888,342 4.67 163,844,054 15.35

            未完工程  220.87 525,732,396  361,888,342 4.67 163,844,054 15.35

    無形資產  21,431,985  0.63  17,997,496  0.51  3,434,489  19.08

        無形資產  19.08 21,431,985  3,434,489 0.51 17,997,496 0.63

            電腦軟體  19.08 21,431,985  3,434,489 0.51 17,997,496 0.63

 3,425,731,766  3,511,354,375 -85,622,609資 產 合 計  100.00  100.00 -2.44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18,192,500  -   16,979,500  -   1,213,000  7.14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7.14 18,192,500  1,213,000 -   16,979,500 -  

            保管有價證券  7.14 18,192,500  1,213,000 -   16,979,500 -  

負債  456,831,010  13.34  307,664,093  8.76  149,166,917  48.48

    流動負債  446,014,621  13.02  216,725,691  6.17  229,288,930  105.80

        應付款項  105.80 446,014,621  229,288,930 6.17 216,725,691 13.02

            應付帳款  105.80 446,014,621  229,288,930 6.17 216,725,691 13.02

    其他負債  10,816,389  0.32  90,938,402  2.59 -80,122,013 -88.11

        什項負債 -88.11 10,816,389 -80,122,013 2.59 90,938,402 0.32

            存入保證金 -6.46 10,816,389 -746,886 0.33 11,563,275 0.32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100.00 - -79,375,127 2.26 79,375,127 -  

淨值  2,968,900,756  86.66  3,203,690,282  91.24 -234,789,526 -7.33

    累積餘絀(-)  2,968,900,756  86.66  3,203,690,282  91.24 -234,789,526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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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

平衡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累積賸餘 -7.33 2,968,900,756 -234,789,526 91.24 3,203,690,282 86.66

            累積賸餘 -7.33 2,968,900,756 -234,789,526 91.24 3,203,690,282 86.66

 3,425,731,766  3,511,354,375 -85,622,609負債及淨值合計  100.00  100.00 -2.44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18,192,500  -   16,979,500  -   1,213,000  7.14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7.14 18,192,500  1,213,000 -   16,979,500 -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7.14 18,192,500  1,213,000 -   16,979,500 -  

為符科目定義，固定資產-房屋及建築決算數525,732,396元，重分類至購建中固定資產-未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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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決算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勞務收入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　算　數
％金   額

比較增減(-)
備　　註

 250,040,000 -45.43-113,592,575 136,447,425勞務收入
 250,040,000  136,447,425 -113,592,575 -45.43其他勞務收入 主要係因申請住宅

區變更為商業區案
件比預期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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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其他業務收入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　算　數
％金   額

比較增減(-)
備　　註

 142,235,000  -   520 142,235,520其他業務收入
 142,235,000  142,235,520  520  -  其他補助收入 主要係社會住宅豐

原安康段中央補助
款入庫及提列應收
款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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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業務外收入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　算　數
％金   額

比較增減(-)
備　　註

 4,700,000  92.05 4,326,142 9,026,142業務外收入
 4,700,000 -48.04-2,257,938 2,442,062財務收入
 4,700,000  2,442,062 -2,257,938 -48.04利息收入 主要係本局銀行存

款金額較原預估
少，間接利息收入
減少。

 -  -   6,584,080 6,584,080其他業務外收入
 -  628,813  628,813  -  違約罰款收入 主要係大坑地

區15M-3計畫道路
開闢工程(橫坑巷
至北坑巷)委託規
劃設計監造等案違
約金。

 -  5,955,267  5,955,267  -  雜項收入 主要係以前年度應
付帳款註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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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勞務成本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　算　數
％金   額

比較增減(-)
備　　註

 497,307,000 -2.47-12,275,492 485,031,508勞務成本

 497,307,000  485,031,508 -12,275,492 -2.47其他勞務成本

 39,500,000  39,425,078 -74,922 -0.19工程費用

 39,500,000  39,425,078 -74,922 -0.19施工費用

 39,500,000  39,425,078 -74,922 -0.19其他工程

 119,807,000  122,606,430  2,799,430  2.34服務費用

 119,807,000  122,606,430  2,799,430  2.34專業服務費

 62,597,000  66,402,781  3,805,781  6.08委託調查研究費 為辦理變更臺中市
都市計畫(舊有市
區及一至五期市地
重劃地區)細部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實有採購
發包急迫性及必要
性，故重新檢視經
費概算，確需增
加5,000,000元，依
直轄市及縣(市)附
屬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第20點，並
經106年8月7日府
授都秘字
第1060169226號函
核准，本局據以超
支「勞務成本-其
他勞務成本-服務
費用-專業服務
費-委託調查研究
費」5,000,000元併
年度決算辦理。

 57,210,000  56,203,649 -1,006,351 -1.76其他

 338,000,000  323,000,000 -15,000,000 -4.44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300,000,000  300,000,000  -  -  捐助、補助及獎助

 300,000,000  300,000,000  -  -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38,000,000  23,000,000 -15,000,000 -39.47補貼(償)、獎勵、慰問與救
助(濟)

 38,000,000  23,000,000 -15,000,000 -39.47其他 臺中市建築風貌及
環境景觀改造補助
計
畫15,000,000元，
無民眾申請，故經
費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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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其他業務成本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　算　數
％金   額

比較增減(-)
備　　註

 1,800,000 -100.00-1,800,000 -其他業務成本

 1,800,000  - -1,800,000 -100.00雜項業務成本

 1,800,000  - -1,800,000 -100.00服務費用

 1,800,000  - -1,800,000 -100.00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800,000  - -1,800,000 -100.00非業務資產修護費 主要係因歷年城鄉
風貌工程之營運維
護、系統建置管
理、資訊建立、其
他雜項用途等
案，係因城鄉風貌
工程之營運維護經
費主要使用於民眾
對城鄉風貌建議事
項、既設施遭民眾
破壞之修繕、城鄉
風貌管理系統維護
及重大災故緊急維
修等，又本經費係
屬被動式，當有需
求時始可動支使
用，且原先本局維
護之設施已逐漸移
交至經管單位接續
維護及民眾破壞設
施情況已有改
善，又本年度災害
較少，以致執行率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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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　算　數
％金   額

比較增減(-)
備　　註

 42,090,000 -10.98-4,622,895 37,467,105管理及總務費用

 42,090,000  37,467,105 -4,622,895 -10.98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250,000  228,850 -21,150 -8.46用人費用

 250,000  228,850 -21,150 -8.46超時工作報酬

 250,000  228,850 -21,150 -8.46加班費

 40,580,000  34,744,058 -5,835,942 -14.38服務費用

 430,000  389,508 -40,492 -9.42水電費

 330,000  328,725 -1,275 -0.39工作場所電費

 100,000  60,783 -39,217 -39.22工作場所水費

 676,000  473,977 -202,023 -29.89郵電費

 556,000  411,956 -144,044 -25.91郵費

 120,000  62,021 -57,979 -48.32電話費

 186,000  66,566 -119,434 -64.21旅運費

 186,000  66,566 -119,434 -64.21國內旅費

 1,116,000  373,634 -742,366 -66.52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36,000  216,434 -119,566 -35.59印刷及裝訂費

 280,000  47,200 -232,800 -83.14廣（公）告費

 500,000  110,000 -390,000 -78.00業務宣導費

 844,000  113,126 -730,874 -86.60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750,000  72,250 -677,750 -90.37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94,000  40,876 -53,124 -56.51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17,000  15,177 -1,823 -10.72保險費

 17,000  15,177 -1,823 -10.72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33,811,000  31,327,105 -2,483,895 -7.35一般服務費

 33,811,000  31,327,105 -2,483,895 -7.35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編列32名約用人員
薪資、保險、勞退
金預算合計
為17,130,048元，
決算16,399,431元
及40名行政助理薪
資、保險、勞退金
預算合計
為16,680,000元，
決算合計
為14,927,674元。
�

 3,500,000  1,984,965 -1,515,035 -43.29專業服務費

 1,500,000  190,050 -1,309,950 -87.33法律事務費

 1,900,000  1,778,915 -121,085 -6.37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100,000  16,000 -84,000 -84.00委託考選訓練費

 641,000  325,128 -315,872 -49.28材料及用品費

 192,000  156,166 -35,834 -18.66使用材料費

 192,000  156,166 -35,834 -18.66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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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　算　數
％金   額

比較增減(-)
備　　註

 449,000  168,962 -280,038 -62.37用品消耗

 249,000  103,642 -145,358 -58.38辦公（事務）用品

 200,000  65,320 -134,680 -67.34食品

 549,000  2,105,969  1,556,969  283.60折舊、折耗及攤銷

 80,000  675,250  595,250  744.06機械及設備折舊

 80,000  675,250  595,250  744.06機械及設備折舊

 331,000  377,000  46,000  13.90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331,000  377,000  46,000  13.90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22,000  21,719 -281 -1.28什項設備折舊

 22,000  21,719 -281 -1.28什項設備折舊

 116,000  1,032,000  916,000  789.66攤銷

 116,000  1,032,000  916,000  789.66攤銷電腦軟體費

 70,000  63,100 -6,900 -9.86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39,000  35,059 -3,941 -10.11消費與行為稅

 39,000  35,059 -3,941 -10.11使用牌照稅

 31,000  28,041 -2,959 -9.55規費

 3,000  2,150 -850 -28.33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28,000  25,891 -2,109 -7.53汽車燃料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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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                目

可    用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算數
合    計

以前年度
保留數

本年度法
定預算數

本年度
奉准先
行辦理

數

調 整  
數

本年度
保留數

比較增減

(－)

 503,327,000 -315,150,661 366,780,809固定資產  178,604,470  681,931,470 - -  314,599,691

 498,792,000  - -676,053,946房屋及建築  177,261,946  -  -  676,053,946  313,614,691

 3,985,000  3,865,604 -985,000機械及設備  1,342,524  - -476,920  4,850,604  985,000

 550,000  549,943 -57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550,000  -

 -  476,920  -什項設備  -  -  476,920  476,920  -

 361,888,342  361,888,342購建中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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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預算與實際進度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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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

臺中市政府

調整數

預          算          數

可    用    預    算    數

本年度奉准
先行辦理數

本年度
法定預算數

以前年度
保留數

進度起
迄年月

目標能量金  額

全部計畫

計畫名稱

專案計畫

新興計畫
 172,141,000  - 106.1-108.12  -  6,330,000  -  -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沙
鹿檔案大樓興建計畫

繼續計畫
 554,462,000  - 103.1-106.12  99,348,631  299,162,000  -  -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1,530萬編
列於公務預算)

社會住宅豐原安康段委託
設計監造暨第一期開發計
畫

 365,952,000  - 105.1-107.12  56,306,772  120,000,000  -  -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

臺中市社會住宅大里區光
正段第一期開發計畫

 785,184,000  - 105.1-108.12  21,606,543  73,300,000  -  -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社會
住宅興辦計畫

一般建築及設備

一次性項目
 2,340,000  - 106.1-106.12  1,342,524  985,000  -  - 建築物施工管

理e化管制系統
建置計畫經一次
流標，刻正依契
約執行中。

機械及設備

 550,000  - 106.1-106.12  -  550,000  -  -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  476,920 建築執照大數據
雲端資料庫建置
計畫於106.12.7奉
准調整容納。

什項設備

分年性項目
 5,000,000  - 106.1-109.12  -  3,000,000  - -476,920 建築執照大數據

雲端資料庫建置
計畫於106.12.7奉
准調整容納。

機械及設備

 1,885,629,000  - 106.1-108.12  178,604,470  503,327,000  -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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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畫預算與實際進度比較表

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都市發展局

106年度

截至本年度累計數

決    算    數

本年度截至本年度累計數

占預算
數％

金    額占預算
數％

金    額
佔全部
計畫％

金額
佔全部
計畫％合計

未達成或
超過預算
之原因

專案計畫

新興計畫

 6,330,000  3.68  2,219,269  35.06  2,219,269  35.06 3.68 6,330,000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

106.1-108.12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沙
鹿檔案大樓興建計畫

繼續計畫

 539,162,000  97.24  226,771,979  56.90  367,423,348  68.15 71.87 398,510,631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1,530萬編
列於公務預算)

103.1-106.12社會住宅豐原安康段委託
設計監造暨第一期開發計
畫

 190,000,000  51.92  100,598,699  57.06  114,291,927  60.15 48.18 176,306,772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

105.1-107.12臺中市社會住宅大里區光
正段第一期開發計畫

 104,406,000  13.30  32,298,395  34.03  41,797,852  40.03 12.09 94,906,543 依契約執行
中，惟尚未達付
款條件，將俟達
契約付款條件後
積極辦理撥款事
宜。

105.1-108.12臺中市太平區育賢段社會
住宅興辦計畫

一般建築及設備

一次性項目

 2,340,000  100.00  1,342,524  57.68  1,342,524  57.37 99.47 2,327,524 建築物施工管
理e化管制系統
建置計畫經一次
流標，刻正依契
約執行中。

106.1-106.12機械及設備

 550,000  100.00  549,943  99.99  549,943  99.99 100.00 550,000 106.1-106.12交通及運輸設備

 476,920  100.00  476,920  100.00  476,920  100.00 100.00 476,920 建築執照大數據
雲端資料庫建置
計畫於106.12.7奉
准調整容納。

什項設備

分年性項目

 2,523,080  50.46  2,523,080  100.00  2,523,080  100.00 50.46 2,523,080 建築執照大數據
雲端資料庫建置
計畫於106.12.7奉
准調整容納。

106.1-109.12機械及設備

 845,788,000  44.85  366,780,809  53.82  530,624,863  62.74 36.14 681,931,470 106.1-108.12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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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折舊明細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合計
什項
資產

非業務
資產

租賃權
益改良

租賃
資產

什項設
備

交通及運
輸設備

機械及
設備

房屋及
建築

土地改
良物

項目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其他

原值  -  -  3,370,040  1,984,601  1,101,719  -  -  -  -  6,456,360 -

減：以前年度已提折
舊數

 -  -  237,000  548,000  925,000  -  -  -  -  1,710,000 -

上年度期末帳面價值  -  -  3,133,040  1,436,601  176,719  -  -  -  -  4,746,360 -

加：本年度新增資產
價值

 -  -  3,865,604  549,943  476,920  -  -  -  -  4,892,467 -

減：本年度減少資產
價值

 -  -  -  -  -  -  -  -  -  - -

加減：調整數  -  -  -  -  -  -  -  -  -  - -

減：本年度提列折舊
數

 -  -  675,250  377,000  21,719  -  -  -  -  1,073,969 -

本年度期末帳面價值  -  -  6,323,394  1,609,544  631,920  -  -  -  -  8,564,858 -

本年度提列折舊數  -  -  -  -  -  -  -  -  -  - -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
用

 -  -  675,250  377,000  21,719  -  -  -  -  1,073,969 -

    不動產投資  -  -  -  -  -  -  -  -  -  - -

    合計  -  -  675,250  377,000  21,719  -  -  -  -  1,073,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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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度

科目及業務
計畫項目

可    用    預　算　數

單位：新臺幣元

無形資產明細表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決算數
合    計

比較增減

(－)
以前年度
保留數

本年度法
定預算數

本年度
保留數

 13,310,000 -8,840,000 4,470,000無形資產  -  13,310,000  8,655,000

 13,310,000  4,470,000 -8,840,000電腦軟體  -  13,310,000  8,6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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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決算參考表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員工人數彙計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單位：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備      註項      目 預算數 決算數 比較增減(－)

業務支出部分

專任人員  -  -  -

職員  -  -  -

警察  -  -  -

技工  -  -  -

聘用  -  -  -

約僱  -  -  -

兼任人員  -  -  -

管理會委員  -  -  -

顧問人員  -  -  -

其他兼任人員  -  -  -

 -  -  -總          計

附註:本基金另有約用人員32員及行政助理40員辦理都市發展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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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

退休及
卹償金獎金

項       目

預    算    數

津貼
超時工
作報酬

聘僱人
員薪資

正式員
額薪資 合計提繳費福利費資遣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計

業務總支出部分

管理及總務費用  - 250,000 - -  -  -  -  -  -  250,000  -  250,000

正式人員  - 250,000 - -  -  -  -  -  -  250,000  -  250,000

合計  - 250,000 - -  -  -  -  -  -  250,000  -  250,000

附註:本基金於「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項下編列32名約用人員薪資、保險、勞退金預算合計為17,130,048元，決
算16,399,431元及40名行政助理薪資、保險、勞退金預算合計為16,680,000元，決算合計為14,927,6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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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彙計表

都市發展局
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106年度

退休及
卹償金獎金

項       目

決    算    數

津貼
超時工
作報酬

聘僱人
員薪資

正式員
額薪資 合計提繳費福利費資遣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計

業務總支出部分

管理及總務費用  - 228,850 - -  -  -  -  -  -  228,850  -  228,850

正式人員  - 228,850 - -  -  -  -  -  -  228,850  -  228,850

合計  - 228,850 - -  -  -  -  -  -  228,850  -  22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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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主要營運項目執行績效摘要表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減(─)可用預算數

數量 金額 金額

決算數

金額％ ％
項        目 數量

單位 數量 數量
備      註

 -   497,307,000  485,031,508  -   -  -12,275,492 -2.47其他勞務成本 元  -  主要係臺中市建築
風貌及環境景觀改
造補助計
畫15,000,000元，無
民眾申請，故經費
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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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費用彙計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比較增減(─)

決算數預算數
金額 ％

工程費用 -0.19-74,922 39,425,078 39,500,000

施工費用  39,500,000  39,425,078 -74,922 -0.19

 39,500,000  39,425,078 -74,922 -0.19其他工程

用人費用 -8.46-21,150 228,850 250,000

超時工作報酬  250,000  228,850 -21,150 -8.46

 250,000  228,850 -21,150 -8.46加班費

服務費用 -2.98-4,836,512 157,350,488 162,187,000

水電費  430,000  389,508 -40,492 -9.42

 330,000  328,725 -1,275 -0.39工作場所電費

 100,000  60,783 -39,217 -39.22工作場所水費

郵電費  676,000  473,977 -202,023 -29.89

 556,000  411,956 -144,044 -25.91郵費

 120,000  62,021 -57,979 -48.32電話費

旅運費  186,000  66,566 -119,434 -64.21

 186,000  66,566 -119,434 -64.21國內旅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16,000  373,634 -742,366 -66.52

 336,000  216,434 -119,566 -35.59印刷及裝訂費

 280,000  47,200 -232,800 -83.14廣（公）告費

 500,000  110,000 -390,000 -78.00業務宣導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644,000  113,126 -2,530,874 -95.72

 750,000  72,250 -677,750 -90.37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94,000  40,876 -53,124 -56.51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1,800,000  - -1,800,000 -100.00非業務資產修護費

保險費  17,000  15,177 -1,823 -10.72

 17,000  15,177 -1,823 -10.72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33,811,000  31,327,105 -2,483,895 -7.35

 33,811,000  31,327,105 -2,483,895 -7.35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專業服務費  123,307,000  124,591,395  1,284,395  1.04

 1,500,000  190,050 -1,309,950 -87.33法律事務費

 1,900,000  1,778,915 -121,085 -6.37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62,597,000  66,402,781  3,805,781  6.08委託調查研究費

 100,000  16,000 -84,000 -84.00委託考選訓練費

 57,210,000  56,203,649 -1,006,351 -1.76其他

材料及用品費 -49.28-315,872 325,128 641,000

使用材料費  192,000  156,166 -35,834 -18.66

 192,000  156,166 -35,834 -18.66油脂

用品消耗  449,000  168,962 -280,038 -62.37

 249,000  103,642 -145,358 -58.38辦公（事務）用品

 200,000  65,320 -134,680 -67.34食品

折舊、折耗及攤銷  283.60 1,556,969 2,105,969 549,000

機械及設備折舊  80,000  675,250  595,250  744.06

 80,000  675,250  595,250  744.06機械及設備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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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費用彙計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比較增減(─)

決算數預算數
金額 ％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331,000  377,000  46,000  13.90

 331,000  377,000  46,000  13.90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什項設備折舊  22,000  21,719 -281 -1.28

 22,000  21,719 -281 -1.28什項設備折舊

攤銷  116,000  1,032,000  916,000  789.66

 116,000  1,032,000  916,000  789.66攤銷電腦軟體費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9.86-6,900 63,100 70,000

消費與行為稅  39,000  35,059 -3,941 -10.11

 39,000  35,059 -3,941 -10.11使用牌照稅

規費  31,000  28,041 -2,959 -9.55

 3,000  2,150 -850 -28.33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28,000  25,891 -2,109 -7.53汽車燃料使用費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4.44-15,000,000 323,000,000 338,000,000

捐助、補助及獎助  300,000,000  300,000,000  -  -  

 300,000,000  300,000,000  -  -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補貼(償)、獎勵、慰問與救
助(濟)

 38,000,000  23,000,000 -15,000,000 -39.47

 38,000,000  23,000,000 -15,000,000 -39.47其他

合    計  541,197,000  522,498,613 -18,698,387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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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市議會審議通過106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所提審議意見辦理情
形報告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辦    理    情    形
審  議  意  見

內        容項次

 1 收入:照案通過。 遵照辦理。

 2 支出:照案通過。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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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市議會審議通過105年度臺中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所提
審議意見辦理情形報告表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辦    理    情    形
審  議  意  見

內        容項次

 1 收入:照案通過。 遵照辦理。

 2 支出:照案通過。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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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人員 : 蔡淑瓊

基 金 主 持 人: 王俊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