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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2 年度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甲、總說明 
本市 102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之編製，係依據預算法第

45 條、第 46 條及第 96 條等規定，配合施政計畫加強為民服務，

增進市民福利及市政建設為主要目標。以收支平衡，減輕本府負擔

之原則下，依據各基金主管單位編造 102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案，綜

合彙編完成，並隨同本市總預算案送請市議會審議。 

壹、基金運用主要目標 

各基金係依據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暨相關法規，循預算

程序設置各類特種基金。茲按營業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

等 3類分述如下：  

一、營業基金：  

係供營業循環運用者，為營業基金。本市 102 年度計 1個營業

基金，為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係依照「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暨

施行細則」之規定設立，經營果菜市場業務、把握貨源做好產地調

查工作、興建冷藏庫調節供貨之均衡、加強農藥殘毒檢驗，保障消

費者之健康、充實設備加強服務、建立健全交易制度。 

二、作業基金：  

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金。本市 102

年度共計 10 個作業基金，包括：公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公

有停車場基金、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金、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醫療作業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區

段徵收作業基金、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及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依其

設立目的與任務，擇要分別敍述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公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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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辦理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貼補購置住宅利息及

急難救助等業務，確實照護員工生活。 

(二)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  

為改善停車設施，推動與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停車場，依停

車場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設置本基金。 

(三)臺中市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金：  

本基金係依據內政部訂頒之「市區道路管理條例」規定設置，

運用管線單位申挖道路所繳納之管溝及路面修復費用，於基金

指定用途內，執行道路養護建設，維護道路品質，保障市民用

路之權益。 

(四)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為辦理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事業設置本基金，據以協助本市都

市整體開發、行銷、資訊流通或必要建設等，促進都市土地有

計劃之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五)臺中市醫療作業基金：  

為辦理醫療保健、診療作業及各項衛生保健，並徹底防治結核

病及慢性病，增進國民健康。 

(六)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  

本府為推動市地重劃業務，集中運用籌措之經費，加強財務收

支管理與監督，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設置市地重劃基金。 

(七)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為辦理實施平均地權、照價收買、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業務，

及促進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之發展及改善，依據平均地

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設置本基金。 

(八)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 

為推動辦理區段徵收以建立土地儲備制度，並加強新市鎮、新

市區之開發建設，特設置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 

(九)臺中市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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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工業區開發，健全工業區管理，並推動與工業發展有關

之各項建設，促進經濟繁榮，以減輕本府財政負擔，依據「產

業創新條例」第 49 條第 1項規定設置本基金。 

(十)臺中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為加強市有財產開發利用設置本基金，用以辦理不動產投資及

加強市有財產之開發利用。 

三、特別收入基金： 

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本市 102

年度共計 7個特別收入基金，包括：環境保護基金、農業發展基金、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勞工權益基金及動物福利基金。依其設立目的與任務，擇要分

別敍述如下： 

(一)臺中市環境保護基金： 

本基金項目主要有空氣污染防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及環境

教育基金三種。另區域性垃圾焚化廠特種基金（后里及烏日廠）

為因應縣市合併及預算表達之一致性，自 102 年度起改編於單

位預算。 

1.空氣污染防制：係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徵收之固定污染源空氣

污染防制費中以一定比例撥交地方政府，地方再配合所徵收之

營建工程空污費共同成立，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8 條之規定，

為專款專用於空氣污染防制工作推動之相關業務，改善空氣污

染及維護環境品質，增進市民健康。 

2.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係隨水費徵收廢棄物處理費，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 26 條之規定，積極推動垃圾處理計畫，有效清除處

理廢棄物。 

3.環境教育基金：係依環境教育法設置，並依同法第 8條第 2項

規定，提撥環境保護基金支出預算、環境保護罰鍰收入及資源

回收變賣所得提撥部份比率金額，辦理環境教育講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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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研究與發展及推展等相關事項。 

(二)臺中市農業發展基金： 

本基金係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

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第 7條規定設置，促進農民福利及農業

發展，平衡農業以外產業對農地需求，促進土地資源合理分配

及利用，達到地利共享之目標。 

(三)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本基金係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規定設置，以促進

身心障礙者就業，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

(構)，因進用身心障礙者必要購置改裝修繕器材設備及協助進

用必要之費用，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立機構獎勵金及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之相關事項。 

(四)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為有效管理運用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發行之公益彩券盈餘

分配款及運動彩券盈餘分配款，專供社會福利及慈善等公益活

動之用，設置本基金。 

(五)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本基金依「教育基本法」暨「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設置，

以落實教育基本法中以法律保障教育經費編列之規定。 

(六)臺中市勞工權益基金：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協助失業勞工爭取合法權

益、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特設置本基金。 

(七)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本基金係依據「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設

置，以提升本市動物福利，營造本市為對待動物友善之具國際

化的文明城市，達到增加收容犬貓認養率及落實動物保護立法

精神。 

貳、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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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基金： 

(一)營業總收入 2,784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396 萬 2,000 元，

增加 387 萬 8,000 元，約增 16.18%。 

(二)營業總支出2,430萬2,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156萬1,000

元，增加 274 萬 1,000 元，約增 12.71%。 

(三)稅後純益353萬8,000元，較上年度預算稅後純益240萬1,000

元，增加 113 萬 7,000 元，約增 47.36%。 

(四)固定資產本年度未編列，上年度預算數 407 萬元。 

(五)無形資產本年度未編列，上年度預算數 50 萬元。 
 

營業基金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A) 

上年度    

預算數    

(B) 

比       較 

金額   

(A-B) 

增減     

% 

營業總收入 27,840 23,962 3,878 16.18 

營業總支出 24,302 21,561 2,741 12.71 

稅後純益 3,538 2,401 1,137 47.36 

固定資產 - 4,070 -4,070 -100.00 

無形資產 - 500 -500 -100.00 

 

二、作業基金： 

(一) 業務總收入共 122 億 8,818 萬 7,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70億67萬元，減少47億1,248萬3,000元，約減27.72%。 

(二) 業務總支出共計 65 億 822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7 億

6,860 萬 5,000 元，增加 17 億 3,961 萬 5,000 元，約增

36.48%。 

(三) 本年度賸餘共計 57 億 7,996 萬 7,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2億 3,206萬 5,000元，減少64億 5,209萬 8,000元，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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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52.75%。 

(四) 解繳市庫淨額65億 266萬 1,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53億

266 萬 1,000 元，增加 12 億元，約增 22.63%。 

(五) 長期投資 33 億 9,467 萬 4,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5 億

6,209 萬 5,000 元，減少 41 億 6,742 萬 1,000 元，約減

55.11%。 

(六) 固定資產 89 億 8,705 萬 8,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4 億

2,074 萬 6,000 元，增加 65 億 6,631 萬 2,000 元，約增

271.25%。 

(七) 無形資產371萬 5,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525萬元，減少

153 萬 5,000 元，約減 29.24%。 
 

作業基金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A） 

上年度 

預算數 

（B） 

比 較 

金額 

（A-B） 

增減 

% 

業務總收入 12,288,187 17,000,670 -4,712,483 -27.72 

業務總支出 6,508,220 4,768,605 1,739,615 36.48 

本期賸餘 5,779,967 12,232,065 -6,452,098 -52.75 

解繳市庫淨額 6,502,661 5,302,661 1,200,000 22.63 

長期投資 3,394,674 7,562,095 -4,167,421 -55.11 

固定資產 8,987,058 2,420,746 6,566,312 271.25 

無形資產 3,715 5,250 -1,535 -29.24 
 註：作業基金 10 個單位，如加計分預算 31 個單位，合計 41 個單位。     

 

三、特別收入基金： 

(一)基金來源 419 億 6,120 萬 2,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27 億

8,973 萬 1,000 元，減少 8億 2,852 萬 9,000 元，約減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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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用途 423 億 4,997 萬 2,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24 億

8,282 萬 7,000 元，減少 1億 3,285 萬 5,000 元，約減 0.31%。 

(三)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本年度短絀 3億 8,877 萬元，較上年

度賸餘 3億 690 萬 4,000 元，減少 6億 9,567 萬 4,000 元，約

減 226.67%。 

(四)期初基金餘額 85 億 3,242 萬 8,000 元，將移用以前基金餘額

支應本年度短絀3億8,877萬元及解繳市庫8億4,930萬5,000

元後，期末基金餘額為 72 億 9,435 萬 3,000 元。 
 

特別收入基金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A） 

上年度 

預算數 

（B） 

比    較 

金額 

（A-B） 

增減 

% 

基金來源 41,961,202 42,789,731 -828,529 -1.94 

基金用途 42,349,972 42,482,827 -132,855 -0.31 

本期賸餘（短絀-） -388,770 306,904 -695,674 -226.67 
註：特別收入基金 7個單位，如加計分預算 307 個單位，合計 314 個單位。 

 

參、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營業基金： 

本年度盈餘之部1,730萬 3,000元（本期純益353萬 8,000元，

累積盈餘 1,376 萬 5,000 元）；本年度分配之部 1,730 萬 3,000 元

（留存事業機關者－法定公積 35 萬 4,000 元、未分配盈餘 1,694

萬 9,000 元）。 

二、作業基金： 

(一)本年度賸餘之部237億6,354萬8,000元（本期賸餘73億4,754

萬 3,000 元，前期未分配賸餘 164 億 1,600 萬 5,000 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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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分配之部 143 億 3,881 萬 5,000 元（填補累積短絀 10 億

1,827 萬 5,000 元，解繳市庫淨額 65 億 266 萬 1,000 元，解

繳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68 億 1,787 萬 9,000 元）；未分配賸餘

94 億 2,473 萬 3,000 元。 

(二)本年度短絀之部15億9,357萬6,000元（本期短絀15億6,757

萬 6,000 元，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2,600 萬元）；填補之部 10 億

1,827 萬 5,000 元（撥用賸餘 10 億 1,827 萬 5,000 元）；待填

補之短絀 5億 7,530 萬 1,000 元。 

三、特別收入基金： 

已納入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內呈現，無須編製餘絀撥

補表。 

肆、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營業基金： 

(一)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09 萬元。 

(二)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509 萬元。 

 

二、作業基金：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07 億 1,530 萬 1,000 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47 億 5,966 萬 9,000 元。 

(三)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 億 7,263 萬 4,000 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28 億 7,173 萬 4,000 元。 

三、特別收入基金：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7億 2,711 萬 6,000 元。 

(二)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7億 5,112 萬 1,000 元。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4 億 7,823 萬 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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