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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幤元

本年度 上年度 比較增減(-) %

經營成績：

　基金來源 66,555,202 78,007,852 -11,452,650 -14.68 

　基金用途 299,130,595 471,224,702 -172,094,107 -36.52 

　賸餘（短絀-） -232,575,393 -393,216,850 160,641,457 --

餘絀情形：

　累積賸餘餘額 1,000,990,781 1,233,566,174 -232,575,393 -18.85 

現金流量(註)：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減-) -238,394,500 -420,774,439 182,379,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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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財務摘要

中華民國98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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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國宅管理維護計畫：

（二）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三）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1.編列管維基金之預算及決算，以管控管維基金之支用。

2.本年度決算支用數31,990元，較預算數20,640元增加

5.本年度決算支用數49,141,273元，較預算數36,743,303元
  增加12,397,970元，主要係因百齡甲、永吉C、梅園國宅申

  配數增加。
  請核撥公基金，未編列於98年預算中，致實際數較預算分

4.國宅政策政令宣導及國宅管理、維護、服務工作之推展。

2.提撥預備金用以因應地震等意外損壞之緊急搶修費用。

1.專案補助各社區辦理建築、消防等各項設備檢修工作。

5.本年度決算支用數249,957,332元，較預算數630,445,332元

減少380,487,780元，主要係因南港一號、松山七區等社區

  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仍未如預期申撥。

4.輔導國宅社區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轉型。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98年度

    為落實國宅社區自治自管之精神，依94年1月26日修正公布之國民住宅條例之規定，輔導

協助各國宅社區組織轉型為一般公寓大廈管理組織。完成轉型之國宅社區則依「臺北市國民住

宅管理維護基金作為社區公共基金提撥辦法」規定撥付公共基金，辦理社區各項管理維護業

務。至98年12月31日止辦理轉型社區數共計187個，其中取得報備證明社區數167個，實際已完

成撥付基金之社區138個。

    有關執行國宅政策，加強國宅管理、維護、服務工作，暨為達維護國宅住戶生命財產安

全、保持社區環境整潔美化，提供住戶適切服務等目的，依內政部89年11月15日臺內營字第

8984894號令修正頒布「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暨預算法規定編列附屬

單位預算。本基金分別辦理國宅管理維護計畫及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等業務。

1.國宅社區公共設施之接管、維護及住宅接管、點交與空屋

  之管理。

3.支應相關行政作業費用。

2.有效維護檢修國宅社區公共設施(備)。

3.輔導國宅社區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轉型，成立管理組織。

  11,350元，係因因98及99年度預(概)算書印製成本提高

  致實際數較預算分配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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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98年度
二、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金來源：  

（二）基金用途：

（三) 本期賸餘：

三、現金流量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淨現金流出237,811,034元。

（二）其他活動之現金流量：淨現金流出583,486元。

四、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額為1,010,013,191元，包括:

2.其他資產-什項資產1,313,969元。

（二）負債總額為9,022,410元，包括：

六、其他:無

本年度決算短絀數232,575,393元，較預算短絀數595,316,342元，減少362,740,949元

，主要係因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仍未如預期申撥。

本年度基金來源決算數66,555,202元，較預算數71,892,713元，減少5,337,511元，主

要係:

1.服務收入:因南港、基河六號，松山乙標及萬芳社區店舖未出售及萬芳社區中心

           12月店舖管維費入帳未及，致分配數剩餘12,717,555元。

3.雜項收入:因修德國宅拆除補助款收入197,733元，萬芳社區中心逾期違約金收入金

           額3,133元，延壽P國宅逾期違約金收入43元，萬芳社區中心社區警衛保全

           違約金收入40,095元，萬芳C國宅警衛保全違約金收入64,151元，忠誠大

           廈房舍使用費滯納金485元，正義國宅房舍使用費滯納金217元，基三退還

           溢收管維費收入金額3,000元，東湖C綠化改善工程保固金於5年轉雜項收

           入7,000元，致實際數較預算數增加315,859元。

2.利息收入:因利率上升因素，致實際數較預算數增加7,064,185元。

五、固定項目概況:固定資產總額為117,457,602元，包含土地38,269,094元，房屋及建築

    71,541,055元，什項設備7,647,453元。

（三）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1,237,964,738元，本年度現金及約當現金淨減

      238,394,500元，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999,570,238元。

2.其他負債-什項負債2,747,384元，其中存入保證金2,551,432元，應付保管款

  49,984元，暫收及待結轉帳項145,968。

1.流動資產1,008,699,222元，其中現金999,570,238元，應收款項9,075,316

  元。

1.流動負債6,275,026元，其中應付款項6,147,976元，預收款項127,050元。

 (三) 基金餘額為累積賸餘1,000,990,781元。

本年度基金用途決算數299,130,595元，較預算數667,209,055元，減少368,078,460元

，主要係因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仍未如預期申撥。

-8-



金額 % 編號 名    稱 金額 % 金額 % 金    額 %

78,007,852 100.00 4 基金來源 71,892,713 100.00 66,555,202 100.00 -5,337,511 -7.42

40,223,280 51.56 43 　勞務收入 53,059,395 73.80 40,341,840 60.61 -12,717,555 -23.97

40,223,280 51.56 431 　　服務收入 53,059,395 73.80 40,341,840 60.61 -12,717,555 -23.97

33,032,889 42.35 45 　財產收入 18,833,318 26.20 25,897,503 38.91 7,064,185 37.51

33,032,889 42.35 454 　利息收入 18,833,318 26.20 25,897,503 38.91 7,064,185 37.51

4,751,683 6.09 4Y 　其他收入 315,859 0.47 315,859 --

4,751,683 6.09 4YY 　　雜項收入 315,859 0.47 315,859 --

471,224,702 604.07 5 基金用途 667,209,055 928.06 299,130,595 449.45 -368,078,460 -55.17

315,230,326 404.10 51 　國宅管理維護計畫 630,445,112 876.92 249,957,332 375.56 -380,487,780 -60.35

155,966,650 199.94 52 　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36,743,303 51.11 49,141,273 73.84 12,397,970 33.74

27,726 0.04 53 　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20,640 0.03 31,990 0.05 11,350 54.99

-393,216,850 -504.07 6 本期賸餘(短絀-) -595,316,342 -828.06 -232,575,393 -349.45 362,740,949 -60.93

1,626,783,024 2,085.41 71 期初累積賸餘(短絀-) 866,752,759 1,205.62 1,233,566,174 1,853.45 366,813,415 42.32

1,233,566,174 1,581.34 72 期末累積賸餘(短絀-) 271,436,417 377.56 1,000,990,781 1,504.00 729,554,364 268.78

比  較  增  減  (-)科       目上 年 度 決 算 審 定 數 本 年 度 可 用 預 算 數 本 年 度 決 算 數

單位:新臺幣元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11-



註：1.利息收入：實際支出數為25,897,503元，較預算數18,833,318元，增加7,064,185元，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9年2月6日。

    2.雜項收入：實際數315,859元，包含

      (1)97年12月松山華城10、11區97年12月電梯保養應付費用無須執行數2元，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2月5日。

      (2)基三出租國宅繳還溢領管維費3,000元，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7月27日。

      (3)東湖C綠化改善工程保固金逾5年承商未領取7,000元，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11月19日。

      (4)萬芳社區中心、延壽P國宅店舖租金逾期違約金3,176元，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2月25日、6月17日、12月2日。

      (5)萬芳社區中心、萬芳C國宅警衛保全承商違約金104,246元，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5月15日、5月20日、10月2日、

　　　　 12月22日。

      (6)忠誠大廈、正義國宅繳交房舍使用費滯納金702元 ，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4月10日、8月24日、11月10日、12月

　　　　 16日、12月30日。

      (7)中國建築經理公司及中國開發資產管理公司撥回修德國宅重建信託專戶結餘款及拆除工程費剩餘數197,733元，簽奉

　　　　 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11月24日。

　　3.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實際支出數為49,141,273元，較預算數36,743,303元，增加12,397,970元，係98年7月青年社區

　　　中心申撥國宅補助款結餘款35,207,417元，簽奉核准併決算日期98年7月20日。

    4.一般行政管理計畫：實際支出數為31,990元，較預算數20,640元，增加11,350元，係預(概)算書印製成本提高所致，簽

　　　奉核准併決算日期為98年12月8日、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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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名            稱 金    額 %

81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811 本期賸餘(短絀-) -595,316,342 -232,575,393 362,740,949 --

812 調整非現金項目 -5,235,641 -5,235,641 --

8123 流動資產淨減(淨增-) -955,293 -955,293 --

8124 流動負債淨增(淨減-) -4,280,348 -4,280,348 --

813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95,316,342 -237,811,034 357,505,308 --

82 其他活動之現金流量

82C 增加其他資產 -139,512 -139,512 --

82D 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443,954 -443,954 --

82Z 其他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83,466 -583,466 --

83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595,316,342 -238,394,500 356,921,842 --

84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886,629,212 1,237,964,738 351,335,526 39.63

85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291,312,870 999,570,238 708,257,368 243.13

附註：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其他活動

應收帳款轉列催收款項 72,583

比  較  增  減  (-)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現 金 流 量 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項          目
預   算   數 決   算   數

-7-



比  較  增  減  (-)

編號 名   稱 金  額 ％ 金  額 ％ 金  額 ％

1 資產 1,010,013,191 100.00 1,247,312,886 100.00 -237,299,695 -19.02 

11   流動資產 1,008,699,222 99.87 1,246,211,012 99.91 -237,511,790 -19.06 

111     現金 999,570,238 98.97 1,237,964,738 99.25 -238,394,500 -19.26 

1112       銀行存款 999,570,238 98.97 1,237,964,738 99.25 -238,394,500 -19.26 

113     應收款項 9,075,316 0.90 8,246,274 0.66 829,042 10.05

1133       應收帳款 9,075,316 0.90 8,246,274 0.66 829,042 10.05

115     預付款項 53,668                  0.01   53,668 --

1154       預付費用 53,668                  0.01 53,668 --

13   其他資產 1,313,969 0.13 1,101,874 0.09 212,095 19.25

131     什項資產 1,313,969 0.13 1,101,874 0.09 212,095 19.25

1313       催收款項 1,162,107 0.12 1,101,874 0.09 60,233 5.47

131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151,862 0.02 151,862 --

資產總額 1,010,013,191 100.00 1,247,312,886 100.00 -237,299,695 -19.02 

2 負債 9,022,410 0.89 13,746,712 1.10 -4,724,302 -34.37 

21   流動負債 6,275,026 0.62 10,555,374 0.85 -4,280,348 -40.55 

212     應付款項 6,147,976 0.61 10,444,874 0.84 -4,296,898 -41.14 

2122       應付帳款 517,033 0.05 521,483 0.04 -4,450 -0.85 

2123       應付代收款 195,122 0.02 195,122 0.02   

2125       應付費用 5,435,821 0.54 9,728,269 0.78 -4,292,448 -44.12 

213     預收款項 127,050 0.01 110,500 0.01 16,550 14.98

2133       預收收入 127,050 0.01 110,500 0.01 16,550 14.98

22   其他負債 2,747,384 0.27 3,191,338 0.26 -443,954 -13.91 

221     什項負債 2,747,384 0.27 3,191,338 0.26 -443,954 -13.91 

2211       存入保證金 2,551,432 0.25 3,041,190 0.01 -489,758 -16.10 

2212       應付保管款 49,984 0.00 150,148 0.01 -100,164 -66.71 

2215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145,968 0.01 145,968 --

3 基金餘額 1,000,990,781 99.11 1,233,566,174 98.90 -232,575,393 -18.85 

31   累積餘絀(-) 1,000,990,781 99.11 1,233,566,174 98.90 -232,575,393 -18.85 

311     累積賸餘 1,000,990,781 99.11 1,233,566,174 98.90 -232,575,393 -18.85 

3111       累積賸餘 1,000,990,781 99.11 1,233,566,174 98.90 -232,575,393 -18.85 

負債及基金餘額總額 1,010,013,191 100.00 1,247,312,886 100.00 -237,299,695 -19.02 

註：本年度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負債)93,266,968元。

    上年度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負債)92,413,588元。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98年12月31日

科             目 本　年　度　決　算　數 上 年 度 決 算 審 定 數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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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

基金來源 71,892,713 66,555,202 -5,337,511 -7.42 

勞務收入 53,059,395 40,341,840 -12,717,555 -23.97 

服務收入 53,059,395 40,341,840 -12,717,555 -23.97 

國宅售價2.5%提撥款收入 9,265,371 1,146,810 -8,118,561 -87.62 

管理站房舍使用費收入 4,497,384 3,914,143 -583,241 -12.97 

管理維護費收入 39,296,640 35,280,887 -4,015,753 -10.22 

財產收入 18,833,318 25,897,503 7,064,185 37.51

利息收入 18,833,318 25,897,503 7,064,185 37.51

2.5%提撥款利息收入 15,515,228 24,321,881 8,806,653 56.76

房舍使用費利息收入 590,186 87,962 -502,224 -85.10 

維修補助款利息收入 809,431 1,177,553 368,122 45.48

管理維護費利息收入 1,918,473 310,107 -1,608,366 -83.84 

其他收入  315,859 315,859 --

雜項收入  315,859 315,859 --

服務收入：

因原訂出售南港、基河六號、

松山乙標及萬芳社區店舖無人

承購，致國宅售價2.5%提撥款

收 入 較 預 算 減 少 12,717,555

元。

利息收入：

因利率上升致實際數較預算數

增加7,064,185元。

雜項收入：

下列項目因未編列預算，致實

際數較預算數增加315,859元:

(1)中國建築經理公司及中國開

發資產管理公司撥回修德國宅

重建信託專戶結餘款及拆除工

程費剩餘數197,733元(2)萬芳

社區中心、延壽P國宅店舖租金

逾期違約金3,176元(3)萬芳社

區中心、萬芳C國宅警衛保全承

商違約金104,246元(4)忠誠大

廈、正義國宅繳交房舍使用費

滯納金702元(5)基三出租國宅

繳還溢領管維費3,000元(6)東

湖C綠化改善工程保固金逾5年

承商未領取7,000元(7)松山華

城10、11區97年12月電梯保養

應付費用無須執行數2元。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基金來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備    註可用預算數 決  算  數
比  較  增  減(-)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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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頁，共18頁

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

基金用途 667,209,055 299,130,595 -368,078,460 -55.17

  國宅管理維護計畫 630,445,112 249,957,332 -380,487,780 -60.35

　服務費用 59,285,952 41,172,487 -18,113,465 -30.55

　　水電費 3,108,000 3,328,701 220,701 7.10

　　　工作場所電費 3,108,000 3,328,701 220,701 7.10

　　郵電費 51,600 48,089 -3,511 -6.80

　　　電話費 51,600 48,089 -3,511 -6.80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6,966,700 20,945,937 -6,020,763 -22.33

　　　一般房屋修護費 12,770,600 12,353,763 -416,837 -3.26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14,196,100 8,592,174 -5,603,926 -39.48

　　一般服務費 29,159,652 16,849,760 -12,309,892 -42.22

　　　外包費 10,338,096 10,267,616 -70,480 -0.68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18,821,556 6,582,144 -12,239,412 -65.03

　材料及用品費 593,000 394,225 -198,775 -33.52

　　使用材料費 44,390 3,200 -41,190 -92.79

　　　燃料 44,390 3,200 -41,190 -92.79

　　用品消耗 548,610 391,025 -157,585 -28.72

　　　報章什誌 49,200 33,525 -15,675 -31.86

　　　其他 499,410 357,500 -141,910 -28.42

　稅捐、規費(強制費)與繳庫 367,210 16,010 -351,200 -95.64

　　土地稅 10,144 16,010 5,866 57.83

　　　一般土地地價稅 10,144 16,010 5,866 57.83

　　房屋稅 357,066  -357,066 --

　　　一般房屋稅 357,066  -357,066 --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國宅管理維護計畫：

備   註科        目 可用預算數 決  算  數
比  較  增  減  (-)

本年度決算數較預算數減少

380,487,780元，主要係南港一

號、松山七區等社區申請核撥社

區公共基金未如預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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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頁，共18頁

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備   註科        目 可用預算數 決  算  數
比  較  增  減  (-)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流活動費 8,792,580 5,241,710 -3,550,870 -40.38
   補貼(償)、獎勵、慰

   問、照護與救濟 8,792,580 5,241,710 -3,550,870 -40.38

　　　其他 8,792,580 5,241,710 -3,550,870 -40.38

　其他 561,406,370 203,132,900 -358,273,470 -63.82

　　其他支出 561,406,370 203,132,900 -358,273,470 -63.82

　　　其他 561,406,370 203,132,900 -358,273,470 -63.82

　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36,743,303 49,141,273 12,397,970 33.74

　服務費用 5,909,980 844,070 -5,065,910 -85.72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5,909,980 844,070 -5,065,910 -85.72

　　　一般房屋修護費 1,989,360 727,070 -1,262,290 -63.45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1,960,310 78,000 -1,882,310 -96.02

　　  什項設備修護費 1,960,310 39,000 -1,921,310 -98.01

　其他 30,833,323 48,297,203 17,463,880 56.64

　　其他支出 30,833,323 48,297,203 17,463,880 56.64

　　　其他 30,833,323 48,297,203 17,463,880 56.64

　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20,640 31,990 11,350 54.99

　服務費用 20,640 31,990 11,350 54.99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0,640 31,990 11,350 54.99

　　　印刷及裝訂費 20,640 31,990 11,350 54.99

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本年度決算數較預算數增加

12,397,970元，主要係百齡甲、

永吉C、梅園社區提前於98年度

申請核撥公共基金所致。

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本年度決算數較預算數增加

11,350元，係預(概)算書印製成

本提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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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年度增加數 本年度減少數 期 末 餘 額

資產 117,457,602 117,457,602

  非理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土地 38,269,094 38,269,094

  土地改良物

  房屋及建築 71,541,055 71,541,055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什項設備 7,647,453 7,647,453

  購建中固定資產

  電腦軟體

  權利

  其他

負債

  長期債務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註：92年度以前已提列折舊18,750,664元（包括房屋及建築累計折舊18,750,6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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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單位：新臺幤元

數

量
 金  額

數

量
 金  額

數

量
%  金  額 %

國宅管理維護計畫 630,445,112 249,957,332 -380,487,780 -60.35 國宅管理維護計

畫：

本年度決算數較

預 算 數 減 少

380,487,780 元

，主要係南港一

號、松山七區等

社區申請核撥社

區公共基金未如

預期所致。

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36,743,303 49,141,273 12,397,970 33.74 國宅補助款維修

計畫：

本年度決算數較

預 算 數 增 加

12,397,970 元，

主要係百齡甲、

永吉C、梅園社

區提前於98年度

申請核撥公共基

金所致。

可用預算數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主要業務計畫執行績效摘要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備 註

決  算  數 比  較  增  減  (-)

項    目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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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

667,209,055    299,130,595    -368,078,460 -55.17

65,216,572     42,048,547     -23,168,025 -35.52

3,108,000      3,328,701      220,701 7.10

3,108,000      3,328,701      220,701 7.10

51,600         48,089         -3,511 -6.80

51,600         48,089         -3,511 -6.8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0,640         31,990         11,350 54.99

印刷及裝訂費 20,640         31,990         11,350 54.99

32,876,680     21,790,007     -11,086,673 -33.72

14,759,960     13,080,833     -1,679,127 -11.38

16,156,410     8,670,174      -7,486,236 -46.34

1,960,310      39,000         -1,921,310 -98.01

29,159,652     16,849,760     -12,309,892 -42.22

10,338,096     10,267,616     -70,480 -0.68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18,821,556     6,582,144      -12,239,412 -65.03

593,000        394,225        -198,775 -33.52

44,390         3,200          -41,190 --

44,390         3,200          -41,190 --

548,610        391,025        -157,585 -28.72

49,200         33,525         -15,675 -31.86

499,410        357,500        -141,910 -28.42

367,210        16,010         -351,200 -95.64

10,144         16,010         5,866 57.83

10,144         16,010         5,866 57.83

　房屋稅 357,066        -357,066 --

　　一般房屋稅 357,066        -357,066 --

一般土地地價稅

使用材料費

燃料

其他

稅捐、規費(強制費)與繳庫

工作場所電費

郵電費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一般房屋修護費

電話費

土地稅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外包費

材料及用品費

什項設備修護費

用品消耗

報章什誌

一般服務費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服務費用

決 算 數

水電費

比 較 增 減 (-)

合計

科 目 名 稱 可用預算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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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98年度

決 算 數
比 較 增 減 (-)

科 目 名 稱 可用預算數

8,792,580      5,241,710      -3,550,870 -40.38

8,792,580      5,241,710      -3,550,870 -40.38

8,792,580      5,241,710      -3,550,870 -40.38

592,239,693    251,430,103    -340,809,590 -57.55

592,239,693    251,430,103    -340,809,590 -57.55

592,239,693    251,430,103    -340,809,590 -57.55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流活動費

其他

補貼(償)、獎勵、慰問、照護與救濟

其他

其他

其他支出

-30-



項  次 內      容

綜合決議 市府舉辦各項公共工程，應依預算

期限執行，若因變更工程設計或都

市計畫審議等相關議題，造成工程

進度延宕，各機關學校應立即通報

主管機關或市政府主動積極介入協

調，避免因工程延宕導致工程費用

鉅增。市府應檢討並擬訂本類案件

之作業程序送本會備查。

遵照辦理。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市議會審議臺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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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議    意    見

中華民國98年度

辦    理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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