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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財務摘要



單位：新臺幤元

本年度 上年度 比較增減(-) %

經營成績：

　基金來源 57,445,110 66,555,202 -9,110,092 -13.69 

　基金用途 182,051,033 299,130,595 -117,079,562 -39.14 

　賸餘（短絀-） -124,605,923 -232,575,393 107,969,470 --

餘絀情形：

　累積餘額 876,384,858 1,000,990,781 -124,605,923 -12.45 

現金流量(註)：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減-) -123,733,682 -238,394,500 114,66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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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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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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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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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金來源：  

主要係:

5.本年度決算數32,044,480元，較預算數66,893,118元，減
  少34,848,638元，主要係因勤工、泰順、萬和、航建乙、

  正義東等社區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未如預期所致。

2.利息收入：原98年度南港、松山乙標七區、馥郁花園、敦北華城、松山華城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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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0元，較預算數40,000元，減少

  7,780元，主要係預(概)算書印製費用減少所致。

       暫緩標售，致決算數較預算數減少15,860,000元。

本年度基金來源決算數57,445,110元，較預算數63,328,308元，減少5,883,198元，

 區未如預期轉型並核撥公共基金，使得99年度定期存款金額增加，致

 實際利息收入較預算數增加4,058,529元。

1.財產處分收入：原預計出售文化及成功中央2戶國宅管理站房舍，因內政部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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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決算數149,974,333元，較預算數165,090,687元，

  減少15,116,354元，主要係因健軍A、正義東、萬大等社區

  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未如預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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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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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12月31日止辦理轉型社區數共計203個，其中取得報備證明社區數178個，實際已完

成撥付基金之社區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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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國宅政策政令宣導及國宅管理、維護、服務工作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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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99年度

(2)萬芳社區及延壽P店舖承租戶管維費逾期繳款違約金計3,356元。

(3)萬芳C出租國宅及南區管理站所轄出租國宅清潔維護外包廠商違

（二）基金用途：

（三) 本期賸餘：

三、現金流量結果

（一）

（二）

（三）

四、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額為886,150,120元，包括:

2.其他資產-什項資產1,369,267元。

（二）負債總額為9,765,262元，包括：

六、其他:無

3.雜項收入：下列項目因未編預算，致決算數較預算數增加167,550元，包括：

(4)富台社區及忠誠大廈房舍使用費逾期繳款違約金2,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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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負債-什項負債2,789,393元，其中存入保證金2,471,166元，應付保管款

  44,537元，暫收及待結轉帳項273,690元。

1.流動資產884,780,853元，其中現金875,836,556元，應收款項8,890,629 元，預付

1.流動負債6,975,869元，其中應付款項6,885,619元，預收款項90,250元。

 (三) 基金餘額為累積餘額876,384,858元。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999,570,238元，本年度現金及約當現金淨減123,733,682元，期末

現金及約當現金875,836,556元。

  款項53,668元。

(1)萬芳社區中心及懷生出租國宅警衛保全違約罰款合計77,702元。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淨現金流出123,789,504元。

其他活動之現金流量：淨現金流入55,822元。

(5)延壽P出租國宅防火門與車道電動捲門馬達更新檢修工程

   20,000元，及西寧出租國宅滲水檢修工程5,000元等98年12月應

   付費用計25,000元無須執行。

(6)收回以前年度中正出租國宅承租戶積欠廢棄物清運費5,356元。

本年度基金用途決算數182,051,033元，較預算數232,023,805元，減少49,972,772元，

主要係因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未如預期申撥。

本年度決算短絀數124,605,923元，較預算短絀數168,695,497元，減少44,089,574元，

主要係因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未如預期所致。

   約罰款計53,3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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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決算主要表



金額 % 編號 名    稱 金額 % 金額 % 金    額 %

66,555,202 100.00 4 基金來源 63,328,308 100.00 57,445,110 100.00 -5,883,198 -9.29

40,341,840 60.61 43 　勞務收入 44,563,724 70.37 50,314,447 87.59 5,750,723 12.90

40,341,840 60.61 431 　　服務收入 44,563,724 70.37 50,314,447 87.59 5,750,723 12.90

25,897,503 38.91 45 　財產收入 18,764,584 29.63 6,963,113 12.12 -11,801,471 -62.89

451     財產處分收入 15,860,000 25.04 -- -15,860,000 -100.00

25,897,503 38.91 454 　利息收入 2,904,584 4.59 6,963,113 12.12 4,058,529 139.73

315,859 0.47 4Y 　其他收入 167,550 0.29 167,550 --

315,859 0.47 4YY 　　雜項收入 167,550 0.29 167,550 --

299,130,595 449.45 5 基金用途 232,023,805 366.38 182,051,033 316.91 -49,972,772 -21.54

249,957,332 375.56 51 　國宅管理維護計畫 165,090,687 260.69 149,974,333 261.07 -15,116,354 -9.16

49,141,273 73.84 52 　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66,893,118 105.63 32,044,480 55.78 -34,848,638 -52.10

31,990 0.05 5L 　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40,000 0.06 32,220 0.06 -7,780 -19.45

-232,575,393 -349.45 6 本期賸餘(短絀-) -168,695,497 -266.38 -124,605,923 -216.91 44,089,574 -26.14

1,233,566,174 1,853.45 71 期初基金餘額(短絀-) 584,167,073 922.44 1,000,990,781 1,742.52 416,823,708 71.35

1,000,990,781 1,504.00 72 期末基金餘額(短絀-) 415,471,576 656.06 876,384,858 1,525.60 460,913,282 110.94

比  較  增  減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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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度

上 年 度 決 算 審 定 數 本 年 度 可 用 預 算 數 本 年 度 決 算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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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萬芳社區及延壽P店舖承租戶管維費逾期繳款違約金計3,356元。

(3)萬芳C出租國宅及南區管理站所轄出租國宅清潔維護外包廠商違約罰款計53,389元。

   12月應付費用計25,000元無須執行。

(6)收回以前年度中正出租國宅承租戶積欠廢棄物清運費5,356元。

(5)延壽P出租國宅防火門與車道電動捲門馬達更新檢修工程 20,000元，及西寧出租國宅滲水檢修工程5,000元等98年

 3.雜項收入：下列項目因未編預算，致決算數較預算數增加167,550元，包括：

(1)萬芳社區中心及懷生出租國宅警衛保全違約罰款合計77,702元。

(4)富台社區及忠誠大廈房舍使用費逾期繳款違約金2,747元。

               定期存款金額增加，致實際利息收入較預算數增加4,058,529元。

 1.財產處分收入：原預計出售文化及成功中央2戶國宅管理站房舍，因內政部函告暫緩標售，致決算數較預算數減少15,860,000元。

 4.國宅補助款維護計畫：因勤工、泰順、萬和、航建乙、 正義東等社區申請核撥社區公共基金未如預期所致。

 2.利息收入：原98年度南港、松山乙標七區、馥郁花園、敦北華城、松山華城等社區未如預期轉型並核撥公共基金，使得99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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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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95,497 -124,605,923 44,089,574 --

812 調整非現金項目 816,419 816,419 --

8123 流動資產淨減(淨增-) 115,576 115,576 --

8124 流動負債淨增(淨減-) 700,843 700,843 --

813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68,695,497 -123,789,504 44,905,993 --

82 其他活動之現金流量

824 減少其他資產 13,813 13,813 --

825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42,009 42,009 --

82Z 其他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5,822 55,822 --

83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168,695,497 -123,733,682 44,961,815 --

84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603,355,156 999,570,238 396,215,082 65.67

85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434,659,659 875,836,556 441,176,897 101.50

附註：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其他活動

應收帳款轉列催收款項 6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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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度

項          目
預   算   數 決   算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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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增  減  (-)

編號 名   稱 金  額 ％ 金  額 ％ 金  額 ％

1 資產 886,150,120 100.00 1,010,013,191 100.00 -123,863,071 -12.26 

11   流動資產 884,780,853 99.85 1,008,699,222 99.87 -123,918,369 -12.28 

111     現金 875,836,556 98.84 999,570,238 98.97 -123,733,682 -12.38 

1112       銀行存款 875,836,556 98.84 999,570,238 98.97 -123,733,682 -12.38 

113     應收款項 8,890,629 1.00 9,075,316 0.89 -184,687 -2.04 

1133       應收帳款 8,890,629 1.00 9,075,316 0.89 -184,687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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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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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他資產 1,369,267 0.15 1,313,969 0.13 55,298 4.21

131     什項資產 1,369,267 0.15 1,313,969 0.13 55,298 4.21

1313       催收款項 1,231,218 0.14 1,162,107 0.11 69,111 5.95

131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138,049 0.02 151,862 0.02 -13,813 -9.10 

資產合計 886,150,120 100.00 1,010,013,191 100.00 -123,863,071 -12.26 

2 負債 9,765,262 1.10 9,022,410 0.89 742,852 8.23

21   流動負債 6,975,869 0.79 6,275,026 0.62 700,843 11.17

212     應付款項 6,885,619 0.78 6,147,976 0.61 737,643 12.00

2122       應付帳款 505,327 0.06 517,033 0.05 -11,706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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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       應付費用 6,185,170 0.70 5,435,821 0.54 749,349 13.79

213     預收款項 90,250 0.01 127,050 0.01 -36,800 -28.96 

2133       預收收入 90,250 0.01 127,050 0.01 -36,800 -28.96 

22   其他負債 2,789,393 0.31 2,747,384 0.27 42,009 1.53

221     什項負債 2,789,393 0.31 2,747,384 0.27 42,009 1.53

2211       存入保證金 2,471,166 0.28 2,551,432 0.26 -80,266 -3.15 

2212       應付保管款 44,537 0.01 49,984 0.00 -5,447 -10.90 

2215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273,690 0.03 145,968 0.01 127,722 87.50

3 基金餘額 876,384,858 98.90 1,000,990,781 99.11 -124,605,923 -12.45 

31   基金餘額 876,384,858 98.90 1,000,990,781 99.11 -124,605,923 -12.45 

311     基金餘額 876,384,858 98.90 1,000,990,781 99.11 -124,605,923 -12.45 

3111       累積餘額 876,384,858 98.90 1,000,990,781 99.11 -124,605,923 -12.45 

負債及基金餘額合計 886,150,120 100.00 1,010,013,191 100.00 -123,863,071 -12.26 

註：本年度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負債)93,372,219元。

    上年度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負債)93,266,968元。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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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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決算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

基金來源 63,328,308 57,445,110 -5,883,198 -9.29 

勞務收入 44,563,724 50,314,447 5,750,723 12.90

服務收入 44,563,724 50,314,447 5,750,723 12.90

國宅售價2.5%提撥款收入 223,304 8,739,306 8,516,002 3,813.64

管理站房舍使用費收入 4,613,196 4,100,164 -513,032 -11.12 

管理維護費收入 39,727,224 37,474,977 -2,252,247 -5.67 

財產收入 18,764,584 6,963,113 -11,801,471 -62.89 

  財產處分收入 15,860,000 -15,860,000 --

利息收入 2,904,584 6,963,113 4,058,529 139.73

2.5%提撥款利息收入 1,369,090 6,514,740 5,145,650 375.84

房舍使用費利息收入 100,520 28,169 -72,351 -71.98 

維修補助款利息收入 1,027,788 316,042 -711,746 -69.25 

管理維護費利息收入 407,186 104,162 -303,024 -74.42 

其他收入  167,550 167,550 --

雜項收入  167,550 167,550 --

1.財產處分收入：原預計出售

文化及成功中央2戶國宅管理站

房舍，依內政部來函暫緩標售

，致決算數較預算數減少。

2.利息收入：原98年度南港、

松山乙標七區、馥郁花園、敦

北華城、松山華城等社區未如

預期轉型並核撥公共基金，使

得99年度定期存款金額增加，

致實際利息收入較預算數增

加。

3.雜項收入：下列項目因未編

預算，致決算數較預算數增加

167,550元，包括：

(1)萬芳社區中心及懷生出租國

宅警衛保全違約罰款合計

77,702元。

(2)萬芳社區及延壽P出租店舖

管維費逾期繳款違約金計3,356

元。

(3)萬芳C出租國宅及南區管理

站所轄出租國宅清潔維護外包

罰款計53,389元。

(4)富台社區及忠誠大廈房舍使

用費逾期繳款違約金2,747元。

(5)98年12月應付費用其中延壽

P出租國宅防火門與車道電動捲

門馬達更新檢修工程20,000元

，及西寧出租國宅滲水檢修工

程5,000元等98年12月應付費用

計25,000元無須執行。

(6)收回中正出租國宅積欠廢棄

物清運費5,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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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度

備    註可用預算數 決  算  數
比  較  增  減(-)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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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

基金用途 232,023,805 182,051,033 -49,972,772 -21.54

  國宅管理維護計畫 165,090,687 149,974,333 -15,116,354 -9.16

　服務費用 56,439,709 40,742,220 -15,697,489 -27.81

　　水電費 3,108,000 3,484,386 376,386 12.11

　　　工作場所電費 3,108,000 3,484,386 376,386 12.11

　　郵電費 52,200 44,002 -8,198 -15.70

　　　電話費 52,200 44,002 -8,198 -15.70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5,497,253 22,954,396 -2,542,857 -9.97

　　　一般房屋修護費 12,231,113 14,103,576 1,872,463 15.31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13,266,140 8,850,820 -4,415,320 -33.28

　　一般服務費 27,782,256 14,259,436 -13,522,820 -48.67

　　　外包費 10,338,096 9,327,167 -1,010,929 -9.78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17,444,160 4,932,269 -12,511,891 -71.73

　材料及用品費 478,428 304,633 -173,795 -36.33

　　使用材料費 29,700 -29,700 --

　　　燃料 29,700 -29,700 --

　　用品消耗 448,728 304,633 -144,095 -32.11

　　　報章什誌 49,200 38,473 -10,727 -21.80

　　　其他 399,528 266,160 -133,368 -33.38

　稅捐、規費(強制費)與繳庫 346,014 502,604 156,590 45.26

　　土地稅 10,144 393,100 382,956 3,775.20

　　　一般土地地價稅 10,144 393,100 382,956 3,775.20

　　房屋稅 335,870 109,504 -226,366 -67.40

　　　一般房屋稅 335,870 109,504 -226,366 -67.40

臺北市國民住宅管理維護基金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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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年度決算數較可用預算數減少

15,116,354元,主要係因健軍A、

正義東、萬大等社區申請

核撥社區公共基金未如預期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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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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金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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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6,820 6,428,620 -1,458,200 -18.49
   補貼(償)、獎勵、慰

   問、照護與救濟 7,886,820 6,428,620 -1,458,200 -18.49

　　　其他 7,886,820 6,428,620 -1,458,200 -18.49

　其他 99,939,716 101,996,256 2,056,540 2.06

　　其他支出 99,939,716 101,996,256 2,056,540 2.06

　　　其他 99,939,716 101,996,256 2,056,540 2.06

　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66,893,118 32,044,480 -34,848,638 -52.10

　服務費用 8,202,240 738,016 -7,464,224 -91.00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8,202,240 738,016 -7,464,224 -91.00

　　　一般房屋修護費 2,734,080 681,400 -2,052,680 -75.08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2,734,080 -2,734,080 --

　　  什項設備修護費 2,734,080 56,616 -2,677,464 -97.93

　租金、償債與利息 104,220 -104,220 --

　　房租 104,220 -104,220 --

　　　一般房屋租金 104,220 -104,220 --

　其他 58,586,658 31,306,464 -27,280,194 -46.56

　　其他支出 58,586,658 31,306,464 -27,280,194 -46.56

　　　其他 58,586,658 31,306,464 -27,280,194 -46.56

　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40,000 32,220 -7,780 -19.45

　服務費用 40,000 32,220 -7,780 -19.45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000 32,220 -7,780 -19.45

　　　印刷及裝訂費 40,000 32,220 -7,780 -19.45

一般行政管理計畫:

本年度決算數較可用預算數減少

7,780元，主要係印製預(概)算

書費用減少所致。

本年度決算數較可用預算數減少

34,848,638元，主要係因勤工、

泰順、萬和、航建乙、正義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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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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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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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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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決算參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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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90,687 149,974,333 -15,116,354 -9.16 國宅管理維護計

畫：

本年度決算支用

數較預算數減少

15,116,354元,

主要係因健軍

A、正義東、萬

大等社區申請

核撥社區公共基

金未如預期申

撥。

國宅補助款維修計畫 66,893,118 32,044,480 -34,848,638 -52.10 國宅補助款維修

計畫：

因勤工、泰順、

萬和、航建乙、

正義東等社區申

請核撥社區公共

基金未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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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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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2,023,805    182,051,033    -49,972,772 -21.54

64,681,949     41,512,456     -23,169,493 -35.82

3,108,000      3,484,386      376,386 12.11

3,108,000      3,484,386      376,386 12.11

52,200         44,002         -8,198 -15.70

52,200         44,002         -8,198 -15.7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000         32,220         -7,780 -19.45

印刷及裝訂費 40,000         32,220         -7,780 -19.45

33,699,493     23,692,412     -10,007,081 -29.70

14,965,193     14,784,976     -180,217 -1.20

16,000,220     8,850,820      -7,149,400 -44.68

2,734,080      56,616         -2,677,464 -97.93

27,782,256     14,259,436     -13,522,820 -48.67

10,338,096     9,327,167      -1,010,929 -9.78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17,444,160     4,932,269      -12,511,891 -71.73

478,428        304,633        -173,795 -36.33

29,700         -29,700 --

29,700         -29,700 --

448,728        304,633        -144,095 -32.11

49,200         38,473         -10,727 -21.80

399,528        266,160        -133,368 -33.38

104,220        -104,220 --

104,220        -104,220 --

104,220        -104,220 --

346,014        502,604        156,590 45.26

10,144         393,100        382,956 3,775.20

10,144         393,100        382,956 3,775.20一般土地地價稅

使用材料費

燃料

其他

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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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房屋租金

土地稅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租金、償債與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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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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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度

決 算 數
比 較 增 減 (-)

科 目 名 稱 可用預算數

　房屋稅 335,870        109,504        -226,366 -67.40

　　一般房屋稅 335,870        109,504        -226,366 -67.40

7,886,820      6,428,620      -1,458,200 -18.49

7,886,820      6,428,620      -1,458,200 -18.49

7,886,820      6,428,620      -1,458,200 -18.49

158,526,374    133,302,720    -25,223,654 -15.91

158,526,374    133,302,720    -25,223,654 -15.91

158,526,374    133,302,720    -25,223,654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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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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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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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度

辦    理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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