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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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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本中心 101 年為全國首創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104 年起擔任公辦都市更新

招商案之實施者及協助推動整建住宅都市更新案，108 年因應都市更新及社會住

宅兩大都市發展政策計畫，調整都更中心業務賦予擔任臺北市住宅專責機構之重

要任務，預計 109 年開始辦理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業務。 

業務執行範疇分為公辦都市更新招商案、公辦都市更新整宅案、駐地工作諮

詢服務案、民辦都市更新輔導案、相關物業管理服務案、相關專業技術委託案及

其他協助市府評估案七大類，目前主要執行內容則為都市更新輔導及可行性評估

（包含更新意願調查整合、規劃設計、財務模擬）及擔任實施者執行公辦都市更

新（包含招商作業）等事項，刻正研擬及企劃相關物業管理專案。 

一、公辦都市更新招商案 

104 年起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由臺北市政府同意本中心擔任實施者並辦理公

開徵求投資人作業共計 9 案，其中與最優申請人簽約 7 案，前期規劃及招商

前置作業 2 案，各案截至 108 年底執行階段簡述如下： 

(一) 臺大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招商前置作業階段 

(二) 捷運大直站北安段：工程階段 

(三) 捷運科技大樓站瑞安段：工程階段 

(四) 南港商三：都更審議階段 

(五) 敦南安和：申請建照階段 

(六) 信義三興：都更審議階段 

(七) 忠孝懷生：事權報核前置作業階段 

(八) 松山民權東：徵得最優申請人階段 

(九) 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前期規劃階段 

二、公辦都市更新整宅案 

南機場、蘭州斯文里及水源二三期整宅為市府之重點公辦更新案，本中心分

別於 104 年 7 月、10 月及 107 年 9 月起於基地周邊設置駐點工作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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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都市更新，辦理意願調查及整合、協助成立更新會等工作，藉由專案工作

站第一線與居民接觸的平臺，深入瞭解社區議題。 

(一) 南機場： 

單元一(二期）提送更新會籌組申請階段，單元二(三期及一期 1 棟)辦理

事權計畫報核前置作業階段，單元三(一期 2、3 棟) 召開更新會成立大

會階段。 

(二) 蘭州斯文里： 

蘭州及斯文里一期辦理溝通協調及意願整合階段，斯文里二期辦理溝通

協調及意願整合階段(模擬選配)，斯文里三期工程階段。 

(三) 水源二三期： 

辦理溝通協調及意願整合階段，提供法令、金融、財務等專業服務。 

三、駐地工作諮詢服務案 

自 104 年起陸續設置 7 處工作站服務在地居民相關都市更新諮詢及意願整

合，其中自行設置 1 處(信義區廣慈)、委託案共計 6 處(萬華區南機場、大同

區斯文里、南港區產專區、中正區水源、中正區東門市場、內湖區石潭段)。 

四、民辦都市更新輔導案 

自內湖區工作站設立起持續溝通，與內湖區石潭段更新會簽約前置作業階段，

預計協助辦理劃定更新單元、申請籌組更新會、召開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

申請更新會核准等事宜。 

五、相關物業管理服務案 

協助都市更新房地分回後管理使用及住宅業務營運管理等相關事宜。 

(一) 社會住宅經營管理 

刻研擬委託物業管理需求書及契約並進行市場調查，待市府確認社宅委

辦案場，簽訂行政委託契約後執行。 

(二) 中繼住宅經營管理 

刻盤點中繼住宅之位置及評估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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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專業技術委託案 

刻正辦理 11 案，其中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委託 1 案、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託

10 案： 

(一) 臺北市更新處委託 

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警察宿舍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暨權利變換計畫委

託專業服務案 

2.水源路二、三期整宅都市更新意願整合及專業諮詢駐點委託專業服務

案 

3.南港區推動自主更新工作站委託專業服務案 

4.中山、內湖自主更新諮詢工作站委託專業服務案—B 項內湖區 

5.108 年度大同區蘭州-斯文里都市更新工作站委託專業服務案 

6.108 年度南機場整宅公辦都市更新委託專業服務案 

7.臺北市北投區珠海市場及東側停車場公辦都市更新先期規劃委託專業

服務案 

8.108 年度斯文里三期整宅公辦都市更新案第 1 次變更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暨說明溝通委託專業服務案 

9.東門市場周邊地區都市更新駐地諮詢服務委託專業服務案 

10.108 年度水源二、三期整宅公辦都市更新委託專業服務案 

(二) 臺北市財政局委託 

1.政府主導辦理臺北市中山區正義段一小段 57 地號等 7 筆土地都市更

新案評估與相關前置作業案 

七、其他協助推動執行案 

(一) 都市更新 

協助市府評估都更可行性與意願調查，刻正辦理小西街、芳和市場、信

義市場，共計 3 案。 

(二) 社會住宅 

協助市府評估戶數評估及效果模擬圖，刻正辦理水源二三期、南港僑泰

興、信義市場、士林小西街、台大紹興 C 區，共計 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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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劃行銷 

為讓更多市民了解都市更新，持續進行行銷推廣計畫進行平面及

YouTube 宣傳。108 年度共受理 3,127 件民眾諮詢更新推動案件，包括

親洽 2,336 件，電洽 791 件。。 

貳、收支營運實況 

一、收入部分 

決算數 125,965,331 元，較預算數 142,699,000 元，減少 16,733,669 元，

減幅為 11.73%，各項收入如下： 

(一)勞務收入：決算數 110,525,401 元，較預算數 127,559,000 元，減少

17,033,599 元，減幅為 13.35%，係因台大紹興公辦都更案第二次招商

無人投標而流標及南機場三期及一期 1 棟更新會、南機場一期 2、3 棟

更新會進度未如預期，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二)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決算數 14,300,063 元，較預算數 15,014,000

元，減少 713,937 元，減幅為 4.76%，為營業稅之差額所致。 

(三)財務收入：決算數 888,785 元，較預算數 126,000 元，增加 762,785

元，增幅為 605.38%，係因廠商保證金存入銀行定存孳息，故決算數

較預算數增加。 

(四)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51,082 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251,082

元，係為提供設計場佈、影片剪輯等覈實服務收入，故決算數較預算

數增加。 

二、支出部分 

決算數 108,251,643 元，較預算數 133,764,000 元，減少 25,512,357 元，

減幅為 19.07%，各項支出如下： 

(一)勞務成本：決算數 74,865,998 元，預算數 99,132,000 元，減少 24,266,002

元，減幅為 24.48%，係因實際聘用人數較預算數少，人事費用減少及

公辦都更案 PCM 顧問委外發包因不含 MIS 及 BIM 系統，故實際發包

數較預算數低，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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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費用：決算數 33,385,645 元，預算數 34,632,000 元，減少 1,246,355

元，減幅為 3.60%，係因市府辦公室於 108 年 1 月退租，辦公室及影

印機台數租用減少及軟體租金減少，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三、本期賸餘 

扣除所得稅費用 3,370,980 元後，本年度賸餘決算數 14,342,708 元，較預

算賸餘數 7,179,000 元，增加 7,163,708 元，係為收入減少幅度不及支出

減少幅度所致，相關原因詳如上述分析。 

參、現金流量實況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入 54,468,714 元。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入 69,382 元。 

三、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出 2,196 元。 

四、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7,774,116 元，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54,535,900 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42,310,016 元。 

肆、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期末餘額 41,911,168 元，係含創立基金(永久受限淨值)10,000,000 元及

累積賸餘(未受限淨值)31,911,168 元。 

伍、資產負債實況 

一、本年度資產總額 316,885,278 元，包含流動資產 144,677,788 元、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 11,398,170 元、無形資產 459,320 元及其他非流動資產

160,350,000 元。 

二、本年度負債總額 274,974,110 元，包含流動負債 93,523,310 元及非流動

負債 181,450,800 元。 

三、本年度淨值總額 41,911,168 元，包含創立基金(永久受限淨值)10,000,000

元及累積賸餘(未受限淨值)31,911,168 元。 

陸、其他 

無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87,960,800       收入總額 142,699,000     125,965,331      -16,733,669 -11.73

87,440,576       業務收入 142,573,000     124,825,464      -17,747,536 -12.45

73,110,435       勞務收入 127,559,000     110,525,401      -17,033,599 -13.35

14,330,141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5,014,000       14,300,063        -713,937 -4.76

520,224            業務外收入 126,000            1,139,867          1,013,867 804.66

518,564            財務收入 126,000            888,785             762,785 605.38

1,660                其他業務外收入 -                    251,082             251,082 --

84,528,005       支出總額 133,764,000     108,251,643      -25,512,357 -19.07

84,528,005       業務支出 133,764,000     108,251,643      -25,512,357 -19.07

59,794,514       勞務成本 99,132,000       74,865,998        -24,266,002 -24.48

24,733,491       管理費用 34,632,000       33,385,645        -1,246,355 -3.60

3,432,795         稅前賸餘 8,935,000 17,713,688        8,778,688 98.25

580,793            所得稅費用 1,756,000         3,370,980          1,614,980 91.97

2,852,002         本期賸餘(短絀) 7,179,000 14,342,708        7,163,708 99.79

註：本中心108年度無本期其他綜合餘絀預（決）算數金額。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數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收支營運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上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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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8,935,000 17,713,688 8,778,688 98.25

利息股利之調整 -126,000 -888,785 -762,785 605.38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8,809,000 16,824,903 8,015,903 91.00

調整非現金項目 1,091,365 3,033,301 1,941,936 177.94

各項折舊及攤銷費用 1,105,365 3,047,649 1,942,284 175.71

其他 -14,000 -14,348 -348 2.49

與業務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4,167,000 35,553,028 39,720,028 -953.20

應收帳款 -                  14,915,000 14,915,000 --

其他應收款 -                  41,243 41,243 --

預付款項 -                  556,782 556,782 --

應付薪資 -4,789,000 3,009,547 7,798,547 -162.84

應付費用 -                  -218,004 -218,004 --

其他應付款 -                  -1,778 -1,778 --

應付稅捐 622,000 32,228 -589,772 -94.82

預收收入 -                  16,856,505 16,856,505 --

其他流動負債 -                  361,505 361,505 --

支付所得稅 -1,756,000 -942,518 813,482 -46.33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977,365 54,468,714 50,491,349 1,269.4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收取之利息 126,000 932,429 806,429 640.02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56,000 -699,047 256,953 -26.88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202,000 -164,000 38,000 -18.8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032,000 69,382 1,101,382 -106.7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                  -2,196 -2,196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2,196 -2,196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2,945,365 54,535,900 51,590,535 1,751.5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2,986,000 87,774,116 64,788,116 281.8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5,931,365 142,310,016 116,378,651 448.79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現金流量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比較增(減-)數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7



單位：新臺幣元

增    加 減    少

合   計 27,568,460         14,342,708  -               41,911,168         

基金 10,000,000         -               -               10,000,000         

創立基金 10,000,000         -               -               10,000,000         

累積餘絀 17,568,460         14,342,708  -               31,911,168         

累計賸餘 17,568,460         14,342,708  -               31,911,168         係因本年度收支相抵後

之賸餘增加14,342,708

元所致。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截至本年度

止餘額
說    明

上年度

餘額
科   目

本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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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1)-(2)

%
(4)=(3)/(2)*100

資產 316,885,278         280,090,649         36,794,629 13.14

流動資產 144,677,788         105,698,557         38,979,231 36.88

零用金 110,446                53,577                  56,869 106.14

銀行存款 142,199,570         87,720,539           54,479,031 62.11

應收帳款 600,000                15,515,000           -14,915,000 -96.13

應收利息 289,600                333,244                -43,644 -13.10

其他應收款 3,262                    44,505                  -41,243 -92.67

預付費用 1,474,910             1,783,326             -308,416 -17.29

進項稅額 -                        53,582                  -53,582 -100.00

留抵稅額 -                        194,784                -194,784 -10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398,170           13,255,168           -1,856,998 -14.01

機械及設備 1,885,079             1,884,512             567 0.03

機械及設備 3,776,118             3,218,023             558,095 17.34

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891,039             1,333,511             557,528 41.81

什項設備 2,353,201             2,700,031             -346,830 -12.85

什項設備 3,069,645             2,928,693             140,952 4.81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716,444                228,662                487,782 213.32

租賃權益改良 7,159,890             8,670,625             -1,510,735 -17.42

租賃權益改良 8,895,226             8,895,226             -                    -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1,735,336             224,601                1,510,735 672.63

無形資產 459,320                950,924                -491,604 -51.70

無形資產 459,320                950,924                -491,604 -51.70

電腦軟體 459,320                950,924                -491,604 -51.70

其他資產 160,350,000         160,186,000         164,000 0.10

什項資產 160,350,000         160,186,000         164,000 0.10

銀行存款限制 160,000,000         160,000,000         -                    -                    

存出保證金 350,000                186,000                164,000 88.17

資產合計 316,885,278         280,090,649         36,794,629 13.14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科            目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1)

上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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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1)-(2)

%
(4)=(3)/(2)*100

負債 274,974,110         252,522,189         22,451,921 8.89

流動負債 93,523,310           71,054,845           22,468,465 31.62

應付薪資 7,524,615             4,515,068             3,009,547 66.66

應付費用 6,244,991             6,462,995             -218,004 -3.37

應付稅捐 3,034,812             574,122                2,460,690 428.60

其他應付款 917                       2,695                    -1,778 -65.97

預收收入 76,223,701           59,367,196           16,856,505 28.39

代收款 494,274                132,769                361,505 272.28

其他負債 181,450,800         181,467,344         -16,544 -0.01

存入保證金(註) 181,431,722         181,433,918         -2,196 0.00

遞延政府補助收入 19,078                  33,426                  -14,348 -42.92

負債合計 274,974,110         252,522,189         22,451,921       8.89

淨值 41,911,168           27,568,460           14,342,708 52.03

基金 10,000,000           10,000,000           -                    -                    

創立基金 10,000,000           10,000,000           -                    -                    

累積餘絀(-) 31,911,168           17,568,460           14,342,708 81.64

累積賸餘 31,911,168           17,568,460           14,342,708 81.64

淨值合計 41,911,168           27,568,460           14,342,708       52.03

負債及淨值合計 316,885,278         280,090,649         36,794,629 13.14

註：存入保證金主要係廠商繳納投資契約規定之履約保證金180,000,000元。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科            目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1)

上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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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合  計 142,699,000  125,965,331  -16,733,669 -11.73

業務收入 142,573,000  124,825,464  -17,747,536 -12.45

勞務收入
127,559,000  110,525,401  -17,033,599 -13.35

專業服務費

收入

127,559,000  110,525,401  -17,033,599 -13.35 主要係台大紹興公辦都更案

第二次招商無人投標而流標

及南機場三期及一期1棟更

新會、南機場一期2、3棟更

新會進度未如預期，故決算

數較預算數減少所致。

政府補助基本

營運收入

15,014,000    14,300,063    -713,937 -4.76

業務外收入 126,000         1,139,867      1,013,867 804.66

財務收入 126,000         888,785         762,785 605.38 係因公辦都更投資人繳納履

約保證金產生之存款孳息，

故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其他業務外收

入

-                 251,082         251,082 -- 主要係提供設計場佈、影片

剪輯服務等覈實收入，故決

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11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合  計 133,764,000  108,251,643  -25,512,357 -19.07

業務支出 133,764,000  108,251,643  -25,512,357 -19.07

勞務成本 99,132,000    74,865,998    -24,266,002 -24.48

人事費用 58,066,470    44,558,731    -13,507,739 -23.26 實際聘用人數較原預算估列人

員數少，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

少。

專業服務費 33,127,440    22,218,711    -10,908,729 -32.93 為辦理公辦都更案，委託專業

者如律師、建築師、機電技

師、結構技師、估價師、會計

師等協助辦理案件，提供專業

技術服務費用。決算數較預算

數減少之因，如下列各案說

明。

2,400,000      386,286         -2,013,714 -83.90 一、臺大紹興南街基地再生

計畫公辦都市更新案

本案辦理兩次招商皆因無人投

標而流標，於第三次招商前由

臺大先負責將違建處理完畢以

降低投資人疑慮，另外調整招

商策略及期程。為配合以上事

項因此於今年新增估價及律師

兩筆支出，樹保則因違建工程

及策略研擬期間因此延至年底

發包，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

少。

-                 8,958,700      8,958,700 -- 二、臺北市南港轉運站東側

商業區土地公辦都市更新案

本案於107年8月13日與最優申

請人簽約，因簽約時間比預估

時間晚，導致事權計畫草案研

擬時間延後，原預計需委託估

價、法律等提供協助之專業服

務案件，因配合契約期程辦理

請款款項亦延宕至108年，故

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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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11,909,515    2,968,674      -8,940,841 -75.07 三、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三

小段818地號等12筆土地公辦

都更案

本案配合契約規定項目及案件

規劃需求，因下列因素，決算

數較預算數減少。

1.PCM顧問委託因不含MIS及

BIM系統，故PCM顧問費執行數

較預算數低。

2.有關占用戶之協調、處理，

於寄發存證信函後，並未進入

訴訟，而是調解成功，故法律

費用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12,437,715    3,344,070      -9,093,645 -73.11 四、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二

小段838地號等14筆土地公辦

都更案

本案配合契約規定項目及案件

規劃需求，因下列因素，決算

數較預算數減少。

1.PCM顧問委託因不含MIS及

BIM系統，故PCM顧問費執行數

較預算數低。

2.法律費用因違占戶民事訴訟

案勝訴定讞，實際支用數較原

編列之訴訟裁判費用低，故決

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20,000           435,700         415,700 2,078.50 五、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五

小段416地號等13筆土地公辦

都市更新案

本案於108年11月13日都更核

定，因核定時程較原預估晚，

配合契約規定項目及案件規劃

需求，委託估價專業技術團隊

辦理相關作業，依契約期程辦

理請款項目延宕至108年，故

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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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1,150,000      971,650         -178,350 -15.51 六、臺北市信義區三興段一

小段972地號等9筆土地公辦

都更案

本案於107年11月20日與最優

申請人簽約，配合契約規定項

目及案件規劃需求，委託估價

等專業技術團隊辦理相關作業

，因事業權利計畫審查時程拉

長，核定較原預估晚，故相關

專業委託費用付款期程延宕至

109年支付，故決算數較預算

數減少。

1,380,000      606,400         -773,600 -56.06 七、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

小段5-4地號等8筆土地公辦

都市更新案

本案因108年1月30日內政部都

更條例修正公告後，相關容獎

辦法尚未修正公告，故全案執

行期程暫緩，相關估價作業亦

無作業履約進度，故決算數較

預算數減少。

240,000         -                 -240,000 -100.00 八、臺北市中山區臨沂段一

小段363地號等11筆土地公辦

都更案

本案因地主第一商業銀行轉作

危老重建，致執行方式及期程

變更，故取消原定招商計畫，

相關法律等專業技術等費用未

履行，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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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                 1,701,100      1,701,100 -- 九、松山民權東敦化段公辦

都市更新案

本案為107年新增案件，於108

年辦理招商徵求投資作業，並

於108年12月26日與最優申請

人簽約。

因配合案件規劃需求，本案委

託樹保、估價師、律師等專業

技術團隊辦理專業協助相關服

務，另本案包含「海軍將官官

舍」修復再利用計畫，亦委託

建築師為文化資產顧問，故決

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1,000             -                 -1,000 -100.00 十、蘭州-斯文里整宅公辦都

市更新

蘭州-斯文里整宅公辦都市更

新為協助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辦

理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

畫書圖報核及審議之標案，其

核定之書圖供臺北市都市更新

處辦理細部計畫及工程發包之

依據，本案107年審議通過辦

理驗收，惟按都更程序於興建

工程(108-109年)完工取得使

照後，仍需辦理地籍整理、圖

冊釐正、產權登記，故於110

年編列產登費用完成前述作業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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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1,400,000      643,932         -756,068 -54.00 十一、南機場三期及一期1棟

更新會

本案配合契約規定項目及案件

規劃需求，委託交評等專業技

術團隊辦理相關作業，因下列

因素，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

少。

1.交評費用因建築方案尚未定

，工作進度遲延，故決算數較

預算數減少。

2.測量費因實際發包數較預算

數低，故決算數較預算數減

少。

2,189,210      2,202,199      12,989 0.59 十二、公部門都市更新專業

技術委辦案件

係原預算低估斯文里整宅作業

費，故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其他業務費用 7,938,090      8,088,556      150,466 1.90

租金支出 881,700         1,902,730      1,021,030 115.80 係因新設東門、內湖、廣慈及

水源4處駐點辦公室，增加辦

公室租金，故決算數較預算數

增加。

文具印刷 911,150         1,101,772      190,622 20.92 係因報告書及新設廣慈駐點辦

公室場佈等印刷費增加，故決

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差旅費 3,788,000      1,169,905      -2,618,095 -69.12 係因實際國外參訪團數及人數

較原預算數少，故決算數較預

算數減少。

交通費 43,100           61,013           17,913 41.56 係因依實際需求覈實支用。

運雜費 38,000           29,093           -8,907 -23.44 係因依實際需求覈實支用。

郵電費 459,600         368,940         -90,660 -19.73 係因依實際需求覈實支用。

機電設備養

護費

148,800         203,756         54,956 36.93 係因新增東門、內湖、廣慈及

水源4處駐點辦公室，增加門

禁差勤系統服務費用，故決算

數較預算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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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水費 12,000           5,523             -6,477 -53.98 係因各駐點辦公室依實際需求

覈實支用。

電費 78,200           67,990           -10,210 -13.06 係因各駐點辦公室依實際需求

覈實支用。

保險費 7,140             50,027           42,887 600.66 係因新增案件及部分案件展延

之專業責任險及公共意外險較

預算數多，故決算數較預算數

增加。

稅捐規費 35,000           157,660         122,660 350.46 係委辦案作業之需增加謄本費

，故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清潔費 50,400           135,783         85,383 169.41 係因新增東門、廣慈及內湖駐

點辦公室，增加清潔費，故決

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訓練費 -                 15,000           15,000 -- 係因增加同仁參加公共工程品

質管理人員訓練課程，故決算

數較預算數增加。

雜費 1,461,000      2,551,962      1,090,962 74.67 係因新增駐點辦公室，增加搬

遷及雜項購置相關費用，故決

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修繕費 24,000           267,402         243,402 1,014.18 係因新增駐點辦公室，裝修費

增加，故決算數較預算數增

加。

管理費用 34,632,000    33,385,645    -1,246,355 -3.60

人事費用 11,981,119    12,378,411    397,292 3.32

行政費用 22,650,881    21,007,234    -1,643,647 -7.26

租金支出 16,590,188    13,859,493    -2,730,695 -16.46

文具印刷 384,000         653,357         269,357 70.15

交通費 12,000           3,374             -8,626 -71.88

運雜費 24,000           30,766           6,766 28.19

郵電費 246,000         115,363         -130,637 -53.10

機電設備養

護費

234,000         134,678         -99,322 -42.45

係因市府辦公室於108年1月退

租，原預算估列辦公室及影印

機台數租用、軟體租金及水電

費均減少，故決算數較預算數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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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水費 17,880           18,568           688 3.85

電費 849,400         576,863         -272,537 -32.09

管理費 1,347,648      1,347,648      -               0.00

保險費 164,900         115,291         -49,609 -30.08

稅捐規費 2,000             3,800             1,800 90.00

清潔費 234,000         370,286         136,286 58.24

訓練費 60,000           49,199           -10,801 -18.00

雜費 1,150,800      425,390         -725,410 -63.04

廣告費 48,700           36,428           -12,272 -25.20

修繕費 60,000           99,081           39,081 65.14

折舊費用 587,473         2,556,045      1,968,572 335.09

各項攤提 517,892         491,604         -26,288 -5.08

專技人員酬

金

120,000         120,000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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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合  計 956,000             699,047            -256,953 -26.88

什項設備 -                    140,952            140,952 -- 係因設立廣慈駐點

辦公室，購置冷氣

機等設備，故決算

數較預算數增加。

機械及設備 956,000             558,095            -397,905 -41.62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原編列購置新進員

工電腦10臺，因實

際聘用人數較原預

算估列人員數少，

未採購新進員工電

腦，故決算數較預

算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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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合  計 202,000              -                      -202,000 -100.00

電腦軟體 202,000              -                      -202,000 -100.00 原編列購置新進員

工微軟作業系統軟

體級專業繪圖軟體

，因實際聘用人數

較原預算估列人員

數少，未採購上述

軟體，故決算數較

預算數減少。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無形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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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創立時

原始捐

助基金

金額占

其總額

比率

本年度

期末基

金金額

占其總

額比率

合 計   10,000,000   10,000,000 -              10,000,000 100.00 100.00

政府捐助小計   10,000,000   10,000,000 -           10,000,000  100.00 100.00

一、臺北市

政府

  10,000,000   10,000,000 -           10,000,000  100.00 100.00

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

  10,000,000   10,000,000 -           10,000,000  100.00 100.00

二、中央及

本市以外其

他地方政府

-              -              -           -               -- --

三、累積賸

餘或公積轉

列基金

-              -              -           -               -- --

四、其他 -              -              -           -               -- --

民間捐助小計 -              -              -           -               -- --

一、其他團

體機構
-              -              -           -               -- --

二、個人 -              -              -           -               -- --

本表依行政院

99年3月2日院

授主孝一字第

0990001090號

函文之捐贈認

定原則，僅表

達財團法人之

非經常性營運

之資本基金。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基金數額增減變動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捐  助  者
本年度期初

基金金額
(1)

本年度基

金增(減-)

金額
(2)

捐助基金比率％

說    明

創立時原始

捐助基金金

額

本年度期末

基金金額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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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合  計 70 60 -10

副執行長 1 1 0

組長 6 5 -1

副組長 5 2 -3

專案人員 54 47 -7

行政人員 4 5 1 係因公辦都更案件

業務擴增，行政事

務增加，原行政副

組長員額減列1名

增列行政人員1名

（組織員額不變）

，致決算數較

預算數增加。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職類(稱)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說    明比較增(減-)數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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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職類(稱)

薪資
超時工作

報酬
獎金

退休、撫

卹金及資

遣費

分攤保

險費

合計

(1)
薪資

超時工作

報酬
獎金

退休、撫

卹金及資

遣費

分攤保

險費

合計

(2)

副執行長 1,353,600    90,691      282,000    72,792      110,316    1,909,399   1,332,000    37,000      1,558,500    83,160      105,907    3,116,567   1,207,168 註1

組長 5,398,644    382,008    1,124,717 333,648    553,536    7,792,553   4,425,510    339,483    1,157,272    279,540    419,400    6,621,205   -1,171,348 註1

副組長 4,237,812    307,595    882,878    261,432    446,508    6,136,225   1,254,846    71,538      431,836       81,306      129,677    1,969,203   -4,167,022 註1

專案人員 35,809,296 2,581,716 6,187,529 2,206,080 4,338,856 51,123,477 27,495,849 1,001,909 8,268,523    1,727,021 3,168,068 41,661,370 -9,462,107 註1

行政人員 2,136,672    143,157    396,186    129,888    280,032    3,085,935   2,443,233    52,206      624,885       148,891    299,582    3,568,797   482,862 註1

註2

合  計 48,936,024 3,505,167 8,873,310 3,003,840 5,729,248 70,047,589 36,951,438 1,502,136 12,041,016 2,319,918 4,122,634 56,937,142 -13,110,447

註2：係因員額增列１名所致。

註1：獎金決算數高於預算數，係因(1)績效獎金認列方式由現金制改為權責制，獎金同時包含前年107年及當年度108年之績效獎金。(2)績效獎金發放基數原編列1個月，實際考核

後發放基數為3個月所致。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3)=(2)-(1)

說

明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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