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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財    務    摘    要



項                                目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較增減 %

經營成績：

        基金來源 445,810,423       437,400,504       8,409,919           1.92              

        基金用途 451,445,148       441,239,245       10,205,903         2.31              

        賸餘(短絀) 5,634,725-           3,838,741-           1,795,984-           

餘絀情形：

        基金餘額 11,198,662         16,833,387         5,634,725-           33.47-            

現金流量(註)：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 3,365,472-           3,213,303-           15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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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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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為促進教育健全發展，提昇教育經費運用績效目的、依預算法規定編列附屬單位預算、本基金

  分別辦理培養學生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

  力等業務。

 (一)國民教育計畫：

        本年度預算編列389,791,000元，決算數397,714,873元。

        係新購體育、自然、廣播、機具、童軍、特教、家具、圖書等各科教學設備，革新教學方法

        ，充實各科教材，提高教學效能；辦理教師甄選、社團活動、輔導活動、法治教育活動、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教師進修研習等指定活動項目，藉由辦理各項活動可鍛鍊學童強健的

        身體，增進學童各項生活智能。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本年度預算編列31,207,000元，決算數30,462,059元。

        係配合校務推動行政處室支援工作，進而增進校務運作。

  (三)建築及設備計畫：

        本年度預算編列9,953,000元（不含以前年度保留數0元及奉准先行辦理數6,634,000元），

        決算數23,268,216元。係汰換、充實各科教學設備，辦理校舍、場地等修建工程，以改善教學環境，

        提高教學效能，增進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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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金來源：

       本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445,810,423元，較預算數422,607,000元，增加23,203,423元，計增5.49％。

       茲將各基金來源科目金額與預算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服務收入：決算數11,500元，較預算數45,000元，減少33,500元，計減74.44％。

           主要係因：

           代理教師甄選報名人數較預期減少所致。

        2.財產處分收入：決算數122,694元，較預算數163,000元，減少40,306元，計減24.73％。

           主要係因：

           財產報廢惜物網拍賣及物品報廢變賣收入覈實入帳較預期減少。

        3.利息收入：決算數48元，較預算數1,000元，減少952元，計減95.20％。

   主要係因：

           員工薪資轉帳專戶利息覈實入帳較預期減少。

        4.其他財產收入：決算數994,630元，較預算數1,712,000元，減少717,370元，計減41.90％。

          主要係因：

           因防疫措施規定全面暫停開放場地租借及場租優惠所致。

        5.公庫撥款收入：決算數436,249,597元，較預算數419,943,000元，增加16,306,597元，計增3.88％。

          主要係因：

          (1).局款非統籌款-110年度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251,450元。

          (2).統籌款-忠孝樓穿堂及樓梯扶手整修工程1,416,118元。

          (3).局款非統籌款-臺北市110年度才藝才能班設備RA0518配合款98,000元。

          (4).局款非統籌款-跑道整建工程RA0729配合款3,499,809元。

          (5).教育局入110年度教育局所屬學校用人費用不敷數9,828,000元。

          (6).局款非統籌款-110年一師一載具96,000元。

          (7).統籌款-110年專科教室環境升級3.0計畫1,117,220元。

        6.政府其他撥款收入：決算數8,220,986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8,220,986元。

          主要係因：

          (1).(RA9774)109年度學生游泳協同教學經費15,120元。

          (2).(RA9253)109學年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第1期122,640元。

          (3).(RA9263)109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國中小階段前導學校計畫第1期70,866元。

          (4).(RA9256)109學年國中學習扶助開班費第1期18,548元。

          (5).(RA9260)國民中小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33,353元。

          (6).(RA9347)109學年度精進國中小學品質計畫-國教輔導團減課鐘點費第2期11,520元。

          (7).(RA9202)辦理中輟之虞學生彈性輔導及高關懷課程25,666元。

  (8).(RA9529)109年度國中身心障礙相關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所需設備計畫經費12,874元。

  (9).(RA9738)109學年度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補助經費99,000元。

  (10).(RA9347)109學年度12年國教精進-兼任輔導員減課鐘點費第3期款34,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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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11).(RA9262)109-1閩客語國中開課19,440元。

         (12).(RA9253)109學年度國中生涯發展教育第2期64,542元。

         (13).(RA9336)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第2期款9,165元。

         (14).(RA9256)109學年度國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14,612元。

         (15).(RA9262)109-2本土語文國中小教學支援交通費17,280元。

         (16).(RA0321)109-2公立國小及國中學校用書補助計畫7,643元。

         (17).(RA9358)109年國中原住民族語開課經費(第2期)41,600元。

         (18).(RA0709)110年體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學習輔導措施54,450元。

         (19).(RA0292)110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國中小階段前導學習計畫經費39,977元。

         (20).(RA0260)110學年度中小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活化教學51,041元。

         (21).(RA0296)充實公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室基本設備-經常門107,249元。

         (22).(RA0315)110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兼任輔導員及秘書減課鐘點費第1期款32,400元。

         (23).(RA0204)110年度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含出版品印製)經費49,000元。

         (24).(RA0347)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經費159,404元。

         (25).(RA0262)110學年度本土語文國中開課經費及國中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交通費15,120元。

         (26).(RA0729)教育部體育署跑道整建工程款3,491,413元。

         (27).(RA0B05)110學年度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代理代課費暨課程與教學補助110,440元。

         (28).(RA0254)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生學習扶助計畫-開班計畫34,200元。

  (29).(RA0335)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無力繳交代收代辦經費10,750元。

         (30).(RA0810)109年充實設施設備經費3,262,410元。

         (31).(RA0541)110年度規劃補助國民中小學集中式特教班教學相關設備計畫84,915元。

         (32).(RA0774)110年度學生游泳課程及體驗活動暨師資暨守望員培訓經費10,620元。

         (33).(RA0738)110學年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補助經費89,168元。

     7.受贈收入：決算數3,289元，較預算數4,000元，減少711元，計減17.78％。

        主要係因：

        其他準備金獎助學金孳息覈實入帳較預期減少。

    8.雜項收入：決算數207,679元，較預算數739,000元，減少531,321元，計減71.90％。

        主要係因：

         (1).學生證補卡費39,776元。

         (2).公有宿舍房屋津貼7,200元。

         (3).公物損壞賠償收入2,496元。

         (4).獎助學金等帳戶6/21利息收入12元。

         (5).收回以前年度支出19,440元。

  (6).採購案及整修工程逾期違約罰款收入106,052元。

  (7).課輔費餘款解繳32,703元。

 以上等覈實入帳較預期減少所致。

40501225-5



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二)基金用途：

       本年度基金用途決算數451,445,148元，較預算數430,951,000元，增加20,494,148元，計增4.76％。

       茲將各基金用途科目金額與預算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國民教育計畫：決算數397,714,873元，較預算數389,791,000元，增加7,923,873元，計增2.03％。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決算數30,462,059元，較預算數31,207,000元，減少744,941元，計減2.39％。

        3.建築及設備計畫：決算數23,268,216元，較預算數9,953,000元，增加13,315,216元，計增133.78％。

           主要係因：

           (1). 忠孝樓穿堂及樓梯扶手整修工程4,660,587元併決算。

           (2). 專科教室環境升級3.0整建工程696,666元併決算。

           (3). 跑道整建工程1,017,430元併決算。

           (4). 110年度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作業施工費251,450元併決算。

           (5). 仁愛樓南側排球場、典禮台及排水系統整修工程由其他準備金66,343併決算。

           (6). 本年度辦理補辦預算奉准先行辦理數6,634,000元。

           (7). 其他設備節餘款8,143元。

           (8). 電腦軟體節餘款3,117元。

(三)本期賸餘(短絀)：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5,634,725元，較預算短絀數8,344,000元，計相差2,709,275元。    

       主要係因：

       1. 用人費用覈實支用節餘433,306元。

       2. 水電費覈實支用節餘794,043元。

       3.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覈實支用節餘269,962元。

       4. 材料及用品費覈實支用節餘1,180,265元。

三、現金流量結果：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5,954,805元。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9,120,634元。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199,643元。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3,365,472元。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21,943,327元。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18,577,8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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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四、資產負債情況：

   決算日資產總額為12,910,548,168元，包括： 

流動資產18,645,044元，較上年度21,976,825元，減少3,331,781元，主要係因應各項業務計畫需要支付款項

致公庫存款減少。

長期貸墊款及準備金8,210,826元，較上年度7,907,247元，增加303,579元，主要係因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及離職儲金增加所致。

固定資產27,749,510元，較上年度20,634,852元，增加7,114,658元，主要係因跑道整建工程及仁愛樓南側

排球場、典禮台及排水系統整修工程等工程增列土地改良物所致。

無形資產112,023元，較上年度108,542元，增加3,481元，主要係因購置電腦軟體所致。

其他資產12,855,830,765元，較上年度13,165,687,505元，減少309,856,740元，主要係因代管資產土地公告現值

        調整減列所致。

   決算日負債總額為12,871,487,973元，包括：

流動負債7,665,905元，較上年度5,517,137元，增加2,148,768元，主要係因應付代收款各項補助款增加、應付

未付之各項費用轉列應付費用、預收場地開放停車場等收入及教育部補助款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經費等

轉預收收入所致。

其他負債12,863,822,068元，較上年度13,173,221,053元，減少309,398,985元，主要係因代管資產土地公告現值

        調整減列所致。

   決算日淨資產為39,060,195元。

五、其他：

（一）本年度併決算數39,143,932元及補辦預算數6,634,000元，詳見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后附「預算執行

            期間辦理併決算奉准明細表」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后附「預算執行期間辦理補辦預算奉

            准明細表」。

（二）預算所列未來承諾授權之執行情形：無。

（三）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無。

（四）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營運與負擔狀況及自償率達成情形：無。

（五）推動各項業務計畫獲中央政府或國內外學術機構評鑑（選）優良之事蹟：無。

（六）揭露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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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預算執行期間辦理併決算奉准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核      准      文      號 核   准   金   額

合計  39,143,932 

462公庫撥款收入 110.7.27北市教會字第1103066518號  251,450

462公庫撥款收入 111.2.11北市教會字第1113028499號  16,055,147

46Y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110.7.27北市教會字第1103066518號  414,930

46Y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111.2.11北市教會字第1113028499號  7,806,056

53 國民教育計畫 111.2.11北市教會字第1113028499號  7,923,873

5M 建築及設備計畫 110.7.27北市教會字第1103066518號  251,450

5M 建築及設備計畫 111.2.11北市教會字第1113028499號  6,441,026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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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比  較  增  減 
備                        

註 金         

額 

% 

單位：新臺幣元 

 
預 算 數 科   目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基金來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4  基金來源  422,607,000  445,810,423  23,203,423  5.49 

43 勞務收入  45,000  11,500 -33,500 -74.44 

431服務收入  45,000  11,500 代理教師甄選報名人數較預

期減少所致。 

-33,500 -74.44 

45 財產收入  1,876,000  1,117,372 -758,628 -40.44 

451財產處分收入  163,000  122,694 財產報廢惜物網拍賣及物品

報廢變賣收入覈實入帳較預

期減少所致。 

-40,306 -24.73 

454利息收入  1,000  48 員工薪資轉帳專戶利息覈實

入帳較預期減少所致。 

-952 -95.20 

45Y其他財產收入  1,712,000  994,630 因防疫措施規定全面暫停開

放場地租借及場租優惠所致。 

-717,370 -41.90 

46 政府撥入收入  419,943,000  444,470,583  24,527,583  5.84 

462公庫撥款收入  419,943,000  436,249,597 教育局撥入款：(1)局款非統

籌款：110年度校園樹木褐根

病防治作業251,450元。(2)統

籌款：忠孝樓穿堂及樓梯扶手

整修工程1,416,118元。(3)局款

非統籌款-臺北市110年度才

藝才能班設備98,000元。(4)

局款非統籌款-跑道整建工程

3,499,809元。(5)用人費用不敷

數9,828,000元。(6)局統非統籌

款-110年一師一載具96,000

元。(7)統籌款-110年專科教室

環境升級3.0計畫1,117,220元

等併決算。 

 16,306,597  3.88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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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備                        

註 金         

額 

% 

單位：新臺幣元 

 
預 算 數 科   目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基金來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46Y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8,220,986 教育部補助款：(1)本土語文

國中小教學51,840元。(2)生涯

發展教育236,182元。(3)辦理

中輟之虞學生彈性輔導及高

關懷課程25,666元。(4)十二年

國教課綱國中小階段前導學

校計畫110,843元。(5)國中小

學學生學習扶助67,360元。 

(6)國民中小學活化教學與多

元學習計畫84,394元。(7)充實

公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室

基本設備-經常門107,249元。

(8)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

教師團隊代理代課費暨課程

與教學補助110,440元。(9)國

民中小學學生無力繳交代收

代辦費19,915元。(10)國中原

住民族語開課經費41,600

元。(11)精進國中小學品質計

畫-國教輔導團減課鐘點費

78,480元。(12)公立國小及國

中學校用書補助計畫7,643

元。(13)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

整體推動方案經費159,404

元。(14)國中身心障礙相關特

殊需求領域課程所需設備計

畫經費12,874元。(15)學生游

泳課程及體驗活動暨師資暨

守望員培訓經費25,740元。 

(16)體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學習

輔導措施54,450元。(17)獎勵

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

補助經費188,168元。(18)教育

部體育署跑道整建工程款

3,491,413元。 

 8,220,986  0.00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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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基金來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19)109年充實設施設備經費

3,262,410元。(20)規劃補助國

民中小學集中式特教班教學

相關設備計畫84,915元等補

助款併決算。 

4Y 其他收入  743,000  210,968 -532,032 -71.61 

4YO受贈收入  4,000  3,289 其他準備金獎助學金孳息覈

實入帳較預期減少所致。 

-711 -17.78 

4YY雜項收入  739,000  207,679 學生補卡費39,776元、公有宿

舍房屋津貼7,200元、收回以

前年度支出19,440元、公物損

壞賠償收入2,496元、採購案

及整修工程逾期違約罰款收

入106,052元及課輔費餘款繳

庫32,703元覈實入帳較預期

減少所致。 

-531,321 -71.90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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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一、以服務費用自行進用臨時人員： 

    1.外包費： 

(1) 校警勞務外包費2人，預算數1,135,368元，決算數1,203,296元； 

(2) 消化超額職工(技工、工友)業務外包費按件計算，預算數200,000元， 

    決算數106,375元。 

 

    二、工程管理費係以按施工費2%提列預算數128,026元，決算數302,839元 

    (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不含統籌款撥入)。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基 金 用 途 明 細 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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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資本資 
中華民國  

本  年  度 

項       目 
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以前年度累計折

舊(耗)/長期投資

評價 
增加 

預算數 

資產  67,615,818 -46,872,424  9,562,000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土地 

土地改良物  1,038,449 -759,707  6,132,000 

房屋及建築  1,061,170 -1,040,823 

機械及設備  37,587,766 -23,526,839  2,089,0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3,103,961 -2,240,522  38,000 

雜項設備  23,826,930 -19,304,533  1,267,000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購建中固定資產  889,000 

遞耗資產 

權利 

電腦軟體  108,542  36,00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 

一、各財產項目預算數為可用預算數組成如下:  

1.土地改良物:增加數可用預算數計6,132,000元，係補辦預算6,132,000元。 

2.機械及設備：增加數可用預算數計2,089,000元，係法定預算數1,707,000元、補辦預算367,000元及調整數

15,000元。 

3.交通及運輸設備：增加數可用預算數計38,000元，係法定預算數38,000元。 

4.雜項設備：增加數可用預算數1,267,000元，係法定預算數1,147,000元、補辦預算135,000元及調整數-15,000

元。 

5.電腦軟體：增加數可用預算數36,000元，係法定預算數36,000元。減少數可用預算數計27,184元，係法定

預算數27,184元。 
 

二、各財產項目決算數變動原因分析如下： 

各財產項目變動原因分析如下: 

1.土地改良物：增加數計6,131,206元，變動原因為：(1)增置：仁愛樓南側排球場、典禮台及排水系統整

修工程及跑道整建工程等計6,131,206元。 

註： 

40501225-20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產明細表 
110 年度 

  成  本  變  動 

數 

決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 

減少數 
本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評

價變動數 

期末帳面金額 

 14,690,105  27,184  5,097,648  27,861,533 -2,474,318 

 6,131,206  6,255,258 -154,690 

 18,475 -1,872 

 6,790,502  15,019,270 -4,334,424  1,497,735 

 133,779  734,702 -233,016  29,500 

 1,601,735  4,832,805  2,249,684  3,541,011 

 889,000 

 32,883  27,184  112,023  29,402 

40501225-21 

2.機械及設備：增加數計 6,790,502 元，變動原因為：(1)增置：購置藝才班筆記型電腦、中央輔導員資訊設備、110 年度教

師用平板電腦及特教班液晶觸控電視等計 2,088,815 元。(2)撥入：教育局撥入電子儀、電腦顯示幕等設備、大安國中撥入投

影機及教育局補助購置電源穩壓器計 4,193,982 元。(3)受贈：以應付代收款購置電視牆及多媒體整合型播放器等計 507,705

元。減少數計 1,497,735 元，變動原因為：(1)報廢：年度經財政局核准報廢冷氣機、讀卡機等計 1,497,735 元。 

 

3.交通及運輸設備：增加數計 133,779 元，變動原因為：(1)增置：音樂教室環繞式音響設備 31,069 元。(2)撥入：教育局補

助購置教學廣播系統 33,710 元。(3)受贈：以應付代收款購置擴大機等計 69,000 元。減少數計 29,500 元，變動原因為：(1)

報廢：年度經財政局核准報廢音響及圖形顯示板 29,500 元。 

 

4.雜項設備：增加數計 1,601,735 元，變動原因為：(1)增置：購置定音鼓及忠孝樓穿堂及樓梯扶手整修工程—主視覺意象裝

置等計 1,266,767 元。(2)撥入：教育局補助購置冷氣、銀幕、白板等計 131,808 元。(3)受贈：以應付代收款購置投影機等計

203,160 元。減少數計 3,541,011 元，變動原因為：(1)報廢：年度經財政局核准報廢攝影機、學生課桌椅等計 3,541,011 元。 

 

5.電腦軟體：增加數計 32,883 元，變動原因為：(1)增置：購置電腦軟體 Acrobat Pro 32,883 元。減少數計 29,402 元，變動原

因為：(1)無形資產攤銷：截至 110 年 12 月止累計攤銷金額 29,402 元。 

 

三、各項資產項目期末餘額與財產管理系統之分類統計表結存金額，差異原因分析： 

1.電腦軟體: 係因電腦軟體不入財產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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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會   計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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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參   考    表    










    

  

  

  

  

  

  

  

  

 

 

 

 


  

 

 


 

  









 

  

 

    







 

 備註： 

一、 預算項目執行數不列為會計收支：無。 

二、 預算項目對應不同會計科目： 

預算項目「服務費用」863 萬 9,693 元與會計科目「業務支出」1,510 萬 6,801 元間之

調整數 646 萬 7,108 元，係「材料及用品費」414 萬 1,759 元、「租金、償債、利息及

相關手續費」13 萬 5,905 元、「稅捐及規費(強制費)」13 萬 3,807 元、「會費、捐助、補

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205 萬 5,637 元之調整數合計。 

三、 未編列預算項目，惟實際執行產生會計收支： 

1. 會計科目「財產收益」其中 435 萬 9,500 元係基金間及自其他機關撥入固定資產所

發生利益等。 

2. 會計科目「其他收入」其中 77 萬 9,865 元係以來源為非政府機關之應付代收款購置

固定資產所發生利益。 

3. 會計科目「折舊、折耗及攤銷」751 萬 9,262 元，係採用權責發生基礎所產生之評價

科目。 

4. 會計科目「財產損失」5 萬 2,704 元，係報廢固定資產所發生損失等。 

四、 其他： 

1. 預算項目「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2,326 萬 8,216 元，

其中 955 萬 740 元已列入「機械及設備」等相關資產科目並於平衡表表達，餘 1,371

萬 7,476 元係遞延支出，為會計科目「其他支出」之調整數。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決 算 與 會 計 收 支 對 照 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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