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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出:

行政管理

公務人員待

遇福利

13,972,995

2,500,000

(一)歲入、歲出預算執行結果

決算數 原因暨因應改善措施

 

金額

係工程、設計監造、環保經建觀摩活動、行政大

樓清潔維護等承攬廠商履約逾期或未依合約履約

，收取之罰款。係屬臨時性收入，將隨時檢討收

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財產孳息

上級政府補

助收入

使用規費收

入

歲入合計

災害準備金

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1.係代收款帳戶利息收入1,665元。代收款

  帳戶皆為短暫收支，利息微少，將隨時檢

  討收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2.係辦公廳舍周邊土地設置電動機車電池交

  換站之租金收入13,500元，將檢討收入情

  形，並自109年度起納入年度預算編列。

預算數

-

6,318,563

19,630

15,165

罰金罰鍰及

怠金

雜項收入

捐獻收入

105,899,406

廢舊物資售

價

-904,996小型工程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1.本年度部份：

-398,147

181,139

項　目
比較增減

261,139

19,630

1.歲入:

210,000 208,400

-21,672

80,000

5,861,0046,766,000

55,478,000

11,166,366

6,111,000

55,079,853

18,460,000

13,972,995

11,624,310

15,165

1,791,198

-2,193,097

207,563

1.超收瀝青刨除剩餘價值180,839元，瀝青

  鋪設及刨除面積無法預測，將檢討收入

  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2.收108年重陽節活動現場拾獲現金300元，

  此爲臨時性收入，將隨時檢討收入情形，

  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係變賣報廢公務汽車及財物所得，廢舊物資售價

超出預期，將隨時檢討收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

列方式。

計畫皆已執行完成，此為工程發包及執行剩餘數

，將檢討調整預算編列方式以提高預算支用率。

3,316,000

-1,600

5,000 20,670 15,670

3,315,231 -769

2,478,328

業務管理

退撫金

18,027,990

-457,944

108,092,503

1,791,198

-432,010

歲出合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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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

-1.15%

   1.平衡表部分

       深水段133-1地號護岸損壞修復工程之預算執行數。

       、櫥櫃、碎紙機等辦公事務設備；購建中固定資產13,244元，係已完工尚在結算中之燕巢區

    (3)淨資產總額10,322,643元，資產負債淨額係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

       現地勘查經費等)；應付保管款2,681,913元，係本所約僱人員提撥之公自提離職儲金。

       ；土地改良物42,449,367元，係道路、專用通行路、地坪、擋土牆、球場等公共工程；

比較增減
原因暨因應改善措施

    (1)固定資產總額150,995,336元，包括土地4,965,647元，係本所民眾活動中心及市場用地等

-195,713

   2.資本資產表部分

       房屋建築及設備101,593,970元，係本所辦公房屋、民眾活動中心及市場建築及附屬之設備

       經費、107年8月豪雨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及108年村里節電大車拼活動節電獎勵金等；

    (4)附註:保證品(應付保證品)269,800元，係定存單質押之工程保固金；債權憑證(待抵銷債權

       憑證)1元，係「高雄縣第17期無主墳墓遷葬進塔案」(陳義雄)民事求償返還不當得利案。

項　目

(二)平衡表及資本資產表重要科目之金額及內容之簡述：

實現數

    (1)資產總額41,258,322元，包括專戶存款26,118,578元，係各項存入保證金、應付代收款及

       應付保管款合計減除暫付款後之數；暫付款866,800元，係預付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

     2.以前年度部份：

歲出:

       ；機械及設備985,563元，係發電機組、太陽光電模板組列及電腦等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

       存出保證金1,400元，係租用郵政信箱及安裝機上盒之保證金。

金額

以前年度

轉入數

       430,370元，係綜合擴大機、監視器及擴大混波器等設備；雜項設備557,175元，係冷氣機、

    (2)無形資產總額101,572元，係電腦軟體等。

    (3)資本資產總額151,096,908元，係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之總額。

災害準備金 17,052,882 16,857,169

       、急難救助金、老人午餐、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務經費、農民健保

       133-1地號護岸損壞修復工程等3案之應付款；存入保證金2,262,556元，係得標廠商繳納之

       履約保證金、押金、保固金等；應付代收款22,040,909元，係代辦經費(含衛生掩埋場回饋金

       立法委員選舉各投開所票工作津貼等經費；預付款14,271,544元，係墊付108年度健保業務

    (2)負債總額30,935,679元，包括應付帳款3,950,301元，係108年6月豪雨災後復建工程-深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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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各投開所票工作津貼等經費；預付款14,271,544元，較上年度   

            較上年度金額變動均未達10%。

            復建工程-燕巢區深水段133-1地號護岸損壞修復工程等3案之應付款；存入保證金

              增加108年6月豪雨災後復建工程-燕巢區深水段133-1地號護岸損壞修復工程等3案

二、 財務狀況之分析

   1.平衡表部分

            增加14,084,544元或7,531.84%，主要係增加墊付108年度健保業務經費、107年8月

                話機、公務機車及提列折舊等；什項設備557,175元，較上年度減少266,526元或

(二)本所無未來或有給付責任。

(一)平衡表及資本資產表變動情形分析:

    (1)資產:暫付款866,800元，較上年度增加866,800元或100%，係增加預付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

                13,244元或100%，係增加尚在結算中之燕巢區深水段133-1地號護岸損壞修復工程

                預算執行數列資本資產帳，其餘各科目本年度較上年度金額變動均未達10%。

                    土地改良物(道路、地坪、擋土牆等公共工程)及提列折舊所致。

    (3)資本資產總額:151,096,908元，較上年度增加17,437,286元或13.05%，主要原因係增加

            2,262,556元，較上年度減少733,817元或24.49%，主要係退還已履約完成之採購案

   2.資本資產表部分

              資產方增加預付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各投開所票工作津貼等

    (3)淨資產:資產負債淨額10,322,643元，較上年度增加10,134,243元或5,379.11%，主要係

              經費866,800元及墊付107年8月豪雨災後復建工程經費13,536,778元等；另負債方

                32.36%，係報廢冷氣機及提列折舊等；購建中固定資產13,244元，較上年度增加

    (1)固定資產:土地改良物42,449,367元，較上年度增加20,109,219元或90.01%，係增加道路、

                地坪、擋土牆等公共工程；機械及設備985,563元，較上年度減少216,161元或

    (2)無形資產:101,572元，較上年度減少13,608元或11.81%，係因提列攤銷所致。

                17.99%，係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報廢老舊個人電腦及印表機、報廢噴霧機等，

                ；交通及運輸設備430,370元，較上年度減少49,402元或10.30%，係報廢行動電

            豪雨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及108年村里節電大車拼活動節電獎勵金等；其餘各科目本年度

    (2)負債:應付帳款3,950,301元，較上年度增加3,950,301元或100%，係增加108年6月豪雨災後

              之應付帳款3,950,301元所致。

            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所致；其餘各科目本年度較上年度金額變動均未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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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推展，嚴加執行，除108年6月豪雨、8月利奇馬颱風災後復建工程持續辦理中，其餘皆已達成

     施政目標。

因應改善措施

   (二)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108年度工作計畫實際情形成效簡要分陳如下

辦理情形

6.加強訓練進修，提昇人員素質，

  嚴密考核獎懲強化公務紀律。

健全基層建設、發揮人事管理考

核及會計審核稽查功能、提高公

文處理管制效率，加強事務管理

，健全資安管理及維護，貫徹十

項革新及新制考績制度，照顧員

工福利、提倡員工正常休閒活動

，以強化施政作業，加強推行為

民服務工作，促進行政革新，落

實施政績效。

已完成或未

完成之說明

2.加強辦公廳舍、職工及車輛管理。

8.有關貪瀆與不法事項之稽核發掘

  及處理。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工作計畫

名稱

9.公務機密、安全維護之處理及協

  調。

三、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本所108年度之施政係依據年度計畫及上級有關指示辦理，施政重點

       以如何作好為民服務工作以達到利民便民為目標，並在年度有限之經費內，配合課室工作之

7.加強人事服務，退休、撫卹、保

  險、員工福利等事項。

已完成5.加強電腦化作業及資訊安全管理

  維護。

11.預算之編列與分配，加強憑證審

   核及會計報告如期編製。

3.財產之登記、經管、養護、盤點。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12.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加強內部

   審核作業。

已完成

14.計畫內各項工作。

已完成

已完成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份

已完成

已完成

4.每周定期召開調解會議，共47場

  241案。

13.統計資料之查核、整理、編報

   及發布。

已完成

1.辦理鄰長、里長、調解及租佃委

  員之訓練及文康活動。

已完成

5.辦理婦女社會參與健康講座、培

  力訓練活動、區政參訪等活動。

已完成

10.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理等相

   關業務之宣導。

已完成

已完成

4.加強執行出納收支業務，快速支

  付各種款項，不積壓拖延。

1.加強公文稽核及時效管理，杜絕

  積壓公文提高處理時效。

已完成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3.役政業務辦理6場次役男抽籤，

  送兵25梯次。

已完成

已完成

2.定期召開里長業務座談會，加強

  里長與權責單位面對面溝通，有

  效且迅速解決各種問題。

1.健全基層工作，發揮地方

  自治功能，加強為民服務

  ，推行守望相助及調解工

  作，減少訟源，促進社會

  祥和安定，督導各里辦公

  處自治工作推展，加強幹

  部訓練，提高員工素養，

  增進區政服務工作成效。

2.拓展社會福利建設，賡續

  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加強

  社區發展、提高區民生活

  品質，增進民眾福祉。

區公所業務

  業務管理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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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因應改善措施

1.108年度災害準備金辦理

  搶險及搶修開口契約。

2.辦理108年6月豪雨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工程。

3.辦理108年8月利奇馬颱風

  農路災損復建工程。

5.燕巢區尖山里白嶺及深水里烏山

  巷農路災害復建工程(108年8月

  利奇馬颱風)。

基層建設

  小型工程

未完成，2.3

案結算中、4

案施工中、5

案發包中。

持續辦理中

，預計於109

年6月底前結

算付款。

爾後檢討縮短設

計、發包、履約

及結算作業時程

，期能在年度結

束前完成結算付

款。

3.區里公共設施及環境維護改善。

4.阿公店水庫水質水量水源保育

  與回饋計畫-辦理108年度燕巢

  區西燕里、東燕里、尖山里及

  金山里道路改善工程。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災害準備金

 災害準備金

4.燕巢區深水段476-160地號護岸

  損壞修復工程。

2.燕巢區深水段133-1地號護岸損

  壞修復工程。

3.燕巢區尖山里後荷巷45號前排水

  溝坍塌修復工程。

14.協助就業輔導工作、辦理第五

   類、第六類健保業務。

13.積極推動及輔導各社區成立關

   懷據點，並藉由社區共學，培

   力師資，以提昇服務品質。

3.依法辦理徵兵及後備軍人

  國民兵管理、組訓與軍人

  及其家屬權益，以充實兵

  源、鞏固國防。

12.輔導社區會務運作及相關補助

   申請、核銷。

9.推行守望相助、民防組訓、防災

  演練，強化救災能力，以保障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安寧

  。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8.整頓環境衛生、防止登革熱疾病

  疫情升高，並針對病媒指數居高

  之里，發動里民大掃除，以共同

  維護區內環境衛生等工作。

1.辦理108年度道路、農路、水利

  等緊急災害搶險、搶修工程。

已完成

已完成

11.辦理各項社會救助工作、津貼

   審核及發放。

工作計畫

名稱

1.加強推行基層建設小型工

  程及維護，解決民眾交通

  、巷道排水溝及居住環境

  衛生問題，提升人民生活

  品質。

2.執行區里公共設施及環境

  維護改善。

3.辦理阿公店水庫水質水量

  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實施內容

2.6公尺以下道路維護費。

已完成

重要計畫項目

7.辦理本區風景區點觀光宣傳、活

  動、環境維護管理及設施維護管

  理及機械設備養護。

已完成或未

完成之說明

辦理情形

區公所業務

  業務管理

6.民眾活動中心使用、管理維護工

  作之落實。

已完成

已完成

1.修建6公尺以下巷道工程等。

已完成

10.辦理重陽敬老禮金發放作業及

   敬老活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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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因應改善措施

  本年度經費均依有關法令規定執行內部審核，對各項經費之開支，均本撙節原則辦理各項工作

  ，並能依預定計畫進度執行。

已完成

已完成

辦理107年6月豪雨農路災損復建

工程。

107年6月豪雨農路災損復建工程，共計

4案，執行內容如下:

四、其他重要說明

已完成或未

完成之說明

辦理情形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燕巢區尖山里舟仔坑往白嶺農路

  等4件改善工程。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以前年度部份

災害準備金

 災害準備金

4.燕巢區中竹路旁（瓊中段71地號

  )農路改善工程。

2.燕巢區尖山里朝天宮後方路面及

  燕巢區橫山里大占巷附近路面損

  壞及燕巢區橫山里深中農路路面

  改善工程。

3.燕巢區金山里埤底巷農路掏空復

  建工程。

已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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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平衡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資產 41,258,322 27,818,274 負債 30,935,679 27,629,874

　流動資產 41,258,322 27,818,274 　流動負債 30,935,679 27,629,874

　　專戶存款 26,118,578 27,629,874 　　應付帳款 3,950,301 0

　　暫付款 866,800 0 　　存入保證金 2,262,556 2,996,373

　　預付款 14,271,544 187,000 　　應付代收款 22,040,909 22,175,300

　　存出保證金 1,400 1,400 　　應付保管款 2,681,913 2,458,201

淨資產 10,322,643 188,400

　資產負債淨額 10,322,643 188,400

　　資產負債淨額 10,322,643 188,400

合　　　　計 41,258,322 27,818,274 合　　　　計 41,258,322 27,818,274

附      註 附      註

保管有價證券 - -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 -

保管品 - - 應付保管品 - -

保證品 269,800 269,800 應付保證品 269,800 269,800

債權憑證 1 1

待抵銷債權憑證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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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資本資產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固定資產 150,995,336 133,544,442 　資本資產總額 151,096,908 133,659,622

　　土地 4,965,647 4,965,647 　　資本資產總額 151,096,908 133,659,622

　　土地改良物 42,449,367 22,340,148

　　房屋建築及設備 101,593,970 103,733,450

　　機械及設備 985,563 1,201,724

　　交通及運輸設備 430,370 479,772

　　雜項設備 557,175 823,701

　　購建中固定資產 13,244

　無形資產 101,572 115,180

　　無形資產 101,572 115,180

　　　合　　　　計 151,096,908 133,659,622 　　　合　　　　計 151,096,908 133,65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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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收項

一、上期結存………………………………………………………… 27,629,874

　1.專戶存款………………………………………………………… 27,629,874

　2.各機關現金

　3.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二、本期收入………………………………………………………… 135,651,130

　1.本年度歲入……………………………………………………… 6,318,563

　　(1)實現數………………………………………………………… 6,318,563

　　(2)應收數

　　(3)保留數

　2.歲入應收數

　　(1)以前年度轉入實現數

　　(2)以前年度轉入註銷數

　　(3)以前年度轉入調整數(-)

　　(4)審修淨(增)減數

　　(5)本年度新增應收數(-)

　3.歲入保留數

　　(1)以前年度轉入實現數

　　(2)以前年度轉入註銷數

　　(3)以前年度轉入調整數

　　(4)審修淨(增)減數

　　(5)本年度新增保留數(-)

　4.應收稅款淨(增)減數

　5.應收票據淨(增)減數

　6.應收剔除經費淨(增)減數

　7.其他應收款淨(增)減數

　　(1)本年度歲出賸餘已撥待繳庫數(-)

　　(2)以前年度應付及保留數已撥註銷待繳庫數(-)

　　(3)以前年度歲出賸餘繳庫數

　　(4)註銷以前年度歲出賸餘待繳庫數

　　(5)審修增列以前年度歲出賸餘待繳庫數(-)

　8.暫收款淨增(減)數

　9.預收款淨增(減)數

　10.預收其他基金款淨增(減)數

　11.預收其他政府款淨增(減)數

　12.存入保證金淨增(減)數………………………………………… -733,817

　13.應付代收款淨增(減)數………………………………………… -134,391

　14.應付保管款淨增(減)數………………………………………… 223,712

　15.遞延收入淨增(減)數

　16.其他流動負債淨增(減)數

　17.公庫撥入數………………………………………………… 131,283,356

15 報表編號：ary304_n　列印日期：109/2/4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1)本年度歲出撥款……………………………………………… 113,119,894

　　(2)以前年度歲出撥款…………………………………………… 16,857,169

　　(3)退還以前年度歲入繳庫款…………………………………… 1,306,293

　　(4)退還以前年度預收繳庫款

　　(5)收回以前年度歲出撥款(-)

　18.資產負債淨額淨增(減)數……………………………………… -1,306,293

　　(1)審修淨增(減)列以前年度歲入實現數

　　(2)審修淨減(增)列以前年度歲出實現數

　　(3)審修淨增(減)列以前年度歲入應收數

　　(4)審修淨減(增)列以前年度歲出應付數

　　(5)審修淨增(減)列以前年度歲入保留數

　　(6)審修淨減(增)列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

　　(7)審修增列應收剔除經費

　　(8)退還以前年度歲入繳庫數(-)……………………………… -1,306,293

　　(9)增列以前年度歲入待收繳數

　　(10)註銷以前年度歲入待收繳數(-)

　　(11)註銷以前年度歲入應收數(-)

　　(12)註銷以前年度歲入保留數(-)

　　(13)註銷以前年度歲出應付數

　　(14)註銷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

　　(15)註銷以前年度已撥款數(-)

　　(16)註銷應收剔除經費(-)

　　(17)註銷存出保證金(-)

　　(18)註銷材料(-)

　　(19)補列存出保證金

　　(20)補列材料

　　　　　　　　收　項　總　計……………………………… 163,281,004

付項

一、本期支出………………………………………………… 137,162,426

　1.本年度歲出…………………………………………………… 105,899,406

　　(1)實現數…………………………………………………… 99,035,350

　　(2)應付數…………………………………………………… 3,950,301

　　(3)保留數…………………………………………………… 2,913,755

　2.歲出應付數…………………………………………………… -3,950,301

　　(1)以前年度轉入實現數

　　(2)以前年度轉入註銷數

　　(3)以前年度轉入調整數(-)

　　(4)審修淨(增)減數

　　(5)本年度新增應付數(-)……………………………………… -3,950,301

　3.歲出保留數…………………………………………………… 13,943,414

　　(1)以前年度轉入實現數………………………………………… 16,857,169

16 報表編號：ary304_n　列印日期：109/2/4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2)以前年度轉入註銷數

　　(3)以前年度轉入調整數

　　(4)審修淨(增)減數

　　(5)本年度新增保留數(-)……………………………………… -2,913,755

　4.材料淨增(減)數

　5.暫付款淨增(減)數……………………………………………… 866,800

　6.預付款淨增(減)數……………………………………………… 14,084,544

　7.預付其他基金款淨增(減)數

　8.預付其他政府款淨增(減)數

　9.存出保證金淨增(減)數

　10.抵繳收入實物淨增(減)數

　11.繳付公庫數…………………………………………………… 6,318,563

　　(1)本年度歲入繳庫……………………………………………… 6,318,563

　　(2)以前年度歲入繳庫

　　(3)以前年度歲入待收繳數繳庫

　　(4)本年度預收款繳庫

　　(5)應收剔除經費繳庫

　　(6)以前年度歲出賸餘繳庫

二、本期結存…………………………………………………… 26,118,578

　1.專戶存款…………………………………………………… 26,118,578

　2.各機關現金

　3.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付　項　總　計………………………………… 163,281,004

17 報表編號：ary304_n　列印日期：109/2/4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年 月 日 小 計 合 計

110103專戶存款 - 26,118,578

　110103001專戶存款 2,681,913 -

　110103002集中支付 23,436,665 -

110701暫付款 - 866,800

　110701001代辦經費 866,800 -

110901預付款 - 14,271,544

　110901099墊付款 14,271,544 -

111201存出保證金 - 1,400

190301保證品 - 269,800

190401債權憑證 - 1

190501待抵銷債權憑證 - -1

210301應付帳款 - 3,950,301

211201存入保證金 - 2,262,556

　211201002履約保證金 525,000 -

　211201003保固金 1,734,556 -

　211201006其他 3,000 -

211301應付代收款 - 22,040,909

　211301099代辦經費 22,040,909 -

211401應付保管款 - 2,681,913

　211401002離職儲金(新) 2,681,913 -

290301應付保證品 - 269,800

310101資產負債淨額 - 10,322,643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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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資本資產變動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取得成本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評價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變動數

期末帳面金額

(1) (2)
增加數

(3)

減少數

(4)
(5)

(6)=(1)+(2)+(3)-

(4)+(5)

長期投資 0 0 0 0 0 0

土地 4,965,647 0 0 0 0 4,965,647

土地改良物 23,825,999 -1,485,851 22,323,905 0 -2,214,686 42,449,367

房屋建築及設備 128,585,277 -24,851,827 0 0 -2,139,480 101,593,970

機械及設備 7,618,425 -6,416,701 249,564 828,810 363,085 985,563

交通及運輸設備 8,629,626 -8,149,854 124,610 102,060 -71,952 430,370

雜項設備 11,120,668 -10,296,967 38,000 73,136 -231,390 557,175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0 0 0 0 0 0

權利 0 0 0 0 0 0

　小　　計 184,745,642 -51,201,200 22,736,079 1,004,006 -4,294,423 150,982,092

租賃資產 0 0 0 0 0 0

租賃權益改良 0 0 0 0 0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0 22,966,275 22,953,031 0 13,244

其他固定資產 0 0 0 0 0 0

遞耗資產 0 0 0 0 0 0

電腦軟體 115,180 0 14,093 27,701 0 101,572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0 0 0 0 0 0

其他無形資產 0 0 0 0 0 0

其他資本資產 0 0 0 0 0 0

　小　　計 115,180 0 22,980,368 22,980,732 0 114,816

　合　　計 184,860,822 -51,201,200 45,716,447 23,984,738 -4,294,423 151,096,908

科 目

本年度資本

資產成本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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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資本資產變動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備註:

一、本年度資本資產成本

變動增加數合計

45,716,447元=設備及投

資預算執行增加數

22,520,003元+其他(高雄

市政府消防局撥入、民政

局核銷之購置役政櫃檯主

機及螢幕、農業局補助電

腦軟體、代辦經費購置監

控主機、代辦經費購置個

人電腦一台)23,196,444

元。

5.107年度災害準備金-設

備及投資1,017,279元,燕

巢區尖山里朝天宮後方路

面及燕巢區橫山里大占巷

附近路面損壞及燕巢區橫

山里深中農路路面改善工

程,土地非公所所有,故不

列資本資產帳。

6.區公所業務-設備及投

資-雜項設備費購置混音

機1台30,750元及無線麥

克風主機3台44,250元,財

產帳列在109年度。

三.其他(撥入)

23,196,444元,說明

如下：

1.機械及設備32,988

元,係高雄市政府消

防局撥入筆記型電腦

一台。

2.機械及設備54,938

元,係民政局核銷役

政櫃檯主機及螢幕各

二台,本所列財產。

3.電腦軟體11,638元,係代

辦經費-各項補助款(農業

課)購買office standard

最新授權版一套。

4.交通及運輸設備97,310

元,係代辦經費-衛生掩埋

場回饋金支用監控主機1部

及攝影機6部。

5.機械及設備21,299元,係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撥入印

表機一台。

6.機械及設備25,240元,係代

辦經費-各項補助款,農糧署對

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購置個人

電腦(主機+螢幕)1台。

7.購建中固定資產22,953,031

元,因年度中工程尚未結算,先

列入購建中固定資

產,108/12/31工程已完工結

算。

二、設備及投資預算

執行增加數

22,520,003元=本年

度設備及投資預算執

行金額11,076,003元

+以前年度設備及投

資保留預算執行金額

16,857,169元-財產

管理系統無法登入財

產帳5,413,169元。

財產管理系統無法登入財

產帳,明細如下：

1.機械及設備60,000元,係

區公所業務-設備及投資-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購置先

進智慧照明系統伺服主機1

套及10吋平板電腦2台及電

腦軟體120,000元,係區公

所業務-設備及投資-資訊

軟硬體設備費購置系統控

制及能源管理監測軟體1

套,此資本資產共180,000

元,為107年度墊付款108年

度補辦預算,在107年度已

先入財產帳。

2.基層建設-設備及投資-公共

建設及設施費支500,000元,係

代辦經費-代辦各項工程-燕巢

區瓊林里安招路1028之2號前

路面改善工程等10件(民政局

分攤3,938,396元.本所分攤

500,000元),土地非公所所有,

不列財產。

3.108年度災害準備金-設

備及投資486,602元 -108

年度燕巢區防救災搶險工

程(開口合約)工程款

484,985元,空污費1,617

元,此資本支出共486,602

元,此案為渠道清疏不列財

產。

4.基層建設-設備及投資-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有三案,

土地非公所所有,故合計

3,154,288元不列資本資產

帳,

(1)108年區里公共設施及

環境改善工程:766,575元

(2)108年度基層建設小型

工程-第一區:1,099,385元

(3)108年度基層建設小型

工程-第二區:1,288,3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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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  年  度

(1)

上  年  度

(2)

比 較 增 減 數

(3)=(1)-(2)

收入 137,601,919 105,136,936 32,464,983

　　公庫撥入數 131,283,356 100,176,630 31,106,726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630 82,062 -62,432

　　規費收入 208,400 313,700 -105,300

　　財產孳息收入 15,165 1,939 13,226

　　廢舊物資售價收入 20,670 4,819 15,851

　　補助收入 2,478,328 299,000 2,179,328

　　捐獻及贈與收入 3,315,231 4,042,059 -726,828

　　其他收入 261,139 216,727 44,412

支出 126,161,383 106,306,693 19,854,690

　　繳付公庫數 6,318,563 4,960,306 1,358,257

　　人事支出 59,922,616 58,312,173 1,610,443

　　業務支出 20,387,277 16,601,251 3,786,026

　　增購財產支出 31,883,473 18,767,955 13,115,518

　　其他獎補捐助 7,649,454 7,665,008 -15,554

收支餘絀 11,440,536 -1,169,757 12,610,293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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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合　計 245,000 245,000 13,972,995 13,972,995

退撫金 13,972,995 13,972,995

公務人員待遇

福利
245,000 245,000

災害準備金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統籌支撥科目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各項補助費 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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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合　計 1,546,198 1,546,198

退撫金

公務人員待遇

福利
1,546,198 1,546,198

災害準備金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統籌支撥科目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人事費撫卹金

項目

33



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合　計 -        -        

退撫金

公務人員待遇

福利

災害準備金 -        -        

統籌支撥科目支出明細表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業務費 獎補助費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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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

合　計 4,302,310 3,950,301 2,913,755   11,166,366  20,066,503    3,950,301    2,913,755   26,930,559       

退撫金 13,972,995    13,972,995       

公務人

員待遇

福利
1,791,198      1,791,198         

災害準

備金
4,302,310 3,950,301 2,913,755   11,166,366  4,302,310      3,950,301    2,913,755   11,166,366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統籌支撥科目支出明細表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總計

項目

設備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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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歲出用途別決算累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行政管理 業務管理 小型工程

0100　人事費 44,094,000 64,423

ˉ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9,790,018

ˉ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1,631,076

ˉ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1,239,290

ˉ0111　獎金 7,612,530

ˉ0121　其他給與 703,460

ˉ0131　加班值班費 331,286 64,423

ˉ0141　退休退職給付

ˉ0142　退休離職儲金 97,860

ˉ0151　保險 2,688,480

0200　業務費 10,931,853 8,033,358 1,422,066

ˉ0202　水電費 707,394

ˉ0203　通訊費 381,386

ˉ0211　土地租金 257,511

ˉ0213　資訊服務費 84,000

ˉ0221　稅捐及規費 35,358

ˉ0231　保險費 43,846

ˉ0241　兼職費 2,261

ˉ0249　臨時人員酬金 2,752,891 1,562,164

ˉ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5,500 374,000

ˉ0271　物品 192,436 174,418

ˉ0279　一般事務費 7,644,077 3,670,719

ˉ0281　房屋建築養護費 194,054

ˉ0282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7,525 29,450

ˉ0283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567,829 1,422,066

ˉ0291　國內旅費 70,163 30,433

ˉ0298　特別費 167,796

0300　設備及投資 2,334,755 4,438,938

ˉ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2,000,000 4,390,339

ˉ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182,455 21,299

ˉ0319　雜項設備費 152,300 27,300

0400　獎補助費 54,000 7,595,454

ˉ041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59,000

ˉ0456　獎勵及慰問 54,000

ˉ0457　其他補助及捐助 7,536,454

小計 55,079,853 18,027,990 5,861,004

保留數

0300　設備及投資

ˉ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小計

合計 55,079,853 18,027,990 5,861,004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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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歲出用途別決算累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0100　人事費

ˉ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ˉ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ˉ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ˉ0111　獎金

ˉ0121　其他給與

ˉ0131　加班值班費

ˉ0141　退休退職給付

ˉ0142　退休離職儲金

ˉ0151　保險

0200　業務費

ˉ0202　水電費

ˉ0203　通訊費

ˉ0211　土地租金

ˉ0213　資訊服務費

ˉ0221　稅捐及規費

ˉ0231　保險費

ˉ0241　兼職費

ˉ0249　臨時人員酬金

ˉ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ˉ0271　物品

ˉ0279　一般事務費

ˉ0281　房屋建築養護費

ˉ0282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ˉ0283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ˉ0291　國內旅費

ˉ0298　特別費

0300　設備及投資

ˉ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ˉ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ˉ0319　雜項設備費

0400　獎補助費

ˉ041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ˉ0456　獎勵及慰問

ˉ0457　其他補助及捐助

小計

保留數

0300　設備及投資

ˉ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小計

合計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退撫金 公務人員待遇福利 災害準備金 合計

13,972,995 1,791,198 59,922,616

131,885 29,921,903

1,631,076

130,060 1,369,350

32,144 7,644,674

333,000 1,036,460

776,906 1,172,615

11,123,694 11,123,694

2,817,157 2,915,017

419,347 3,107,827

20,387,277

707,394

381,386

257,511

84,000

35,358

43,846

2,261

4,315,055

379,500

366,854

11,314,796

194,054

46,975

1,989,895

100,596

167,796

8,252,611 15,026,304

8,252,611 14,642,950

203,754

179,600

7,649,454

59,000

54,000

7,536,454

13,972,995 1,791,198 8,252,611 102,985,651

2,913,755 2,913,755

2,913,755 2,913,755

2,913,755 2,913,755

13,972,995 1,791,198 11,166,366 105,899,406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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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人事費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原 預 算 數 預算增減數
合 計

(1)

金 額

(3)=(2)-(1)
% 預 計 數 實 有 數

一、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8,380,942 - 28,380,942 29,790,018 1,409,076 4.96% 42 42

二、約聘僱人員待遇 1,635,500 - 1,635,500 1,631,076 -4,424 -0.27% 4 4

三、技工及工友待遇 1,560,720 - 1,560,720 1,239,290 -321,430 -20.59% 4 4

四、獎金 7,940,975 - 7,940,975 7,612,530 -328,445 -4.14%

五、其他給與 800,000 - 800,000 703,460 -96,540 -12.07%

六、加班值班費 706,195 - 706,195 395,709 -310,486 -43.97%

七、退休離職儲金 98,400 - 98,400 97,860 -540 -0.55%

八、保險 3,045,268 - 3,045,268 2,688,480 -356,788 -11.72%

合  計 44,168,000 - 44,168,000 44,158,423 -9,577 -0.02%

法定

編制

職員

42名

人事費別 說 明

預 算 數

決算數

(2)

比 較 增 減 數 員 工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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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合計 207,563

108 108年度經常門小計 207,563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63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9,630

　　　罰金罰鍰 19,630 原因:係工程、設計監造、環保經建觀摩活動、行政大樓

     清潔維護等承攬廠商履約逾期或未依合約履約，收

     取之罰款。

措施:係屬臨時性收入，將隨時檢討收入情形，以

     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規費收入 -1,600

　　使用規費收入 -1,600

　　　資料使用費 5,300 53.00% 原因:係本所電子採購領標實際收入，本年度電子

     領標次數較預算為多所致。

措施:因無法準確預估電子領標次數，將隨時檢討

     收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場地設施使用費 -6,900 -3.45% 原因:因租用活動中心及壘球場次數不如預期。

　財產收入 30,835

　　財產孳息 15,165

　　　利息收入 1,665 原因:代收款帳戶利息收入。

措施:代收款帳戶皆為短暫收支，利息微少，將隨

     時檢討收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租金收入 13,500 原因：係收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基地"租賃契

      約108年4~12月份租金。

措施：此項收入未及編入108年預算，將隨時檢討收入

      情形，並自109年度起納入年度預算編列。

　　廢舊物資售價 15,670

　　　廢舊物資售價 15,670 313.40% 原因:係變賣報廢公務汽車及財物所得，廢舊物資售價

     超出預期。

措施:此項收入係屬不可預期之臨時性收入，將隨時

     檢討收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補助收入 -21,672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1,67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1,672 -0.87% 原因:經濟部能源局補助107年度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

     推廣補助計畫補助款,因以實際執行金額核撥,

     故產生差異。

　捐獻及贈與收入 -769

　　捐獻收入 -769

　　　一般捐獻 -769 -0.02% 原因: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實際核定金額較

     預算編列為少所致。

　其他收入 181,139

　　雜項收入 181,139

　　　其他雜項收入 181,139 226.42% 原因:1.超收瀝青刨除剩餘價值180,839元

     2.收108年重陽節活動現場拾獲現金300元

 

措施:1.瀝青鋪設及刨除面積無法預測，

       將檢討收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2.拾獲現金，此爲臨時性收入，

       將隨時檢討收入情形，以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年 度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原因說明及因應改善措施科 目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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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歲出賸餘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類型 金 額
原因說明及相

關 改 善 措 施
類型 金 額

原因說明及相

關 改 善 措 施

合計 2,388,810 2.39% 1,072,917 1,315,893

107 107年度資本門小計 195,713 1.15% - 195,713

　其他支出 195,713 1.15% - 195,713

　　災害準備金 195,713 1.15% - 195,713

　　　災害準備金 195,713 1.15% - 7 195,713

108 108年度經常門小計 1,072,917 1.21% 1,072,917 -

　民政支出 830,157 1.16% 830,157 -

　　一般行政 398,147 0.72% 398,147 -

　　　行政管理 398,147 0.72% 398,147 -

1 392,147

6 6,000

　　區公所業務 432,010 2.68% 432,010 -

　　　業務管理 432,010 2.68% 432,010 -

1 363,887

2 9,577

6 58,546

　交通支出 242,760 14.58% 242,760 -

　　基層建設 242,760 14.58% 242,760 -

　　　小型工程 242,760 14.58% 7 242,760 原因:計畫皆已

執行完成，此為

工程發包及執行

剩餘數。

措施:將調整預

算編列方式以提

高支用率。

-

108 108年度資本門小計 1,120,180 5.88% - 1,120,180

　交通支出 662,236 12.98% - 662,236

　　基層建設 662,236 12.98% - 662,236

　　　小型工程 662,236 12.98% - 662,236

5 579,949

7 82,287

　其他支出 457,944 3.94% - 457,944

　　災害準備金 457,944 3.94% - 457,944

　　　災害準備金 457,944 3.94% - 7 457,944

原因:計畫皆已

執行完成，此為

工程發包及執行

剩餘數。

措施:將調整預

算編列方式以提

高支用率。

年度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備 註

賸 餘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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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重大計畫執行績效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以前年度 本年度 合計

無

計畫名稱 計畫總金額

截至本年度

已編列預算

數

實際進度%

可支用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數占可支

用預算數百分

比%

實際決標日

期

執行未達80%

之原因及其

改進措施

實際決標金

額
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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