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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單位：新臺幣元

41301001-1

經營成績：

210,689,603258,474,185 47,784,582 22.68基金來源

188,893,372267,165,898 78,272,526 41.44基金用途

21,796,231-8,691,713 -30,487,944 --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69,785,70361,093,990 -8,691,713 -12.45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註)：

42,270,00247,612,469 5,342,467 12.6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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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為辦理各項空氣污染防制工作，維護本市市民身體健康及生活環境為目的，依預算法規

定編列附屬單位預算，本基金分別辦理加強營建工程空氣污染之稽查管制，固定污染源

許可制度及稽查管制、執行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節能減碳工作及空氣品

質改善計畫規劃整合暨成效評核等業務。 

(一) 營建工程污染管制計畫 

1. 針對各重大公共工程、一般營建工程及管線道路工程等施工污染，加強列管督促改

善，107 年總計稽巡查件數為 25,393 件(稽查 20,379 件、巡查 5,014 件)，其中違

規告發裁處 1,167件(包括空氣、水、廢棄物及噪音等污染案件)，告發率裁處為 4.6%。 

2. 採單一窗口作業方式受理營建業主動申繳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以提升服務效

能，統計 107年受理申報件數為 2,564件。 

3. 推動營建工程周邊道路洗掃認養制度，107年完成 33,082.63公里之道路認養洗掃。 

(二) 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稽查管制計畫 

1. 辦理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審查工作，總計受理操作許可申請案 1件，設置許

可申請案 1件及展延異動申請案 44件。 

2. 對破壞臭氧層之主要污染物 CFC(氟氯碳化物)進行販賣管理，目前列管進口商及經

銷商計 4家，並持續加強查核工作。 

3. 加強加油站揮發有機物管制，全市 75 座加油站均已設置真空輔助式油槍油氣回收

設備，裝設比率達 100%，107年計完成 42站次油氣回收功能測試。 

4. 積極推動餐飲業油煙減量工作，總計輔導 300家餐廳進行油煙污染排放改善，並辦

理 7場次餐飲業污染改善諮詢宣導說明會，計 227家業者參加。 

5. 加強戴奧辛空氣污染物排放管制，107年完成 4根次檢測。 

6. 列管轄區申報空污費業者，每季申報 1次，統計 107年受理申報家數為 191家。 

(三) 柴油車排煙檢測及油品檢測計畫 

1.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實施「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

107 年受理民眾檢舉烏賊車案件共計 1,421 件，依法通知車主限期接受檢驗，經檢

驗不符排放標準者予以告發處分，處分確定之案件，並核發檢舉人獎項。 

2. 加強辦理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驗工作，107年共計完成檢測柴油車輛 10,617 輛次，

告發處分(含拒檢)127件。 

3. 加強執行柴油車輛油箱用油抽測工作，107 年共計執行油品攔查抽測 9,204 件，經

比對篩選後送驗 144件，告發處分計 0件。 

(四) 加強移動性污染源-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稽查管制計畫 

於各重要道路實施機車排氣之攔檢查作業，107年共計攔巡查機車 11,542輛次，告發

處分者計 2,391件。 

(五) 機車排氣檢驗站考核評鑑暨定檢通知計畫 

1. 設置本市機車定檢站 227 家，提供市民機車接受排氣定期檢驗，107 年共計檢測機

車 508,408輛次，本市機車定檢率 71.32%。 

2. 補助本市市民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工作： 

(1)二行程機車汰舊補助 6,169輛。 

(2)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辦理本市市民換購電動機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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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總計補助 928件。 

(3)自 107年 1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辦理本市市民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工作，總計補助 4,104件。 

(六) 空氣品質改善計畫規劃整合暨成效評核計畫 

依據環保署所屬臺灣地區空氣品質監測網座落於本市之監測站檢測數據顯示，107 年

發生空氣品質不良(空氣品質指標 AQI值大於 100)之累積站日數為 75站日。 

(七) 推動節能減碳宣導計畫 

推動節能減碳工作，辦理 107 年「臺北市節能領導獎」活動，共評選出 20 個節能單

位，統計得獎單位節電量達 1,437 萬度(相當於 4.79 萬個家庭之每月用電量)，減少

近 7,601公噸的 CO2排放（相當於 20座大安森林公園 1年碳吸附量）。並輔導檢視 10

處機關學校及 20處社區。 

(八) 臺北市空氣品質監測及其設施維護計畫 

執行本局一般/交通自動空氣品質監測站維護保樣作業，共計 10 站，107 年度資料可

用率為 99％；另包括 8 處輻射計連續監測，3 處 101大樓垂直 PM2.5監測、15處人工

測站採樣作業、多功能環境品質監測車 29 處次監測任務，並完成第三方品保查核。

相關監測資料亦上傳至臺北市環境品質資訊網供市民參考。 

(九) 臺北市懸浮微粒手動採樣監測計畫 

辦理執行 PM2.5手動採樣及分析檢驗工作。於本局信義站、木柵站 2處，與環保署同步

每 3天採樣乙次，共計執行 114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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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74,185元，較預算數 157,620,500元，增加 100,853,685

元，計增 63.99%，主要係因： 

1. 因本市營建工程空污費案件申報件數較預期增加，以致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超收

17,552,371元。 

2. 因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承商逾期繳納之滯納金與利息收入減少，以致違規罰款

收入少收 471,245元。 

3. 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之各項計畫於年度進行中始核定補助，故無法循預算程序

而依「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9 點規定以併決算方式辦理，以致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超收 84,077,694元。 

4. 因招標文件多採用電子領標大幅減少工本費收入且高估廠商違約罰款之情事，致雜

項收入少收 305,135元。 

(二) 基金用途： 

本年度基金用途決算數 267,165,898元，較預算數 141,553,420元，增加 125,612,478

元，計增 88.74%，主要係因： 

執行環保署補助計畫及因應業務需要簽准併入 107 年度決算辦理「107 年度臺北市淘

汰 1、2期老舊大型柴油車及 3期大型柴油車加裝濾煙器補助計畫」、「107年度臺北市

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與強化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計畫」、「107 年度臺北市空

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稽查能量提升計畫」、「107 年度臺北市空氣品質不良應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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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計畫」、「107年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計畫」、「106年度臺北市清潔車輛(垃圾車)

裝置後處理器(濾煙器)運行維護計畫」、「107 年度在線式儀器檢測臺北市 PM2.5 成份

及貢獻來源」…等支出 110,725,949元，暨辦理 108年度補辦 107年度預算「高污染

車輛管制系統建置計畫」14,888,770元及本撙節原則節餘 2,241元，致實際數較預算

數增加 125,612,478元。 

(三) 本期賸餘(短絀)：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 8,691,713元，較預算賸餘數 16,067,080元，減少 24,758,793元，

主要係業務需要增加支出，詳細原因如前所述。 

三、 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入 43,095,143元。 

(二)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淨現金流入 4,517,326元。 

(三)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488,006 元，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47,612,469 元，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58,100,475元。 

四、 資產負債情況： 

(一) 決算日資產總額為 160,166,368元：包括流動資產 158,133,132元；投資、長期應收

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 2,033,236元。 

(二) 決算日負債總額為 99,072,378元：包括流動負債 95,824,142元；其他負債 3,248,236

元。 

(三) 決算日基金餘額為累積餘額 61,093,990元。 

 

五、 固定項目概況： 

項   目 取得成本/舉債數 

以前年度累計

折舊(耗)/長期
投資評價/未攤
銷溢(折)價 

本年度增加數 本年度減少數 

本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
評價變動數/溢
(折)價攤銷數 

期末餘額 說  明 

資產 73,468,111 - 15,401,210 1,321,160 54,925,361 32,622,800   

非理財目的之長

期投資 
- - - - -  -   

土地 - - - - - -   

土地改良物 - - - - - -   

房屋及建築 3,000,255 - - - 2,958,879 41,376   

機械及設備 49,835,323 - 441,958 - 33,800,930 16,476,35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9,283,728 - - - 18,151,809 1,131,919   

雜項設備 14,300 - 70,482 - 13,743 71,039   

購建中固定資產 - -  14,888,770 - -  14,88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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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 1,334,505 - - 1,321,160 - 13,345 
 

權利 -  -  -  -  -  -    

遞耗資產 - - - - - -   

其他 - -  - - -  -   

負債        

長期債務 - -  - - -  -   

 

六、 其他:  

(一) 本年度併決算及補辦以後年度預算事項之說明： 

1. 相關併決算明細詳 41301001-8頁(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附表) 。 

2. 本年度辦理「高污染車輛管制系統建置計畫」預算數 16,650,000元，以「機械及設

備」科目，業於 107年 2月 14日簽奉核准及 107年 2月 26日府授主事預字第

10730229500號函核准，同意於 107年度先行辦理，並於 108年度補辦 107年度預

算，決算數 14,888,770元，餘款 1,575,000元保留數於以後年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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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類保險

精算或有負債假設條件及金額等）及或有資產，應說明其總額及內容(包括發生時間、

對象及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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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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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之說明：無。 

(六) 揭露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執行情形(含計畫項目、預算及決算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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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00,853,685210,689,603 4 基金來源 157,620,500 258,474,185 63.99100.00 100.00

33.67 36.92 17,081,126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58,200,000 75,281,1264170,947,043 29.3529.13

33.57 36.48 17,552,371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57,500,000 75,052,37141270,729,573 30.5329.04

0.10 0.44 -471,245違規罰款收入 700,000 228,755415217,470 -67.320.09

66.26 62.76 84,077,694政府撥入收入 98,915,500 182,993,19446139,595,372 85.0070.80

23.59 14.44 0市庫撥款收入 22,765,500 22,765,50046249,700,000 0.008.81

42.67 48.31 84,077,694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76,150,000 160,227,69446Y89,895,372 110.4161.99

0.07 0.32 -305,135其他收入 505,000 199,8654Y147,188 -60.420.08

0.07 0.32 -305,135雜項收入 505,000 199,8654YY147,188 -60.420.08

103.36 125,612,478188,893,372 5 基金用途 141,553,420 267,165,898 88.7489.65 89.81

85.07 89.81 110,723,708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41,553,420 252,277,12851179,229,872 78.2297.60

4.59 - 14,888,770建築及設備計畫 - 14,888,7705M9,663,500 --5.76

4.59 - 14,888,770購置固定資產 - 14,888,7709,663,500 --5.76

-3.36 -24,758,79321,796,231 6 本期賸餘(短絀-) 16,067,080 -8,691,713 --10.35 10.19

27.00 19,369,49047,989,472 71 期初基金餘額 50,416,213 69,785,703 38.4222.78 31.99

- -- 72 解繳市庫 - - --- -

23.64 -5,389,30369,785,703 73 期末基金餘額 66,483,293 61,093,990 -8.1133.12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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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本年度執行數75,052,371元超出預算數部份17,552,371元，於108.01.29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2.政府其他撥入收入本年度執行數160,227,694元高於預算數，主要係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年度進行中始核定補助，故無
法循預算程序而依「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29點規定以併決算方式辦理，分述如下: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臺北市淘汰1、2期老舊大型柴油車及3期大型柴油車加裝濾煙器補助計畫」
75,450,000元，於107年3月19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臺北市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與強化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計畫」 3,983,913
元，於107年1月4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臺北市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稽查能量提升計畫」 4,650,000元，於107年7月
24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3.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數252,277,128元高於預算數，主要係因：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臺北市淘汰1、2期老舊大型柴油車及3期大型柴油車加裝濾煙器補助計畫」
76,980,000元，於107年3月19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臺北市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與強化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計畫」 3,983,913
元，於107年1月4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臺北市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稽查能量提升計畫」 4,650,000元，於107年7月
24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臺北市空氣品質不良應變及分析計畫」 935,000元，於107年4月19日奉准併入107年
度決算辦理。
(5)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7年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計畫」 9,418,000元，於107年9月20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
理。
(6)本局辦理「107年度在線式儀器檢測臺北市PM2.5成份及貢獻來源」 1,280,000元，於106年11月14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
辦理。
(7)本局辦理「106年度臺北市清潔車輛(垃圾車)裝置後處理器(濾煙器)運行維護計畫」擴充部份第2、3、4期款 13,479,036元，
於107年6月20日及12月3日奉准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4. 建築及設備計畫執行數14,888,770元，主要係因：
辦理「高污染車輛管制系統建置計畫」預算數16,650,000元，以「機械及設備」科目，業於107年2月14日簽奉核准及107年2
月26日府授主事預字第10730229500號函核准，同意於107年度先行辦理，並於108年度補辦107年度預算，決算數14,888,770
元，餘款1,575,000元保留數於以後年度執行。



項                    目

編號
預        算        數

名稱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9

81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24,758,793811 --本期賸餘(短絀－) 16,067,080 -8,691,713

51,786,856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 51,786,856

--5,874,6055,874,605-8123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45,912,25145,912,251-8124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27,028,063813 168.22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6,067,080 43,095,143

82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6,678,0766,678,076-824 減少其他資產

---2,160,750-2,160,750-82D 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4,517,32682Z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4,517,326

31,545,38983 196.3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6,067,080 47,612,469

39,843,26184 56.40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0,644,745 110,488,006

71,388,65085 82.33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6,711,825 158,100,475

1.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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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本(107)年12月31日止提撥退休及離職準備金2,033,236元。

註: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中華民國

平

臺北市空氣污
41301001-10

資產合計 160,166,368 100.00 125,708,462 100.00 34,457,906 27.41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資產 160,166,368 100.00 125,708,462 100.00 34,457,906 27.411 負債2

流動資產11 流動負債21158,133,132 98.73 116,395,268 92.59 41,737,864 35.86

現金111 應付款項212158,100,475 98.71 110,488,006 87.89 47,612,469 43.09

銀行存款1112 應付代收款2123158,100,475 98.71 110,488,006 87.89 47,612,469 43.09

應收款項113 應付費用212532,657 0.02 5,907,262 4.70 -5,874,605 -99.45

應收收益1138 其他應付款212Y- - 5,907,262 4.70 -5,907,262 --

其他應收款113Y 其他負債2232,657 0.02 - - 32,657 --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準備金

12 什項負債2212,033,236 1.27 2,635,118 2.10 -601,882 -22.84

準備金124 存入保證金22112,033,236 1.27 2,635,118 2.10 -601,882 -22.84

退休及離職準備金1241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22132,033,236 1.27 2,635,118 2.10 -601,882 -22.84

其他資產13 基金餘額3- - 6,678,076 5.31 -6,678,076 --

什項資產131 基金餘額31- - 6,678,076 5.31 -6,678,076 --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1315 基金餘額311- - 6,678,076 5.31 -6,678,076 --

3111- - - - - --

註: 1.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2,500,000元。
2.上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2,838,000元。
3.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含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計0元。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107年12月31日

衡表

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1

單位：新臺幣元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資產合計160,166,368 100.00 125,708,462 100.00 34,457,906 27.41

負債2 資產199,072,378 61.86 55,922,759 44.49 43,149,619 77.16

流動負債21 流動資產1195,824,142 59.83 49,911,891 39.70 45,912,251 91.99

應付款項212 現金11195,824,142 59.83 49,911,891 39.70 45,912,251 91.99

應付代收款2123 銀行存款111227,498,841 17.17 4,708,654 3.75 22,790,187 484.01

應付費用2125 應收款項11352,302,889 32.66 45,142,590 35.91 7,160,299 15.86

其他應付款212Y 應收收益113816,022,412 10.00 60,647 0.05 15,961,765 --

其他負債22 其他應收款113Y3,248,236 2.03 6,010,868 4.78 -2,762,632 -45.96

什項負債221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準備金

123,248,236 2.03 6,010,868 4.78 -2,762,632 -45.96

存入保證金2211 準備金1241,215,000 0.76 3,375,750 2.69 -2,160,750 -64.01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2213 退休及離職準備金12412,033,236 1.27 2,635,118 2.10 -601,882 -22.84

基金餘額3 其他資產1361,093,990 38.14 69,785,703 55.51 -8,691,713 -12.45

基金餘額31 什項資產13161,093,990 38.14 69,785,703 55.51 -8,691,713 -12.45

基金餘額311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131561,093,990 38.14 69,785,703 55.51 -8,691,713 -12.45

累積餘額3111 61,093,990 38.14 69,785,703 55.51 -8,691,713 -12.45



本　　頁　　空　　白

41301001-12



科目
比較增減（－）

備　　　註
％金　　　　額

預算數 決算數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3

100,853,685258,474,185157,620,500 63.99合計

100,853,685258,474,185157,620,500 63.99基金來源

17,081,126 29.3558,200,000 75,281,126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7,552,371 30.5357,500,000 因營建工程空污費案件
申報件數較預期增加所
致。

75,052,371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471,245 -67.32700,000 因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費承商逾期繳納之滯
納金與利息收入減少所
致。

228,755違規罰款收入

84,077,694 85.0098,915,500 182,993,194政府撥入收入

0 0.0022,765,500 22,765,500市庫撥款收入

84,077,694 110.4176,15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本
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送
請臺北市議會審議後
，年度進行中始核定補
助辦理「107年度臺北
市淘汰1、2期老舊大型
柴油車及3期大型柴油
車加裝濾煙器補助計畫
」、「107年度臺北市
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
方案與強化低碳永續家
園運作體系計畫」及「
107年度臺北市空氣品
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稽
查能量提升計畫」，故
無法循預算程序而依「
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第29點規
定以併決算方式辦理。

160,227,694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305,135 -60.42505,000 199,865其他收入

-305,135 -60.42505,000 因招標文件多採用電子
領標大幅減少工本費收
入且高估廠商違約罰款
之情事所致。

199,865雜項收入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4

合計 267,165,898141,553,420 125,612,478 88.74

基金用途 267,165,898141,553,420 125,612,478 88.74

110,723,708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252,277,128141,553,420 78.22

-404,801用人費用 3,453,7713,858,572 -10.49

-464,397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976,9792,441,376 -19.02

-464,3971,976,9792,441,376 因配合本局業務需要
，報府核定減列約僱人
員1名，差異數係為覈
實入帳。

-19.02約僱職員薪金

243,652超時工作報酬 721,052477,400 51.04

243,652721,052477,400 係因執行中央補助計畫
，並奉准併入107年度
決算辦理。

51.04加班費

-68,144獎金 247,028315,172 -21.62

-101,724203,448305,172 因配合本局業務需要
，報府核定減列約僱人
員1名，差異數係為覈
實入帳。

-33.33年終獎金

33,58043,58010,000 差異數係為覈實入帳。335.80其他獎金

-26,648退休及卹償金 119,800146,448 -18.20

-26,648119,800146,448 因配合本局業務需要
，報府核定減列約僱人
員1名，差異數係為覈
實入帳。

-18.20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89,264福利費 388,912478,176 -18.67

-30,287261,169291,456 因配合本局業務需要
，報府核定減列約僱人
員1名，差異數係為覈
實入帳。

-10.39分擔員工保險費

-33,10857,61290,720 因配合本局業務需要
，報府核定減列約僱人
員1名，差異數係為覈
實入帳。

-36.49員工通勤交通費

-25,86970,13196,000 因配合本局業務需要
，報府核定減列約僱人
員1名，差異數係為覈
實入帳。

-26.95其他福利費

24,111,367服務費用 101,526,44877,415,081 31.15

541,639郵電費 796,519254,880 212.51

542,519758,519216,000 係因執行中央補助計畫
，並奉准併入107年度
決算辦理。

251.17郵費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5

-88038,00038,880 -2.26電話費

-16,031旅運費 286,219302,250 -5.30

-13,8849,36623,250 差異數係為覈實入帳。-59.72國內旅費

-2,147276,853279,000 -0.77國外旅費

68,733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19,264250,531 27.43

68,733319,264250,531 主要係因應空污法修正
通過，為加強推動業務
，大量印製老舊機車報
廢切結書及連續3年未
定期檢驗通知書，分別
於107年8月13日及10月
26日奉准併入107年度
決算辦理。

27.43印刷及裝訂費

59,625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86,62527,000 220.83

-27,000-27,000 差異數係為覈實入帳。--其他建築修護費

86,62586,62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辦理「107年度臺北市
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宣導暨檢測計
畫」行政費部分-儀器
校正及維護86,625元
，於107年3月9日奉准
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333一般服務費 11,66712,000 -2.78

4,4044,404- 為便利民眾繳納營建工
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本
局增設超商代收繳費方
式相關手續費，於
107年5月29日奉准併入
107年度決算辦理。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
手續費

-4,7377,26312,000 因配合本局業務需要
，報府核定減列約僱人
員1名，差異數係為覈
實入帳。

-39.48體育活動費

23,457,734專業服務費 100,026,15476,568,420 30.64

2,1202,120- 主要係因空氣污染防制
法事件，地方法院提問
柴油車油品檢驗過程等
問題，相關行政鑑定人
證人日旅費共計
2,120元，於107年7月
24日及8月27日奉准併
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法律事務費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6

208,472541,892333,420 係因執行中央補助計畫
，並奉准併入107年度
決算辦理。

62.53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197,580612,420810,000 差異數係為覈實入帳。-24.39委託檢驗(定)試驗認證
費

7,8007,800- 因業務需要，為辦理高
污染車輛管制系統建置
計畫車牌辨識系統現場
施作，本局派員參加「
臺北市道路施工及現場
管理人員認證訓練班」
訓練費用7,800元，於
107年10月16日奉准併
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委託考選訓練費

23,436,92298,861,92275,425,000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本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
送請臺北市議會審議後
，年度進行中始核定補
助辦理「107年度臺北
市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
行方案與強化低碳永續
家園運作體系計畫」、
「107年度臺北市空氣
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
稽查能量提升計畫」及
「107年度臺北市空氣
品質不良應變及分析計
畫」等，故無法循預算
程序而依「臺北市政府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29點規定以併決算
方式辦理。
2.因業務需要，本局辦
理「106年度臺北市清
潔車輛(垃圾車)裝置後
處理器(濾煙器)運行維
護計畫」擴充部分第
2、3、4期款，於107年
6月20日及12月3日奉准
併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

31.07其他

-20,347材料及用品費 146,493166,840 -12.20

-20,347用品消耗 146,493166,840 -12.20

34,95387,59352,640 係因執行中央補助計畫
，並奉准併入107年度
決算辦理。

66.40辦公(事務)用品

-55,30058,900114,200 差異數係為覈實入帳。-48.42其他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7

1,280,000租金、償債與利息 1,280,000- --

1,280,000機器租金 1,280,000- --

1,280,0001,280,000- 因業務需要，本局辦理
「107年度租賃在線式
儀器檢測臺北市
PM2.5成份及貢獻來源
」1,280,000元，於
106年11月14日奉准併
入107年度決算辦理。

--機械及設備租金

85,044,446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41,237,37356,192,927 151.34

-27,932會費 231,118259,050 -10.78

-27,932231,118259,050 差異數係為覈實入帳。-10.78國際組織會費

85,892,878捐助、補助與獎助 140,926,75555,033,877 156.07

-849,12217,434,75518,283,877 -4.64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77,370,00077,370,0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本
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送
請臺北市議會審議後
，年度進行中始核定補
助辦理「107年度臺北
市淘汰1、2期老舊大型
柴油車及3期大型柴油
車加裝濾煙器補助計畫
」，故無法循預算程序
而依「臺北市政府附屬
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9點規定以併決算方式
辦理。

--捐助國內團體

9,372,00044,372,00035,000,000 本局及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補助辦理「107年度
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計
畫」追加部分，依「臺
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第29點規定
奉准以併決算方式辦理
。

26.78捐助個人

01,750,0001,750,000 0.00其他

-820,500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79,500900,000 -91.17

-820,50079,500900,000 主要係因管制烏賊車頗
具成效，故檢舉數大幅
下降，差異數係為覈實
入帳。

-91.17獎勵費用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8

713,043其他 4,633,0433,920,000 18.19

713,043其他支出 4,633,0433,920,000 18.19

713,0434,633,0433,920,000 差異數係為覈實入帳。18.19其他

14,888,770建築及設備計畫 14,888,770- --

14,888,77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14,888,770- --

14,888,770購置固定資產 14,888,770- --

14,888,77014,888,770- 本年度辦理「高污染車
輛管制系統建置計畫」
預算數16,650,000元
，以「機械及設備」科
目，業於107年2月14日
簽奉核准及107年2月
26日府授主事預字第
10730229500號函核准
，同意於107年度先行
辦理，並於108年度補
辦107年度預算，決算
數14,888,770元，餘款
1,575,000元保留數於以
後年度執行。

--購置機械及設備



減少數
項　　　　目

期      末
餘      額

增加數

取得成本/
舉債數

本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
評價變動數/溢
（折）價攤銷數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
評價/未攤銷溢

（折）價

本年度變動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19

資產 15,401,21073,468,111 1,321,160 32,622,80054,925,361-

-- -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

-- - -土地 --

-- - -土地改良物 --

-3,000,255 - 41,376房屋及建築 2,958,879-

441,95849,835,323 - 16,476,351機械及設備 33,800,930-

-19,283,728 - 1,131,919交通及運輸設備 18,151,809-

70,48214,300 - 71,039雜項設備 13,743-

14,888,770- - 14,888,770購建中固定資產 --

-1,334,505 1,321,160 13,345電腦軟體 --

-- - -權利 --

-- - -遞耗資產 --

-- - -其他 --

負債 -- - ---

-- - -長期債務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附表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0

1.本年度變動原因，主要係因:
 (1)機械及設備：受贈。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款購買個人電腦19組332,345元、筆記型電腦1台28,222元、數位相機1台13,525
元、數位攝影機1台15,866元、彩色印表機1台52,000元。
 (2)雜項設備：受贈。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款購買單槍投影機1台39,232元及電動釘書機1台31,250元。
 (3)購建中固定資產：增置。辦理「高污染車輛管制系統建置計畫」預算數16,650,000元，以「機械及設備」科目，業於107
年2月14日簽奉核准及107年2月26日府授主事預字第10730229500號函核准，同意於107年度先行辦理，並於108年度補辦107
年度預算，決算數14,888,770元，餘款1,575,000元保留數於以後年度執行。
 (4)電腦軟體：無形資產攤銷。
2.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無。



調整數
科         目

可　用　預　算　數
本年度
保留數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合　　計

本年度
法定預算數

奉准先行辦理
俟以後年度
補辦預算數

比較增減
(－)

決算數配合總預算
追加預算辦理

之購置
固定資產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購置固定資產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1

-1,761,230 1,575,000-16,650,000 - 14,888,770- -16,650,000合計

-1,761,230 1,575,000-16,650,000 - 14,888,770- -16,650,000機械及設備

-16,650,00016,650,000 - - - 1,575,000-- 16,650,000機械及設備

14,888,770- - - 14,888,770 --- -購建中固定資產

辦理「高污染車輛管制系統建置計畫」預算數16,650,000元，以「機械及設備」科目，業於107年2月14日簽奉核准及
107年2月26日府授主事預字第10730229500號函核准，同意於107年度先行辦理，並於108年度補辦107年度預算，決算數
14,888,770元，餘款1,575,000元保留數於以後年度執行。

註:



本　　頁　　空　　白

41301001-22



比較增減（－）項    目    名    稱 決算數預算數 備註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員工人數彙計表
單位：人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3

合計 56 -1

小計 56 -1

56 -1臨時職員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56 -1

56 -1臨時職員



預 算 數

項    目    名    稱
合計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及
兼職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臺北市空氣污

41301001-24

合計 3,858,572 - 2,441,376 477,400 - 315,172 146,448 - 478,176 -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3,858,572 - 2,441,376 477,400 - 315,172 146,448 - 478,176 -

3,817,772 - 2,441,376 436,600 - 315,172 146,448 - 478,176 -職員

40,800 - - 40,800 - - - - - -工員

1.職員年終獎金係依據行政院107年1月5日院授人給字第10710062600號函訂定發布「一百零六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
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107年預算編列6人，計305,172元，執行結果，決算為5人，計203,448元。
2.職員其他獎金係依據行政院92年10月7日院授人給字第0920055545號函修正核定之「處理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案件人員
獎勵金支領要點」第8點辦理，107年預算編列6人，計10,000元，執行結果，決算為5人，計43,580元。

註:



合計

決 算 數

津貼 獎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及
兼職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退休及
卹償金

 107 年 度

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5

3,453,771 - 1,976,979 721,052 - 247,028 119,800 - 388,912 -

3,453,771 - 1,976,979 721,052 - 247,028 119,800 - 388,912 -

3,301,433 - 1,976,979 568,714 - 247,028 119,800 - 388,912 -

152,338 - - 152,338 - - - - - -



項目

比較增減（－）決算數

備註

數量 金額 金額 ％數量 ％金額數量

預算數
數量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貨幣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6

合計 141,553,420 252,277,128 78.22110,723,708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空氣污染防制
計畫執行數25
2,277,128元
高於預算數，
主要係因：
1.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補助辦
理「107年度
臺北市淘汰1
、2期老舊大
型柴油車及3
期大型柴油車
加裝濾煙器補
助計畫」 76,
980,000元，
於107年3月19
日奉准併入10
7年度決算辦
理。
2.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補助辦
理「107年度
臺北市推動溫
室氣體管制執
行方案與強化
低碳永續家園
運作體系計畫
」 3,983,913
元，於107年1
月4日奉准併
入107年度決
算辦理。
3.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補助辦
理「107年度
臺北市空氣品
質維護區移動
污染源稽查能
量提升計畫」
 4,650,000元
，於107年7月
24日奉准併入
107年度決算
辦理。
4.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補助辦
理「107年度
臺北市空氣品
質不良應變及
分析計畫」 9
35,000元，於
107年4月19日
奉准併入107
年度決算辦理
。
5.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補助辦
理「107年度
新購電動二輪
車補助計畫」
 9,418,000元
，於107年9月
20日奉准併入
107年度決算
辦理。
6.本局辦理「
107年度在線
式儀器檢測臺
北市PM2.5成
份及貢獻來源
」 1,280,000
元，於106年

- 141,553,420 - 252,277,128 - -- 78.22110,723,708



項目

比較增減（－）決算數

備註

數量 金額 金額 ％數量 ％金額數量

預算數
數量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貨幣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7

11月14日奉准
併入107年度
決算辦理。
7.本局辦理「
106年度臺北
市清潔車輛(
垃圾車)裝置
後處理器(濾
煙器)運行維
護計畫」擴充
部份第2、3、
4期款 13,479
,036元，於10
7年6月20日及
12月3日奉准
併入107年度
決算辦理。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8

合　　計 141,553,420 88.74267,165,898 125,612,478

用人費用 3,858,572 -10.493,453,771 -404,801

2,441,376 -19.021,976,979 -464,397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2,441,376 -19.021,976,979 -464,397約僱職員薪金

477,400 51.04721,052 243,652超時工作報酬

477,400 51.04721,052 243,652加班費

315,172 -21.62247,028 -68,144獎金

305,172 -33.33203,448 -101,724年終獎金

10,000 335.8043,580 33,580其他獎金

146,448 -18.20119,800 -26,648退休及卹償金

146,448 -18.20119,800 -26,648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478,176 -18.67388,912 -89,264福利費

291,456 -10.39261,169 -30,287分擔員工保險費

90,720 -36.4957,612 -33,108員工通勤交通費

96,000 -26.9570,131 -25,869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 77,415,081 31.15101,526,448 24,111,367

254,880 212.51796,519 541,639郵電費

216,000 251.17758,519 542,519郵費

38,880 -2.2638,000 -880電話費

302,250 -5.30286,219 -16,031旅運費

23,250 -59.729,366 -13,884國內旅費

279,000 -0.77276,853 -2,147國外旅費

250,531 27.43319,264 68,733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50,531 27.43319,264 68,733印刷及裝訂費

27,000 220.8386,625 59,625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7,000 --- -27,000其他建築修護費

- --86,625 86,625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12,000 -2.7811,667 -333一般服務費

- --4,404 4,404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
費

12,000 -39.487,263 -4,737體育活動費

76,568,420 30.64100,026,154 23,457,734專業服務費

- --2,120 2,120法律事務費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29

333,420 62.53541,892 208,472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810,000 -24.39612,420 -197,580委託檢驗(定)試驗認證費

- --7,800 7,800委託考選訓練費

75,425,000 31.0798,861,922 23,436,922其他

材料及用品費 166,840 -12.20146,493 -20,347

166,840 -12.20146,493 -20,347用品消耗

52,640 66.4087,593 34,953辦公(事務)用品

114,200 -48.4258,900 -55,300其他

租金、償債與利息 - --1,280,000 1,280,000

- --1,280,000 1,280,000機器租金

- --1,280,000 1,280,000機械及設備租金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理
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 --14,888,770 14,888,770

- --14,888,770 14,888,770購置固定資產

- --14,888,770 14,888,770購置機械及設備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56,192,927 151.34141,237,373 85,044,446

259,050 -10.78231,118 -27,932會費

259,050 -10.78231,118 -27,932國際組織會費

55,033,877 156.07140,926,755 85,892,878捐助、補助與獎助

18,283,877 -4.6417,434,755 -849,122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 --77,370,000 77,370,000捐助國內團體

35,000,000 26.7844,372,000 9,372,000捐助個人

1,750,000 0.001,750,000 0其他

900,000 -91.1779,500 -820,500補貼(償)、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900,000 -91.1779,500 -820,500獎勵費用

其他 3,920,000 18.194,633,043 713,043

3,920,000 18.194,633,043 713,043其他支出

3,920,000 18.194,633,043 713,043其他



比較增減（－）
科目 決　算　數預　算　數 備　註

金額 %

中華民國107年度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1301001-30

管制性項目： 276,853279,000 -0.77-2,147

國外旅費 276,853279,000 -0.77-2,147

統計所需項目： 95,404,25918,708,017 409.9676,696,242

員工通勤交通費 57,61290,720 -36.49-33,108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541,892333,420 62.53208,472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7,434,75518,283,877 -4.64-849,122

捐助國內團體 77,370,000- --77,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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