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年度決算數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金　額 ％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收支餘絀預計表

52,314 業務收入 100.00 10,600 22.3647,400100.0058,000100.00

10,600勞務收入52,314 100.00 58,000 100.00 47,400 100.00 22.36

10,600管理收入52,314 100.00 58,000 100.00 47,400 100.00 22.36

26,389 業務成本與費用 69.82 2,443 7.3833,09361.2735,53650.44

-2,328行銷及業務費用12,963 24.78 13,156 22.68 15,484 32.67 15.03

-2,328業務費用12,963 24.78 13,156 22.68 15,484 32.67 15.03

4,771管理及總務費用13,426 25.66 22,380 38.59 17,609 37.15 27.09

4,771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13,426 25.66 22,380 38.59 17,609 37.15 27.09

25,925 業務賸餘（短絀） 30.18 8,157 57.0114,30738.7322,46449.56

91 業務外收入 0.24 3 2.611150.201180.17

3財務收入26 0.05 18 0.03 15 0.03 20.00

3利息收入26 0.05 18 0.03 15 0.03 20.00

-其他業務外收入65 0.12 100 0.17 100 0.21 -

-違規罰款收入24 0.05 100 0.17 100 0.21 -

-雜項收入41 0.08 - - - - -

141 業務外費用 0.25 780 650.001201.559000.27

780財務費用141 0.27 900 1.55 120 0.25 650.00

780利息費用141 0.27 900 1.55 120 0.25 650.00

-50 業務外賸餘（短絀） -0.01 -777 15,540.00-5-1.35-782-0.10

25,875 本期賸餘（短絀） 30.17 7,380 51.6014,30237.3821,682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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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預算數

金　　額 ％
項　　　　　　目

金　　額 ％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餘絀撥補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25,881 賸餘之部 100.00100.00 59,870

55.2614,302 本期賸餘 21,682 36.22

44.7411,579 前期未分配賸餘 38,188 63.78

25,881 未分配賸餘 100.00100.00 5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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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21,682

利息股利之調整 882

利息收入 -18

利息費用 900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短絀） 22,564

調整項目 10,037

折舊、減損及折耗 9,739

其他建築 6,940

機械及設備 43

交通及運輸設備 2,483

什項設備 273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298

應付款項 298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32,601

收取利息 18

32,619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礦產資源 -277,778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77,778

房屋及建築 -277,778

-277,778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長期負債 150,000

增加長期債務 150,000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127,778

增加基金 127,778

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89

減少其他負債 -89

支付利息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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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276,789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1,630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5,729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7,359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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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營運項目
數　　量 金　　額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單　　價
(元)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勞務收入明細表

勞務收入 58,000       年 1 58,000,000.00

58,000管理收入 年 1 58,000,000.00

15,000 拖吊場違規車輛之移置費及保

管費收入。

拖吊場違規車輛之移置費及
保管費收入

年 1 15,000,000.00

16,000 停車場營運權利金收入。停車場營運權利金收入 年 1 16,000,000.00

7,000 委外停車場土地租金收入。土地租金收入 年 1 7,000,000.00

20,000 路邊收費停車格收入。路邊停車收費收入 年 1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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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業務項目 預　　　算　　　數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財務收入明細表

財務收入 18

18 銀行存款利息。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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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業務項目 預　　　算　　　數 說　　　　　　　　　　　　　　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其他業務外收入明細表

其他業務外收入 100

100 裁罰違規停車場及逾期未繳納路邊停車費罰款收

入。

違規罰款收入

-雜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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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行銷及業務費用 13,15615,48412,963

13,156業務費用15,48412,963

1,4261,9011,430 用人費用

9881,317988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9881,317988 約僱職員薪金

689882 超時工作報酬

689882 加班費

124165120 獎金

124165120 年終獎金

628059 退休及卹償金

628059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184241181 福利費

136177133 分擔員工保險費

486448 其他福利費

7,3059,2767,993 服務費用

303310267 水電費

280280250 工作場所電費

10107 工作場所水費

132010 氣體費

1902301,121 郵電費

1501501,093 郵費

408028 電話費

100130129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00130129 印刷及裝訂費

1,0451,380724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15450152 其他建築修護費

80--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770930572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80-- 什項設備修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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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306306244 保險費

306306244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5,3036,8705,496 一般服務費

5,3006,8665,495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341 體育活動費

585012 專業服務費

8-- 委託考選訓練費

505012 電腦軟體服務費

1,2451,635969 材料及用品費

1,0001,290694 使用材料費

1,0001,290694 燃料

245345275 用品消耗

200300246 辦公(事務)用品

1515- 報章什誌

303029 其他

1620- 租金與利息

1620-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620- 車租

2,8142,1272,426 折舊、折耗及攤銷

2,8142,1272,42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706770 其他建築折舊

432343 機械及設備折舊

2,4281,8522,064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273185249 什項設備折舊

200220145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8010063 土地稅

8010063 一般土地地價稅

12012082 規費

10010071 汽車燃料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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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202011 其他

150305- 短絀、賠償與保險給付

100205- 各項短絀

100205- 呆帳及保證短絀

50100- 賠償給付

50100- 一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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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中華民國109年度

行銷及業務費用說明

彰化縣政府

行銷及業務費用

業務費用

用人費用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約僱人員薪資(彰化縣政府108年9月17日府人企字第1080326865A號書函)。約僱職員薪金

超時工作報酬

拖吊業務加班費。加班費

獎金

約僱人員年終獎金。年終獎金

退休及卹償金

約僱人員離職儲金。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福利費

約僱人員勞健保補助。分擔員工保險費

約僱人員休假補助。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

水電費

拖吊場電費。工作場所電費

拖吊場水費。工作場所水費

拖吊場煤氣費。氣體費

郵電費

郵寄違規單與未領回車輛通知單。郵費

拖吊場寬頻網路、電話費(彰化、員林)。電話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各種表格、日誌、印刷費、封條等。印刷及裝訂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拖吊場廳舍修護費。其他建築修護費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拖吊車輛修護費。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什項設備修護費。什項設備修護費

保險費

拖吊車輛保險費。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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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中華民國109年度

行銷及業務費用說明

彰化縣政府

一般服務費

臨時人員薪資、勞健保、年終獎金、勞退新制、加班費等。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員工文康活動費。體育活動費

專業服務費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委託考選訓練費

拖吊車輛網頁及APP軟體查詢維護費。電腦軟體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使用材料費

拖吊車輛油料費。燃料

用品消耗

辦公室各項用品購置。辦公(事務)用品

書報雜誌費。報章什誌

相片沖洗費(拖吊人員照相取證)。其他

租金與利息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租用拖吊車、卡車等費用。車租

折舊、折耗及攤銷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拖吊場折舊費用。其他建築折舊

機械及設備折舊費用。機械及設備折舊

拖吊車輛折舊費用。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什項設備折舊費用。什項設備折舊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土地稅

拖吊場地價稅。一般土地地價稅

規費

拖吊車輛燃料使用費。汽車燃料使用費

拖吊車輛檢驗費。其他

短絀、賠償與保險給付

各項短絀

沖銷未領回車輛積欠保管費。呆帳及保證短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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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中華民國109年度

行銷及業務費用說明

彰化縣政府

賠償給付

被拖吊車輛損害賠償。一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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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管理及總務費用 22,38017,60913,426

22,380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17,60913,426

81-- 用人費用

81-- 超時工作報酬

81-- 加班費

14,42212,6176,342 服務費用

9,0908,2903,465 郵電費

9,0008,2003,465 郵費

9090- 數據通信費

603018 旅運費

603018 國內旅費

9341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93410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332 保險費

332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5,2004,2002,688 一般服務費

5,2004,2002,688 代理(辦)費

6060159 專業服務費

1015- 專技人員酬金

--130 法律事務費

401516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

103013 其他

917525195 材料及用品費

4825- 使用材料費

4825- 燃料

869500195 用品消耗

869500195 辦公(事務)用品

6,9254,4326,866 折舊、折耗及攤銷

6,9254,4326,86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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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6,8704,4326,866 其他建築折舊

55--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252523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161615 消費與行為稅

161615 使用牌照稅

998 規費

887 汽車燃料使用費

111 其他

1010- 其他

1010- 其他費用

10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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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中華民國109年度

管理及總務費用說明

彰化縣政府

管理及總務費用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用人費用

超時工作報酬

停車相關業務擴增，故增加加班費。加班費

服務費用

郵電費

辦理停車場、路邊停車業務擴增，增加所需郵資、寄送催繳及告發通知單郵寄費用。郵費

辦理停車業務所需網路費用及中華電信數據傳輸費。數據通信費

旅運費

停車場、路邊停車相關會議、考核、勘查等業務擴增，故增加差旅費。國內旅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公務車輛修護費。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保險費

公務車輛保險費。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委託超商、行動支付及金融機構代收路邊停車費等業務擴增，故增加代理(辦)費。代理(辦)費

專業服務費

專門技術人員費用。專技人員酬金

法律事務費

委員出席審查費。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其他專業服務費等。其他

材料及用品費

使用材料費

公務車輛油料費。燃料

用品消耗

路邊停車收費催繳及告發作業擴增，故增加所需之文具、紙張、碳粉等耗材費用。辦公(事務)用品

折舊、折耗及攤銷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停車場折舊費用。其他建築折舊

公務車輛折舊費用。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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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中華民國109年度

管理及總務費用說明

彰化縣政府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消費與行為稅

公務車輛牌照稅。使用牌照稅

規費

公務車輛燃料使用費。汽車燃料使用費

公務車輛檢驗費。其他

其他

其他費用

停車業務所需雜支及上年度路邊停車溢(誤)繳退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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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財務費用明細表

財務費用 900120141

900利息費用120141

900120141 租金與利息

900120141 利息

900120141 債務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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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中華民國109年度

財務費用說明

彰化縣政府

財務費用

利息費用

租金與利息

利息

前瞻停車場興建案貸款利息。債務利息

4-27



項　　　　　　目 房屋及
建　築

機械及
設　備

土　地
土地改
良　物

交通及運
輸 設 備

不動產、廠

什項設備

合　　　計 - - 277,778 - - -

彰化縣

中華民國

彰化縣公共停

固定資產建設改

- - 277,778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 -

「前瞻基礎建設

─城鄉建設─改

善停車問題計畫

」全案工程總經

費13億6,978萬

2,000元，109年

度編列2億7,777

萬8,000元(中央補

助1億2,777萬

8,000元、自籌款

1億5,000萬元

)，110年度編列5

億9,200萬4,000元

(中央補助2億

7,232萬2,000元、

自籌款3億1,968

萬2,000元)，111

年度編列5億元(

中央補助2億

3,140萬2,000元、

自籌款2億6,859

萬8,000元)。另為

配合執行進度於

108年奉准先行辦

理2,568萬7,000元

，並於110年度補

辦預算。

「前瞻基礎建設─城鄉

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

畫」全案工程總經費13

億6,978萬2,000元，109

年度編列2億7,777萬

8,000元(中央補助1億

2,777萬8,000元、自籌

款1億5,000萬元)，110

年度編列5億9,200萬

4,000元(中央補助2億

7,232萬2,000元、自籌

款3億1,968萬2,000元

)，111年度編列5億元(

中央補助2億3,140萬

2,000元、自籌款2億

6,859萬8,000元)。另為

配合執行進度於108年

奉准先行辦理2,568萬

7,000元，並於110年度

- - 277,778 -分年性項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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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小　　計
說　明

租賃資產
租賃權
益改良

生產性
植物

投資性
不動產

合　　計

房及設備

- - - - 277,778 - 277,778

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109年度

車場作業基金

良擴充明細表

- 277,778- -- 277,778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 277,778- -- 「前瞻基礎建設

─城鄉建設─改

善停車問題計畫

」全案工程總經

費13億6,978萬

2,000元，109年

度編列2億7,777

萬8,000元(中央補

助1億2,777萬

8,000元、自籌款

1億5,000萬元

)，110年度編列5

億9,200萬4,000元

(中央補助2億

7,232萬2,000元、

自籌款3億1,968

萬2,000元)，111

年度編列5億元(

中央補助2億

3,140萬2,000元、

自籌款2億6,859

萬8,000元)。另為

配合執行進度於

108年奉准先行辦

理2,568萬7,000元

，並於110年度補

辦預算。

277,778 -「前瞻基礎建設─城鄉

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

畫」全案工程總經費13

億6,978萬2,000元，109

年度編列2億7,777萬

8,000元(中央補助1億

2,777萬8,000元、自籌

款1億5,000萬元)，110

年度編列5億9,200萬

4,000元(中央補助2億

7,232萬2,000元、自籌

款3億1,968萬2,000元

)，111年度編列5億元(

中央補助2億3,140萬

2,000元、自籌款2億

6,859萬8,000元)。另為

配合執行進度於108年

奉准先行辦理2,568萬

7,000元，並於110年度

分年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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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其　　他

營　運
資　金

合　　　計 - - 127,778 -

自　　　　有　　　　資　　　

出售不適
用  資  產

公　庫
撥　款

彰化縣

中華民國

彰化縣公共停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 - 127,778 -

- - 127,778 -分年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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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計

金　　額

127,778 150,000 277,778-150,000

合　　計外　　借　　資　　金

%
國　內
借　款

國　外
借　款 金　　額

金　　額
%

%小　　計

　　金

46.00 54.00 100.00

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109年度

車場作業基金

充資金來源明細表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277,778- 150,000127,778 150,000 100.0054.0046.00

分年性項目 277,778- 150,000127,778 150,000 100.0054.00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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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總額

項　　　　　　　目

營運資金
外借資金

資　　　　　　　金　　　　　　　來　　　　　　　源
自　　　有　　　資　　　金

出售不適
用資產 公庫撥款 其他

全 部

合　　　計 1,369,782 - - 873,820 - 495,962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彰化縣公共停

中華民國

彰化縣

- 873,820 - 495,9621,369,782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為解決都市地區停車空間不
足問題，進一步改善交通秩
序，本府積極爭取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補助興建立體或平
面式停車場，以有效紓解市
區停車需求，並導入智慧化
停車管理及綠帶設施，提供
民眾便利舒適停車及休憩空
間。本府於107、108年分別
獲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
5案停車場興建工程，總經
費13億6,978萬2,000元，完
工後將提供約1,200席小汽
車格位。其中「台鐵彰化車
站後站停車場」、「彰化市
公所第一停車場」、「彰化
市延平公園地下停車場」、
「員林市崇實高工旁公園用
地地下停車場」等4案，自
108年起辦理專案管理
(PCM)招標作業，預計109
年完成工程設計，110年開
工，111年完工啟用；「福
興鄉停8停9平面停車場」案
，預計109年完成工程設計
作業，110年完工啟用。

- 873,820 - 495,9621,369,782 -分年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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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能　量
資　金
成本率

現　值
報酬率

收回
年限

金　額
進度起迄
年　　月 佔全部

計畫％

畫
截至本年度累計數

金　額 佔全部
計畫％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年）

計

（％）（％）

277,778 277,77820.28 20.28

車場作業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預期進度明細表

109年度

政府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277,778- 277,778 20.28- 20.28

分年性項目 277,778- 277,778 20.28- 20.2810809~11112為解決都市地區停車空間不
足問題，進一步改善交通秩
序，本府積極爭取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補助興建立體或平
面式停車場，以有效紓解市
區停車需求，並導入智慧化
停車管理及綠帶設施，提供
民眾便利舒適停車及休憩空
間。本府於107、108年分別
獲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
5案停車場興建工程，總經
費13億6,978萬2,000元，完
工後將提供約1,200席小汽
車格位。其中「台鐵彰化車
站後站停車場」、「彰化市
公所第一停車場」、「彰化
市延平公園地下停車場」、
「員林市崇實高工旁公園用
地地下停車場」等4案，自
108年起辦理專案管理
(PCM)招標作業，預計109
年完成工程設計，110年開
工，111年完工啟用；「福
興鄉停8停9平面停車場」案
，預計109年完成工程設計
作業，110年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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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
建  築

機械及
設  備

其他租  賃
資  產

項　           目
投資性
不動產

合  計租賃權
益改良

交通及運
輸 設 備

土地改
良  物

什  項
設  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生產性
植物

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彰化縣政府

資產折舊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資產原值 3,541 420,109 694 33,707 3,878 - - - - 461,929-

上年度預計增減資產原值 - - - 1,100 380 - - - - 1,480-

本年度預計增減資產原值 - 277,778 - - - - - - - 277,778-

資產重估增值額 - - - - - - - - - --

本年度(12月底)止資產總額 3,541 697,887 694 34,807 4,258 - - - - 741,187-

本年度應提折舊額 - 6,940 43 2,483 273 - - - - 9,739-

- 70 43 2,428 273 - - - - 2,814業務費用 -

- 6,870 - 55 - - - - - 6,925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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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停車場興建預計109年中發包施工，111年完工，故於111年度起始編列折舊費用。註：



本 年 度
舉 借 數

說   明借(還)款項目 債　權　人
借 款
年 度

償還時間

起 止
本 年 度
償 還 數

彰化縣政府

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前瞻基礎建設興建停
車場規劃設計及工程
經費，預計舉借總額
為4億9,596萬2,000元
，109年度舉借1億
5,000萬元，110年度舉
借1億6,312萬1,000元
，111年度舉借1億
8,284萬1,000元。

前瞻計畫停車場 150,000金融機構 110年
01月

129年
12月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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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預計債務
餘　　額債　務　項　目

借款
年度

償還期間

起 止

償　還　財　源

營運資金 出售資產 其他

彰化縣政府

長期債務舉借餘額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合　　　　計 - -150,000150,000

- -150,000 前瞻基礎建設

興建停車場規

劃設計及工程

經費，預計舉

借總額為4億

9,596萬2,000

元，109年度

舉借1億5,000

萬元，110年

度舉借1億

6,312萬1,000

元，111年度

舉借1億8,284

萬1,000元。

110年01月129年12月 150,000109前瞻計畫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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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項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09年度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彰化縣政府

基金數額增減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期初基金數額 239,467

加：

-以前年度公積撥充

-賸餘撥充

-以代管國（公）有財產撥充

107年公路總局核定補助之案件

業於彰化縣議會第18屆第8次定

期會同意辦理墊付；另108年核

定補助之福興鄉停8停9停平面停

車場案，已於彰化縣議會第19屆

第4、5次臨時會同意辦理墊付。

127,778國（公）庫增撥數

-其他

減：

-填補短絀

-折減基金繳庫

-其他

期末基金數額 36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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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107年12月31日
科　　　目

109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彰化縣政府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363,421 662,653 362,984 299,669

47,686 87,549 55,919 31,630流動資產

47,496 87,359 55,729 31,630現金

47,496 87,359 55,729 31,630銀行存款

190 190 190 -應收款項

188 188 188 -應收帳款

2 2 2 -應收利息

315,733 575,102 307,063 268,039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541 3,541 3,541 -土地改良物

3,541 3,541 3,541 -土地改良物

297,545 561,450 290,612 270,838房屋及建築

420,109 697,887 420,109 277,778房屋及建築

-122,564 -136,437 -129,497 -6,940累計折舊－房屋及建
築

18 1 44 -43機械及設備

694 745 745 -機械及設備

-676 -744 -701 -43累計折舊－機械及設
備

14,054 9,814 12,297 -2,483交通及運輸設備

33,707 34,367 34,367 -交通及運輸設備

-19,653 -24,553 -22,070 -2,483累計折舊－交通及運
輸設備

575 296 569 -273什項設備

3,878 4,154 4,154 -什項設備

-3,303 -3,858 -3,585 -273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2 2 2 -其他資產

2 2 2 -什項資產

2 2 2 -存出保證金

363,421 662,653 362,984 299,669資產合計

負債32,960 168,430 18,221 150,209

7,886 16,855 16,557 298流動負債

4,390 9,300 9,002 298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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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107年12月31日
科　　　目

109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

彰化縣政府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 9,000 9,000 -應付代收款

4,282 - 2 -2應付費用

108 300 - 300應付利息

3,496 7,555 7,555 -預收款項

3,496 7,555 7,555 -預收收入

12,000 150,000 - 150,000長期負債

12,000 150,000 - 150,000長期債務

12,000 150,000 - 150,000長期借款

13,074 1,575 1,664 -89其他負債

13,074 1,575 1,664 -89什項負債

1,373 1,573 1,573 -存入保證金

200 - - -應付保管款

11,499 - 89 -89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2 2 2 -其他什項負債

淨值330,461 494,223 344,763 149,460

239,467 367,245 239,467 127,778基金

239,467 367,245 239,467 127,778基金

239,467 367,245 239,467 127,778基金

67,108 67,108 67,108 -公積

67,108 67,108 67,108 -資本公積

67,108 67,108 67,108 -受贈公積

23,886 59,870 38,188 21,682累積餘絀

23,886 59,870 38,188 21,682累積賸餘

23,886 59,870 38,188 21,682累積賸餘

363,421 662,653 362,984 299,669負債及淨值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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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科目：保管有價證券425萬元、應付保管有價證券425萬元       保證品800萬元、應付保
證品800萬元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