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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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收支餘絀預計表

164,850 業務收入 100.00 -78,277 99.7578,477100.00200100.00

-78,277其他業務收入164,850 100.00 200 100.00 78,477 100.00 99.75

-78,277其他補助收入34,460 20.90 - - 78,277 99.75 100.00

-雜項業務收入130,390 79.10 200 100.00 200 0.25 -

45,541 業務成本與費用 99.75 -52,909 67.5978,27712,684.0025,36827.63

91行銷及業務費用27,989 16.98 25,368 12,684.00 25,277 32.21 0.36

91業務費用27,989 16.98 25,368 12,684.00 25,277 32.21 0.36

-53,000其他業務費用17,552 10.65 - - 53,000 67.54 100.00

-53,000雜項業務費用17,552 10.65 - - 53,000 67.54 100.00

119,309 業務賸餘（短絀） 0.25 -25,368 12,684.00200-12,584.00-25,16872.37

44 業務外收入 0.08 - -6030.00600.03

-財務收入44 0.03 60 30.00 60 0.08 -

-利息收入44 0.03 60 30.00 60 0.08 -

44 業務外賸餘（短絀） 0.08 - -6030.00600.03

119,353 本期賸餘（短絀） 0.33 -25,368 9,756.92260-12,554.00-25,108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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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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37,170 賸餘之部 100.00100.00 156,263

0.70260 本期賸餘 - -

99.3036,910 前期未分配賸餘 156,263 100.00

- 分配之部 16.07- 25,108

-- 填補累積短絀 25,108 16.07

37,170 未分配賸餘 83.93100.00 131,155

- 短絀之部 100.00- 25,108

-- 本期短絀 25,108 100.00

- 填補之部 100.00- 25,108

-- 撥用賸餘 25,108 100.00

- 待填補之短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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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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25,108

利息股利之調整 -60

利息收入 -60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短絀） -25,168

調整項目 91

折舊、減損及折耗 91

什項設備 91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25,077

收取利息 60

-25,017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5,017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71,404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46,387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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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及離職準備金增加6萬7千元及應付退休及離職金增加6萬7千元，不影響現金流量。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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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其他業務收入明細表

其他業務收入 200

-其他補助收入

200 興辦工業人申請毗連非都市土地繳交回饋金及出

售彰濱工業區土地代辦費。

雜項業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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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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財務收入明細表

財務收入 60

60 存款利息。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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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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行銷及業務費用 25,36825,27727,989

25,368業務費用25,27727,989

624624549 用人費用

433433407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433433407 約僱職員薪金 約僱人員薪資(彰化縣政府107年

7月30日府人企字第1070264087B

號書函)。

2424- 超時工作報酬

2424- 加班費 辦理業務超時加班費。

555551 獎金

555551 年終獎金 約僱人員年終獎金。

363624 退休及卹償金

363624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約僱人員公提儲金。

767667 福利費

606051 分擔員工保險費 約僱人員勞健保補助。

161616 其他福利費 約僱人員休假補助。

2,7752,7752,353 服務費用

13413427 郵電費

64641 郵費 郵寄公文用郵資。

707026 電話費 公務連繫電話費。

808079 旅運費

808079 國內旅費 辦理產業發展、產業園區開發⋯

等相關會議及工廠毗連案、產業

園區案件勘查、招商業務差旅費

。

16016055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8080- 印刷及裝訂費 辦理產業發展及產業園區開發相

關業務等印刷及裝訂費。

808055 業務宣導費 宣導產業園區招商所需廣告、相

關摺頁、宣導手冊(含光碟)、產

業發展及招商有關推廣宣導說明

會⋯等所需相關費用及雜支。

6161-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5151-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公務車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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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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1010- 什項設備修護費 產業發展各項業務什項設備維修

費。

332 保險費

332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公務車保險費。

2,1132,1132,075 一般服務費

2,1122,1122,075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辦理產業發展有關業務之臨

時人員3人薪資、年終獎金、勞

健保及勞退金等費用。

2、臨時約僱人員2人薪資、年終

獎金、公提儲金、勞健保補助等

費用。

11- 體育活動費 約僱人員文康活動費。

180180112 專業服務費

12012098 法律事務費 辦理產業發展及工業園區開發相

關訴訟案件審判費及委任律師費

。

60601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

辦理產業園區開發及產業發展有

關業務支付審查委員、講師鐘點

費、稿費、交通費、出席費。

44443 公共關係費

44443 公共關係費 辦理本縣產業發展及產業園區開

發、行銷本縣產品及招待外賓等

相關費用。

1451455 材料及用品費

5151- 使用材料費

5151- 燃料 公務車油料費。

94945 用品消耗

6060- 辦公(事務)用品 產業發展及產業園區開發相關業

務辦公室用品購置。

11115 報章什誌 產業發展相關之報紙、管理性書

刊支出。

2323- 其他 其他什支。

91-- 折舊、折耗及攤銷

9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91-- 什項設備折舊 會議桌、處長桌、處長椅、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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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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彰化縣政府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

會客沙發組、影印機3台及冷氣

機3台折舊。

202018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121211 消費與行為稅

121211 使用牌照稅 公務車牌照稅。

887 規費

776 汽車燃料使用費 公務車燃料使用費。

111 其他 公務車汽車檢驗費。

21,71321,71325,064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
交流活動費

21,71321,71325,064 捐助、補助與獎助

21,71321,71325,064 捐助國內團體 補助本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經

費，以辦理相關投資環境改善

(18萬元)、投資服務加強(204萬3

千元)、生產力促進(144萬元)、

企業輔導服務(440萬元)、城市行

銷強化(150萬元)及推動上開計畫

所需人事費(1,200萬元)及設備費

(15萬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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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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8年度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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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15 - - - - - 515

上年度預計新增資產原值 - - - - 521 - - - - 521

本年度預計新增資產原值 - - - - - - - - - -

資產重估增值額 - - - - - - - - - -

本年度(12月底)止資產總額 - - - 515 521 - - - - 1,036

本年度應提折舊額 - - - - 91 - - - - 91

- - - - 91 - - - - 91業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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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31日106年12月31日
科　　　目

108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彰化縣政府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202,598 174,022 199,063 -25,041

175,505 146,388 171,405 -25,017流動資產

175,504 146,387 171,404 -25,017現金

175,504 146,387 171,404 -25,017銀行存款

1 1 1 -應收款項

1 1 1 -應收利息

27,093 27,227 27,160 67投資、長期應收、貸墊
款及準備金

26,960 26,960 26,960 -其他長期投資

26,960 26,960 26,960 -政策性開發不動產

133 267 200 67準備金

133 267 200 67退休及離職準備金

- 407 498 -91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 - -交通及運輸設備

515 515 515 -交通及運輸設備

-515 -515 -515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
輸設備

- 407 498 -91什項設備

- 521 521 -什項設備

- -114 -23 -91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202,598 174,022 199,063 -25,041資產合計

負債3,995 267 200 67

3,862 - - -流動負債

3,862 - - -應付款項

2,991 - - -應付費用

871 - - -應付繳庫數

133 267 200 67其他負債

133 267 200 67什項負債

133 267 200 67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淨值198,603 173,755 198,863 -25,108

42,600 42,600 42,600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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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31日106年12月31日
科　　　目

108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彰化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彰化縣政府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42,600 42,600 42,600 -基金

42,600 42,600 42,600 -基金

156,003 131,155 156,263 -25,108累積餘絀

156,003 131,155 156,263 -25,108累積賸餘

156,003 131,155 156,263 -25,108累積賸餘

202,598 174,022 199,063 -25,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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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品：368萬2,600元  應付保證品：368萬2,600元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