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05001-1

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31日

金額 %%金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

科目名稱 編號

資產

編號科目名稱

負    債 2  78,470,740,656  91.86

流動負債 21  3,034,717,607  3.55

應付款項 212  3,034,717,607  3.55

應付帳款 2122  0  0.00

應付代收款 2123  2,542,196,226  2.98

應付費用 2125  440,287,353  0.52

應付工程款 2129  19,813,031  0.02

其他應付款 212Y  32,420,997  0.04

其他負債 22  75,436,023,049  88.30

什項負債 221  75,436,023,049  88.30

存入保證金 2211  233,093,031  0.27

應付保管款 2212  10,944  0.00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2213  53,119,138  0.06

應付代管資產 2214  75,148,197,533  87.97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2215  1,602,403  0.00

1資    產  85,427,722,783  100.00
11流動資產  10,001,452,244  11.71
111現金  9,900,839,631  11.59
1111庫存現金  0  0.00
1112銀行存款  9,879,085,631  11.56
1112-1銀行存款-市庫存款  7,326,469,435  8.58
1112-銀行存款-教育部專戶  361,073,721  0.42

1112-銀行存款-基金賸餘  2,089,851  0.00
1112-銀行存款-聘僱離職儲金

自提專戶
 0  0.00

1112-銀行存款-聘僱離職儲金
公提專戶

 0  0.00

1112-2銀行存款-零用金專戶  6,000  0.00

1112-3銀行存款-保管金專戶  1,759,150,277  2.06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130,020,805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130,020,805

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保證品 128,965,805 應付保證品 128,965,805

註：



單位：新臺幣元

05001-2

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31日

金額 %%金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

科目名稱 編號

資產

編號科目名稱
3
31
311

基金餘額
基金餘額

基金餘額  6,956,982,127

 6,956,982,127
 6,956,982,127

 8.14
 8.14
 8.14
 6.003111累積餘額  5,128,297,844

 1,828,684,283本期賸餘 3112  2.14

合計：  85,427,722,783

1112-4銀行存款-教育儲蓄專戶  43,252,465  0.05

1112-5銀行存款-代收學雜費專
戶

 6,558,712  0.01

1112-6銀行存款-午餐專戶  195,295,475  0.23
1112-7銀行存款-定期存款  136,091,319  0.16
1112-8銀行存款-薪資轉存專戶  0  0.00

1112-9銀行存款-代辦經費專戶  49,098,376  0.06

1113零用及週轉金  21,754,000  0.03
113應收款項  7,980,630  0.01
1138應收收益  7,980,630  0.01
1139應收利息  0  0.00
115預付款項  92,631,983  0.11
1154預付費用  92,631,983  0.11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130,020,805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130,020,805

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保證品 128,965,805 應付保證品 128,965,805

註：



單位：新臺幣元

05001-3

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31日

金額 %%金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

科目名稱 編號

資產

編號科目名稱
12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

款及準備金
 53,119,138  0.06

124準備金  53,119,138  0.06
1241退休及離職準備金  53,119,138  0.06
13其他資產  75,373,151,401  88.23
131什項資產  75,373,151,401  88.23
1311存出保證金  194,175  0.00
1315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224,759,693  0.26
1316代管資產  75,148,197,533  87.97
1316-1代管資產-土地  32,049,077,952  37.52
1316-2代管資產-房屋及建築  34,253,327,944  40.10

1316-3代管資產-機械及設備  2,489,432,618  2.91

1316-4代管資產-交通及運輸設
備

 523,567,801  0.61

1316-5代管資產-什項設備  3,507,699,265  4.11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130,020,805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130,020,805

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保證品 128,965,805 應付保證品 128,965,805

註：



單位：新臺幣元

05001-4

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31日

金額 %%金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

科目名稱 編號

資產

編號科目名稱
1316-9代管資產-土地改良物  2,325,091,953  2.72

合計：  85,427,722,783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130,020,805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130,020,805

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055,000

保證品 128,965,805 應付保證品 128,965,805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