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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 

一一一一、、、、設立宗旨及願景設立宗旨及願景設立宗旨及願景設立宗旨及願景：：：： 

     本基金係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  

     及「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規定設置，並訂定「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收支管理 

     及運用自治條例」作為本市農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依據。 

二二二二、、、、施政重點施政重點施政重點施政重點：：：：    

                    平衡農業以外產業對農地需求，促進土地資源合理分配及利用，達到地利共享，並以

穩定本市農產品產銷，促進農業發展，增進農民福利為目標。 

三三三三、、、、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 

     本基金以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為主管機關，依「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 

     治條例」設立農業發展基金管理會，辦理基金相關事宜。依據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收 

     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設置農業發展基金管理會，管理會置召集人 1 人，由主管 

     機關首長兼任；副召集人 1 人，由主管機關副首長兼任；置委員 9 人(外聘 2 人、內 

     聘 7 人)，目前基金委員會共計 9 人。 

四四四四、、、、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 條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附屬 

       單位預算。    

貳貳貳貳、、、、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    

一一一一、、、、基金來源基金來源基金來源基金來源：：：：    

(一) 農地變更回饋金收入－依據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獲撥回饋

金；本年度預計收入 2,000 萬元，較上年度預計收入 1,200 萬元，增加 800 萬元，

主要係預估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之案件金額增加，致收入增加。 

(二) 利息收入－農地變更回饋金定期存款利息，本年度預計收入 14 萬 4 千元，較上年

度預計收入 13 萬 4 千元，增加 1 萬元，主要係將專戶存款利息納入預算編列，致

收入增加。 

(三) 公庫撥款收入－係由公庫補助撥入，本年度預計收入 1 億 2,869 萬 1 千元，較上

年度預計收入 1 億 6,669 萬 1 千元，減少 3,800 萬元，主要係公庫減少補助額度，

致收入減少。 

二二二二、、、、基金用途基金用途基金用途基金用途：：：：    

(一) 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辦理農地利用管理、農業用地變更非農業使用業務及農業用地違規使用稽查業務 

      工作並獎助及補助農民團體等實施農業經營改善、生產栽培管理技術改善、各項 

      預警制度計畫、農民各項農業性資材等，預計支出 1,428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減

少 100 萬元，主要係減少抗風溫室督工服務經費所致。 

(二) 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1.透過建構安全農業生產基地，推動健全的農產運銷體系，來塑造樂活之農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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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可能或認定發生產銷失衡之農產品，進行產銷調節工作及輔導，工作內容包括

輔導加工處理、購儲、內外銷及促銷等工作，內容依實際需要與狀況而定，辦理

農產品產銷調節處理工作，以強化本市農業發展。 

3.綜上業務預計支出 1 億 8,828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826 萬 5 千元，主要係減

少補助辦理農產品批發市場營運場所改善工程計畫所致。 

(三) 一般建築及設備： 

  1.辦理農產品批發交易市場整體經營環境及設施設備公共安全改善，提供消費民眾 

    優質衛生安全之市場環境及機能，進而增加販運商營業之舒適環境，並為確立農 

    產品運銷秩序，調節供需及公共安全改善，營造市場清新優質面貌。  

2.辦理本市農村再生社區及休閒農業區相關設施之維護及改善。 

   3.綜上業務預計支出 3,778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3,069 萬 8 千元，主要係增加辦

理農產品公有批發市場營運場所改善工程計畫經費所致。 

叁叁叁叁、、、、預算概要預算概要預算概要預算概要：：：：    

一一一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二) 本年度基金來源 1 億 4,883 萬 5 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7,882 萬 5 千元，減

少 2,999 萬元，約 16.77%，主要係公庫減少補助額度所致。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預算數 2 億 4,034 萬 8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1,891 萬 5 千

元，增加 2,143 萬 3 千元，約 9.79%，主要係增加辦理農產品公有批發市場營運場

所改善工程計畫經費所致。 

二二二二、、、、基金餘絀之預計基金餘絀之預計基金餘絀之預計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差短 9,151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短絀 4,009 萬

元增加 5,142 萬 3 千元，約 128.27%，將移用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9,151 萬 3 千元支應。 

三三三三、、、、補辦預算事項補辦預算事項補辦預算事項補辦預算事項：：：：    

(一)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1.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項下，因購置高雄市農產業資訊共通平台之硬體，未及列入  

         當年度預算 93 萬元，而依預算法第 88 條之規定，經 108 年 5 月 31 日高市府農務 

         字第 10831405400 號函同意辦理，並於 109 年度補辦預算。 

肆肆肆肆、、、、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設置高雄物產館，

加強消費者對物產

館印象與對本市農

產品的認同，讓本

市農漁產品朝向精

緻化、專業化、品

高雄物產館營運管理

行銷推廣營業額(千

元) 

POS系統營業額 20,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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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化行銷模式經營 

推廣健康安全農

業，輔導產銷團體

及個別農戶通過產

銷履歷驗證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

(戶) 

農委會產銷履歷農

產品資訊網農產品

產銷履歷驗證戶數 

1,470 戶 

拓展海外市場，宣

揚農產品知名度，

提升本市農產品外

銷出口量 

農特產品海外銷售訂

單(千元) 

農委會優質供果園

登入簽審系統農特

產品海外銷售訂單

(千元) 

385,000(千元) 

 

伍伍伍伍、、、、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107107107107))))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    

1. 基金來源：決算數 2 億 187 萬 4 千元，較預算數增加 2,304 萬 9 千元，約 12.89%。

主要係因申請農地變更案件多於預估數及因獲取中央補助經費並納入基金預算併決

算辦理所致。 

2. 基金用途：決算數 1 億 9,489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減少 1,401 萬 9 千元，約 6.71%。

主要係因補助團體生產、集貨或其他保鮮儲存設備案件因協助農民團體多向農委會

爭取補助經費及一般建築及設備保留 314 萬元至 108 年度繼續執行所致。 

3.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697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差短 3,009 萬 1 千元，增加

賸餘 3,706 萬 8 千元。主要係因農地變更回饋金申請案件多於預期估計數計 1,576

萬元，獲取農委會中央補助計 655 萬 4 千元及採購契約違約金計 70 萬 7 千元。補助

團體生產、集貨或其他保鮮儲存設備案件因協助農民團體多向農委會爭取補助經費

等，賸餘 2,323 萬 7 千元。一般建築及設備保留 314 萬至 108 年度繼續執行所致。 

    

二二二二、、、、上上上上（（（（101010108888））））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 上年度預算截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1. 基金來源：預算分配數 1,206 萬 7 千元，至 6 月 30 日止實際執行數 4,583 萬 5 千元，

執行率 379.84%，主要係因申請農地變更案件收入高於預估數所致。 

2. 基金用途：預算分配數 5,378 萬 6 千元，至 6 月 30 日止實際執行數 4,416 萬元，執

行率 82.10%，補助辦理農產品批發市場營運場所改善工程計畫，因岡山果菜市場目

前進度臨時建物建照由建管處審核中。 

3.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預算分配數短絀 4,171 萬 9 千元，至 6 月 30 日止，實際數

賸餘 167 萬 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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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108)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標準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設置高雄物產館，

加強消費者對物產

館印象與對本市農

產品的認同，讓本

市農漁產品朝向精

緻化、專業化、品

牌化行銷模式經營 

POS系統營業額 設置高雄物產館行銷推廣農產品 

，截至108年6月底止，初步統計 

營業額為17,020千元，預計年度目

標20,000千元。 

推廣健康安全農

業，輔導產銷團體

及個別農戶通過產

銷履歷驗證 

農委會產銷履歷農

產品資訊網農產品

產銷履歷驗證戶數 

輔導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截至 108

年 6 月底止，初步統計產銷履歷驗

證戶數為 1,366 戶，已達成預計年

度目標 1,000 戶。 

拓展海外市場，宣

揚農產品知名度，

提升本市農產品外

銷出口量 

農委會優質供果園

登入簽審系統農特

產品海外銷售訂單

(千元) 

提升本市農產品外銷出口量，截至

108 年 6 月底止，初步統計海外銷

售訂單為 260,679 千元，預計年度

目標 385,000 千元。 

 

伍伍伍伍、、、、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無。 

 

 



 

 

 

 

 

二、預算主要表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 -29,990178,825148,835201,874

8,000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27,760 20,000 12,000

8,000農地變更回饋金收
入

27,760 20,000 12,000

10財產收入161 144 134

10利息收入161 144 134

-38,000政府撥入收入173,245 128,691 166,691

-38,000公庫撥款收入166,691 128,691 166,691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6,554 - -

-其他收入707 - -

-雜項收入707 - -

基金用途 21,433218,915240,348194,897

-1,000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9,953 14,282 15,282

-8,265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
支出

168,550 188,283 196,548

30,698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16,394 37,783 7,085

本期賸餘(短絀) -51,423-40,090-91,5136,977

期初基金餘額 -3,022173,255170,233203,346

解繳公庫 ----

期末基金餘額 -54,445133,16578,720210,323

5

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合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註：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91,513

調整非現金項目 -35,163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60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35,223

-126,676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5,695

減少其他負債 -5,695

-5,695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32,371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211,091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8,720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



 

 

 

 

 

三、預算明細表 



科目及業務項目 數　量
(業務量)

金　　額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利(費)率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 - 20,000

農地變更回饋金收入 - - 20,000 1.依據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
分配利用辦法獲撥回饋金。本(109)
年預計獲撥108年度回饋金20,000
千元。

財產收入 - - 144

利息收入 - - 144 1.農地變更回饋金定期存款利息
:28,000,000元X利率0.42%及專戶存
款利息約計144千元。

政府撥入收入 - - 128,691

公庫撥款收入 - - 128,691 公庫撥入農業發展基金。

7

總　　　計 148,835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14,282 15,2829,953

用人費用 1,748 1,7481,713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257 1,2571,257

約僱職員薪金 1,257 1,2571,257 辦理農地管理業務約僱人員3人薪資
:3人X34,916元X12月=1,256,976元。

超時工作報酬 50 5019

加班費 50 5019 趕辦業務超時工作加班費。

獎金 157 157153

年終獎金 157 157153 約僱人員3人年終獎金:3X1.5月
X34,916元=157,122元。

退休及卹償金 75 7577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75 7577 辦理農地管理業務約僱人員3人退休
及離職儲金:3人X2,095元X12月
=75,420元。

福利費 209 209207

分擔員工保險費 161 161159 約僱人員3人保險費:3人X4,375元X12
月=157,500元。二代健保34,916X1.5
月X3人X1.91%=3,001元。

其他福利費 48 4848 約僱人員3人休假補助:3人X16,000元
=48,000元。

服務費用 5,580 6,5803,304

郵電費 100 10028

郵費 28 28- 寄送各項農業業務文件郵資。

電話費 72 7228 辦理農務與農地管理業務電話費用。

旅運費 40 4022

國內旅費 40 4022 辦理各項違規農地查緝及農務管理業
務開會、研習等差旅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 40-

印刷及裝訂費 30 30- 辦理農務業務申請表冊等印刷及裝訂
費。

業務宣導費 10 10- 辦理農務推廣輔導業務、農業政策宣
導費用，如宣導手冊折頁、宣導品等
。

一般服務費 5,000 6,0003,254

外包費 5,000 6,0003,254 1.辦理農務推廣業務相關規劃、記者
會、說明會等事宜委外費用600千元
。
2.本市市有農地管理費用及委託勞務
採購業務4,000千元。
3.僱用保全巡查人員巡查市有土地經
費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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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專業服務費 400 400-

法律事務費 100 100- 委託辦理市有土地管理訴訟相關費用
100千元。

其他專業服務費 300 300- 辦理農務推廣輔導業務30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10 10-

用品消耗 10 10-

辦公（事務）用品 10 10- 電腦耗材、文具用品、紙張等相關費
用。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
續費

144 144160

機器租金 144 144160

機械及設備租金 144 144160 影印機及掃描機租金。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6,800 6,8004,776

捐助、補助與獎助 6,800 6,8004,776

捐助國內團體 6,800 6,8004,776 建構穩定生產基地，擴大農業經營規
模，補助本市農會、合作社、產銷班
等辦理下列業務:
1.提昇生產栽培管理效能，補助各類
生產材料、物品相關經費2,300千元
。
2.有機農業生產專區租金費用500千
元。
3.改善農業生產設備，補助各類溫網
室及農業機具等費用(資本門)500千元
。
4.推動農地活化、集團產區及擴大經
營規模等相關經費1,000千元。
5.辦理農作物品質管理及競賽等相關
經費1,000千元。
6.辦理農業性產業文化推廣等費用
1,500千元。

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188,283 196,548168,550

用人費用 5,349 5,3492,655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3,998 3,9981,945

聘用人員薪金 1,903 1,903563 辦理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業務聘用人
員薪資：3人*52,872元*12月
=1,903,392元。

約僱職員薪金 2,095 2,0951,382 辦理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業務約僱人
員薪資：5人*34,916元*12月
=2,094,960元。

獎金 500 500272

年終獎金 500 500272 聘用人員3人及約僱人員5人年終獎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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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退休及卹償金 240 240117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240 240117 1.聘用人員3人離職儲金：3人*3,172
元*12月=114,192元。
2.約僱人員5人退休及離職儲金：5人
*2,095元*12月=125,700元。

福利費 611 611321

分擔員工保險費 483 483266 1.聘用人員3人保險費：3人*5,846元
*12月=210,456元。
2.約僱人員5人保險費：5人*4,375元
*12月=262,500元。
3.二代健保聘用人員3人*52,872X1.5
月X1.91%=4,544元。
4.二代健保約僱人員5人*34,916X1.5
月X1.91%=5,002元。

其他福利費 128 12855 聘用及約僱人員休假補助:8人*16,000
元=128,000元。

服務費用 109,706 117,076109,891

郵電費 60 60-

郵費 10 10- 郵資。

電話費 50 50- 電話費用。

旅運費 1,058 1,0583,684

國內旅費 78 7819 辦理各類穩定本市農產品產銷機制業
務參與會議、研習等差旅費。

國外旅費 820 8203,371 1.參加「2020波灣國際食品展」及辦
理中東地區拓銷計畫5天4人80千元。
2.參加「2020東京國際食品展」5天5
人78千元。
3.辦理高雄農特產品及其加工品加拿
大拓銷計畫10天4人282千元。
4.辦理熱帶水果及農產加工品東南亞
拓銷活動5天5人80千元。
5.型農培訓荷蘭及東協等國家農業六
級產業參訪10天2人160千元。
6.新加坡及東協等國家推介會推廣農
村旅遊拓銷5天2人70千元。
7.拓展本市農村旅遊參加日本推介會
5天2人70千元。

大陸地區旅費 160 160295 1.辦理香港地區農村旅遊拓銷及推廣
5天2人80千元。
2.參加中國大陸展覽會5天2人40千元
。
3.辦理中國大陸拓銷活動計畫5天4人
40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8,325 51,95837,446

印刷及裝訂費 25 5018 辦理產銷調節業務申請表冊等印刷及
裝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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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業務宣導費 48,300 51,90837,428 1.為輔導轄內畜禽品產銷辦理整合行
銷、宣導推廣、品牌形象及文宣品設
計製作、媒體宣傳規劃執行等費用
600千元。
2.為輔導轄內農特產品產銷辦理行銷
、推廣、品牌建立及其他措施相關費
用：
(1)針對易產銷失衡農產品辦理農糧智
慧監測、大數據分析及加強媒體宣傳
計畫8,682千元。
(2)規劃及推廣本市農產品品牌及高雄
首選品牌1,390千元。
(3)規劃本市綠色(友善)餐廳及推廣本
市餐飲業者使用在地食材業務2,000
千元。
(4)鼓勵本市友善企業採用在地食材業
務800千元。
(5)辦理食農教育在地食材體驗推廣計
畫4,000千元。
(6)推廣本市特色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結
合實體及電商平台延伸至各消費群
5,928千元。
(7)參與台北及高雄國際食品展設置高
雄物產館5,000千元。
3.推動農產品南南合作與外銷布局，
強化農產對外貿易工作：
(1)辦理農特產品海外拓銷業務10,000
千元。
(2)參加日本、德國、中國食品展或其
他地區國際性農業(食品)展7,000千元
。
4.規劃及執行本市農業人力結構調整
計畫2,000千元。
5.辦理防範重大動物傳染病社會教育
等相關宣傳、座談、宣導品、設計等
費用900千元。

一般服務費 - -156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 -156

專業服務費 60,263 64,00068,605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200 246- 邀請專家學者專業執照人員出席審查
會議或協助動物防疫、食品安全業務
專業服務出席費100人次×2千元
=200千元。

其他專業服務費 60,063 63,75468,605 1.建構安全生產環境，強化農業安全
驗證工作：
(1)辦理農作物安全生產專業技術輔導
800千元。
(2)辦理農產品產銷履歷等安全農業驗
證推廣及檢驗工作6,900千元。
(3)辦理荔枝椿象等生物防治工作
1,2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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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2.培訓青年農民暨軟實力輔導工作：
(1)小農整合-供應鏈輔導6,000千元。
(2)辦理青年農民培育方案7,000千元
。
3.推展植樹造林、落實里山倡議、推
動野生動物保育與生物多樣性工作：
(1)深水苗圃經營委託勞務管理費用
31,800元*12月*7人=2,672千元。
(2)生態保育辦理苗木發放、植樹、宣
傳等事務686千元。
(3)深水苗圃環境整理維護(排水溝設
置、倉庫設置、農塘清淤、邊坡整治
、苗木搬運、垃圾清運、緊急災害搶
修、溫室維護等)經費1,000千元。
(4)為永續農業執行里山倡議及生物多
樣性保育推廣、調查及國土生態保育
綠色網路建置地質公園及特產行銷輔
導計畫(含配合款)1,340千元。
(5)辦理封溪巡查、溪流環境維護、宣
導工作等513千元。
(6)野生動物救援委託勞務服務4人
×40,000元×12月=1,920千元。
(7)野生動物夜間緊急救傷診療工作委
託勞務每月10件×2,000元診療費
×12月=240千元。
4.高雄物產館營運、管理及行銷推廣
費用：蓮潭旗艦店18,000千元。
5.推動農村再生社區發展、輔導農村
休閒觀光產業工作：
(1)一日農夫、休閒農業區、農村再生
、休閒農場、網路服務行銷經營等各
項行銷推廣費用4,500千元。(含配合
款)
(2)高雄農村總合計畫、媒合協力根留
農村工作、農村旅遊與旅宿業等跨領
域合作工作6,000千元。(含配合款)
6.辦理加強動物防疫與保護工作：
(1)協助辦理動物疾病檢驗、狂犬病疫
苗預防注射工作、疫苗晶片犬牌管理
及狂犬病資料管理等工作。33,000元
X12月X2人=792千元。
(2)委託辦理狂犬病資訊管理及業務資
料費10元/筆X50,000筆=500千元。

材料及用品費 3,740 3,1402,748

用品消耗 3,740 3,1402,748

農業與園藝用品及環境
美化費

1,400 800471 1.深水苗圃苗木、種子及資材(培養土
、穴植盆、栽植盆、肥料等培植苗木
)600千元依實際需要分批或零星採購
。
2.果實蠅等蟲害生物防治黏板700千
元。
3.火鶴花等作物病蟲防治藥劑、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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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衣等100千元。

醫療用品（非醫療院所
使用）

2,340 2,3402,277 1.防範非洲豬瘟、禽流感、牛流行熱
用消毒藥劑及誘蟲燈(殺滅病媒蚊-糠
蚊)960千元。
2.辦理狂犬病所需消毒藥劑、麻醉藥
品、口罩、手套、採血針筒、項圈、
犬牌、晶片、疫苗等費用共1,300千
元。
3.公費人類狂犬病疫苗注射費80千元
。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69,488 70,98353,257

捐助、補助與獎助 69,488 70,98353,257

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6,300 6,7006,455 1.補助學校或弱勢(非營利)團體辦理
在地食材之捐助活動350千元。
2.活化農地推動冬季裡作景觀作物計
畫經費5,950千元。

捐助國內團體 60,273 61,38344,587 1.輔導轄下農民團體推動安全農業與
驗證工作：
(1)提昇本市植物防疫補助各農民團體
各項農業性防疫性資材1,800千元。
(2)鼓勵農民參與安全農產制度補助本
市農民團體申請並通過產銷履歷驗證
或相關驗證補助(含追蹤驗證)840千元
。
(3)補助農藥生化檢驗儀器電腦條碼機
等設備(資本門)500千元。
2.加強推動各項農產品契作與生產專
區，建構穩定的生產基地：
(1)推動辦理農作物契作計畫750千元
。
(2)推動農作物品種更新計畫300千元
。
(3)補助農民團體各項農業性友善耕作
及有機農業生產資材費用1,440千元
。
(4)補助農民團體、產銷班各項農業產
銷及智慧農業自動化設備6,023千元
。(資本門)
(5)補助水稻產業輔導推廣及公糧運費
補助4,000千元。
3.補助本市畜禽產業團體協會及農民
團體辦理下列事項費用3,600千元
(1)協助畜禽品產銷調節，辦理促銷、
宣導品嘗、產業體驗、食農教育、品
牌畜禽產品推廣活動等。
(2)建立在地安全品牌、開發特色畜禽
產品、協助形象規劃宣傳行銷等。
(3)畜禽戶通過相關安全驗證補助、畜
產食安溯源制度宣導推廣等。
(4)提升畜牧生產效能穩定產銷、推動
畜牧循環經濟、廢污再利用及再生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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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能、加強死廢畜禽清運、導入自動化
及智慧農業、辦理教育研習觀摩等。
4.補助畜禽產業團體、農民團體或畜
牧場高效能畜禽廢棄物處理設備
1,200千元(資本門)。
5.健全農產品物流體系，強化產銷調
控功能：
(1)補助農會、產銷班及合作社等團體
建立優質物流體系，生產、集貨、分
級、選別運銷、加工、包裝、興建冷
藏冷凍及冷鏈系統及其他保鮮儲存設
備10,000千元。(資本門)
(2)協助香蕉、荔枝、木瓜、棗、梅及
李或其他農特產品收購加工3,500千
元。
(3)鼓勵荔枝、木瓜、番石榴、蜜棗、
芒果、火鶴花、文心蘭或其他具外銷
潛力之農特產品外銷4,600千元。
6.健全農村社區、農民團體各項輔導
功能與軟實力，增進服務量能：
(1)補助農村社區、農民團體辦理農村
再生計畫，休閒農業行銷推廣、教育
訓練等費用7,000千元。
(2)補助農會辦理推廣、會務、選務、
家政、四健、觀摩、傑出農民選拔表
揚等費用1,500千元。
(3)補助優良農民、農民團體參加國外
會議、會展、先進國家觀摩等交流活
動費用720千元。
(4)補助農民團體各項事業體、推廣、
保險等所需設備、設施6,000千元。(
資本門)
7.補助農村社區辦理僱工購料等軟體
計劃1,500千元。
8.補助辦理農產品批發市場營運場所
改善工程計畫5,000千元。

捐助個人 2,915 2,9002,214 1.推動辦理農作物契作計畫750千元
。
2.鼓勵荔枝、木瓜、番石榴、蜜棗、
芒果、火鶴花及文心蘭等外銷2,000
千元。
3.保障農民生計降低猴害，補助本市
農民防治猴害電圍網架設等165千元
。(資本門)(配合林務局補助款)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7,783 7,08516,394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37,783 7,08516,394

購建固定資產 37,783 7,08516,394

興建土地改良物 - -5,135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
備

34,783 4,0009,380 1.辦理農產品公有批發市場營運場所
改善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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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1)旗山肉品批發市場營運場所修繕
7,099千元。
(2)高雄及大樹果菜批發市場營運場所
修繕21,887千元。
2.辦理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店營運場
所修繕5,797千元。

購置機械及設備 - -1,524

購置雜項設備 3,000 3,085356 農村再生社區及休閒農業區設施工程
3,000千元。(含配合款)

15

總　　　計194,897 240,348 218,915



 

 

 

 

 

四、預算附表 



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14,282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年 14,282,000 1

188,283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年 188,283,000 1

37,783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年 37,783,000 1

合　　　計 240,348

16



 

 

 

 

 

五、預算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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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273,521 78,720 211,151 -132,431

273,521 78,720 211,151 -132,431流動資產

273,461 78,720 211,091 -132,371現金

273,461 78,720 211,091 -132,371銀行存款

60 - 60 -60預付款項

60 - 60 -60預付費用

資產總額273,521 78,720 211,151 -132,431

負債63,198 - 40,918 -40,918

56,265 - 35,223 -35,223流動負債

56,265 - 35,223 -35,223應付款項

56,265 - 35,223 -35,223應付代收款

6,933 - 5,695 -5,695其他負債

6,933 - 5,695 -5,695什項負債

6,933 - 5,695 -5,695存入保證金

基金餘額210,323 78,720 170,233 -91,513

210,323 78,720 170,233 -91,513基金餘額

210,323 78,720 170,233 -91,513基金餘額

210,323 78,720 170,233 -91,513累積餘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273,521 78,720 211,151 -13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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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說　　明數量 預(決)算數

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年 1 14,282,000.00 14,282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年 1 188,283,000.00 188,283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上年度預算數

年 1 15,282,000.00 15,282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年 1 196,548,000.00 196,548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前年度決算數

年 1 9,953,000.00 9,953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年 1 168,550,000.00 168,550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106年度決算數

年 1 11,769,000.00 11,769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年 1 165,039,000.00 165,039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105年度決算數

年 1 9,810,000.00 9,810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年 1 169,625,000.00 169,625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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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說 　　　明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總　　計 11 - 11

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員工人數彙計表

單位 ：人

專任人員 11 - 11

聘用人員 3 - 3 薪點280-424

約僱人員 8 - 8 薪點280

19

1.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計畫:勞務承攬預計人數1人。
2.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計畫:勞務承攬預計人數13人。

註：



科　　目 年　終
獎　金

其　他

正式員
額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　　　　　　　金
聘僱人
員薪資

- 5,255 50 - 657 -合　計

考　績
獎　金

-

高雄市政

中華民國

高雄市農業

用人費用

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 1,257 50 - 157 --

-正式人員 - - - - --

-聘僱人員 1,257 50 - 157 --

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 3,998 - - 500 --

-聘僱人員 3,998 - - 500 --

20

勞務承攬：一、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外包費：僱用保全巡查人員巡查市有土地經費400千元。二、農業發展與產註：
驗、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工作、疫苗晶片犬牌管理及狂犬病資料管理等工作792千元。3.野生動物救援委託勞務



分擔保
險　費

其　他
合計

退休及卹償金

退休金 卹償金
資遣費 傷病醫

藥　費
提撥福
利　金

福　　利　　費

提繳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　計

315 - - 644 - - 176 - 7,097 7,097-

府農業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109年度

發展基金

彙計表

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75 - - 161 - - 48 - 1,748 - 1,748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正式人員 - - - - - - -- -- -正式人員

聘僱人員 - 161 - - 48 - -1,748 1,74875 -聘僱人員

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240 - - 483 - - 128 - 5,349 - 5,349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聘僱人員 - 483 - - 128 - -5,349 5,349240 -聘僱人員

21

銷調節支出-其他專業服務費：1.深水苗圃經營委託勞務管理費用2,672千元。2.協助辦理動物疾病檢
服務1,920千元。



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合計

農務與農地管理
支出

農業發展與產銷
調節支出

中華民國

高雄市農業

各　項　費　用

高雄市政

用人費用4,368 7,0974,368 7,097 7,097 5,3491,748

5,255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257 3,9983,202 5,255

1,903 - 1,903563 1,903 聘用人員薪金

3,352 1,257 2,0952,639 3,352 約僱職員薪金

50超時工作報酬 50 -19 50

50 50 -19 50 加班費

657獎金 157 500424 657

657 157 500424 657 年終獎金

315退休及卹償金 75 240194 315

315 75 240194 315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820福利費 209 611528 820

644 161 483426 644 分擔員工保險費

176 48 128103 176 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113,195 123,656113,195 123,656 115,286 109,7065,580

160郵電費 100 6028 160

38 28 10- 38 郵費

122 72 5028 122 電話費

1,098旅運費 40 1,0583,707 1,098

118 40 7841 118 國內旅費

820 - 8203,371 820 國外旅費

160 - 160295 160 大陸地區旅費

48,365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 48,32537,446 51,998

55 30 2518 80 印刷及裝訂費

48,310 10 48,30037,428 51,918 業務宣導費

5,000一般服務費 5,000 -3,410 6,000

5,000 5,000 -3,254 6,000 外包費

- - -156 -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60,663專業服務費 400 60,26368,605 64,400

100 100 -- 100 法律事務費

200 - 200- 246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60,363 300 60,06368,605 64,054 其他專業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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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109年度

發展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府農業局

用人費用 -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聘用人員薪金 -

約僱職員薪金 -

超時工作報酬 -

加班費 -

獎金 -

年終獎金 -

退休及卹償金 -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福利費 -

分擔員工保險費-

其他福利費 -

服務費用 -

郵電費 -

郵費 -

電話費 -

旅運費 -

國內旅費 -

國外旅費 -

大陸地區旅費 -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印刷及裝訂費 -

業務宣導費 -

一般服務費 -

外包費 -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專業服務費 -

法律事務費 -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

其他專業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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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合計

農務與農地管理
支出

農業發展與產銷
調節支出

中華民國

高雄市農業

各　項　費　用

高雄市政

材料及用品費2,748 3,1502,748 3,150 3,750 3,74010

3,750用品消耗 10 3,7402,748 3,150

10 10 -- 10 辦公（事務）用品

1,400 - 1,400471 800 農業與園藝用品及環境美
化費

2,340 - 2,3402,277 2,340 醫療用品（非醫療院所使
用）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160 144160 144 144 -144

144機器租金 144 -160 144

144 144 -16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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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4 7,08516,394 7,085 37,783 --

37,783購建固定資產 - -16,394 7,085

- - -5,135 - 興建土地改良物

34,783 - -9,380 4,000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

- - -1,524 - 購置機械及設備

3,000 - -356 3,085 購置雜項設備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58,032 77,78358,032 77,783 76,288 69,4886,800

76,288捐助、補助與獎助 6,800 69,48858,032 77,783

6,300 - 6,3006,455 6,700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

67,073 6,800 60,27349,363 68,183 捐助國內團體

2,915 - 2,9152,214 2,900 捐助個人

218,915 合　計 240,348 14,282 188,28319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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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109年度

發展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府農業局

材料及用品費 -

用品消耗 -

辦公（事務）用品-

農業與園藝用品及環境美
化費

-

醫療用品（非醫療院所使
用）

-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

機器租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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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83

購建固定資產37,783

興建土地改良物-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34,783

購置機械及設備-

購置雜項設備3,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

捐助、補助與獎助-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

-

捐助國內團體 -

捐助個人 -

37,783 - - - - -

25



項　　　　　　目 辦理年度 說 　　　　　明金　額

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補辦預算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930

動支基金餘額辦理108年度高雄市農

產業資訊共通平台之硬體購置計畫經

費93萬元，依據108年5月31日高市府

農務字第10831405400號函核准補辦

預算。

高雄市農產業資訊共通平台之軟硬
體購置計畫

10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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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項　　　目 期末餘額減少增加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本年度累計
折舊/

長期投資評
價變動數

本年度變動
以前年度累

計折舊/
長期投資評

價 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非理財目的之
長期投資

土地

土地改良物 14,498 -8,500 -2,408 3,590

房屋及建築 23,213 -2,256 34,783 -924 54,816(1)增置

機械及設備 22,821 -11,289 -4,217 7,315

交通及運輸設
備

163 -128 -20 15

雜項設備 3,729 -212 3,000 -103 6,414(1)增置

購建中固定資
產

177 177

電腦軟體

權利

遞耗資產

其他

合　　計 64,601 -22,385 37,783 -7,672 7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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