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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反覆與國際能源及原物料供需

秩序影響，根據全球主要研究機構預測，本（112）年全球經濟

成長放緩，為因應全球政治經濟情勢變化，國營事業亦將配合政

府政策持續推動重大投資計畫，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推升國家

整體競爭力。 

國營事業配合政府政策，本年度將持續積極投資各項建設，

包括推動能源轉型，確保供電穩定；加速水資源建設，增進穩定

供水；維持物價穩定，促進金融交易安全；優化交通建設，確保

行車安全等，以落實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2條所定，發展國家資本，

促進經濟建設及便利人民生活之目的。 

國營事業為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12 條及預算法第 4 條所稱之

營業基金，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 條規定，包括 1.由中央政府獨

資經營者；2.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中央政府與人民合資

經營者；3.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中央政府

資本超過 50％者，並依預算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編製附

屬單位預算或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本院施政方針、預算籌編原則及編製辦

法暨本院依預算法第 85 條規定核定之事業計畫總綱，據以擬訂

總 說 明甲 

前  言壹 



總說明  2 

 

 

其主管範圍內之事業計畫，分別指示所屬事業擬訂業務計畫及擬

編預算。 

各事業編製完成之附屬單位預算，本院主計總處依預算法第

45 條及第 46 條規定，彙案編成本綜計表，加具說明，隨同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提報本院會議通過後，由本院送請貴院審議。至各

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係以編製合併報表方式，併入各投資事

業之附屬單位預算表達。以下就事業計畫總綱及預算籌編原則、

預算概要、預算編製重要事項，加以說明。 

 

 

一、事業單位 

本年度國營事業計有 22 單位，編製附屬單位預算者 15

單位，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 7 單位，與上年度相

同，業務範圍涵蓋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運輸及倉儲業、金融及保險業等行業別（如圖

1）。其中台灣中油公司已於以前年度編列移轉民營預算，而

尚未執行，倘能於本年度預算期間順利完成移轉民營，將自

移轉民營之日起，停止執行其附屬單位預算，並辦理決算。 

 

  

事業計畫總綱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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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中油公司：積極拓展探勘合作，掌握自主油源；多元採購分

散進口油氣來源，確保油氣供應穩定；發揮品牌價值，強化精緻

服務，加油站轉型多元能源供應站；配合政府能源政策，持續推

動天然氣輸儲設施增擴建計畫，完備輸氣網絡；加強管線檢測維

護，確保輸送安全；配合石化業轉型與循環經濟，發展綠色創新

材料。 
3 . 台 灣 自 來 水 公 司 ：  

 

 

 
 圖 1  112 年度國營事業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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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4.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2.台 灣 糖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台 灣 中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濟 部 

1 

10.臺 灣 菸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9 .財 政 部 印 刷 廠 

財 政 部 

6.中 國 輸 出 入 銀 行 

7 .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6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12.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13.臺 灣 港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4.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交 通 部 

1.中 央 造 幣 廠 

2.中 央 印 製 廠 

行 政 院 1.中 央 銀 行 

3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1.中 華 郵 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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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業計畫總綱 

本院依預算法第 85 條規定核定之事業計畫總綱，為各

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其主管範圍內之事業計畫，指示所

屬各事業擬訂業務計畫並據以擬編預算之依據。本院配合

施政方針，訂定本年度事業計畫總綱，主要內容摘述如下： 

 

 

 

 

 

 

 

 

 

 

 

 

 

 

 

 

 

 

製造業 

台灣中油公司 

 

拓展探勘合作，確保油氣供應穩定 

增擴建天然氣輸儲設施 

加強管線檢護，確保輸送安全 
強化產銷輸儲能量，提升調度效益 

台灣糖業公司 

 

加強研究創新及新產品開發 

創造資產價值，多元活化資產 

不動產管理資訊化，提高管理效益 

臺灣菸酒公司 

 

推動事業創新轉型，提升競爭力 

提供信賴、安心、高品質產品 
聚焦利基產品，拓展海外市場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台灣電力公司 

 

強化電網韌性，確保穩定供電 
配合能源政策，推動低碳能源措施 
發展智慧電網，建置儲能系統 

規劃核電廠除役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台灣自來水公司 

 
落實新水源開發，加強穩定供水 

改善無自來水地區用水環境，提高

供水普及率 

強化緊急應變機制，降低停水風險 

強化水質監(檢)測，確保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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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倉儲業 
 

深耕港埠核心事業 

致力港口軟硬體升級，提升競爭力 

推動數位轉型，提升港口安全與效率 

多元布局，打造離岸風電產業基地 

臺灣港務公司 

 
臺灣鐵路管理局 

更新車路設施，確保行車安全 

建構便捷運輸服務，推動無縫運輸 

加強城際通勤運輸，促進鐵道觀光 

異業結盟，創造效益與附加價值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持續執行防疫措施 

辦理第三航廈等基礎建設，完善國門

設施  

積極招商帶動桃園航空城發展 

加強設施改善，提升國際機場評比排

名 
 

金融及保險業 

中央銀行 

維持物價穩定及金融穩定，協助經

濟發展 

強化外資進出管理機制，維護外匯

市場秩序 

中華郵政公司 

整合郵政物流、金流及資訊流功能 

發展智慧物流及數位金融，擴大經

營利基 
提升郵政資金運用效益，活化資產
管理 

 

累積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 

加強場外監控及法定事項查核機制 

加強金融安全網功能 

執行經營不善要保機構之退場任務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開發新種金融商品，推展多元業務 

落實風險管理，強化授信風險控管 

推動數位金融，創新金融服務應用 

辦理專案貸款，協助中小企業及新

創重點產業資金需求 

國營金融機構（臺灣金融控

股公司、臺灣土地銀行、中國輸

出入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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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善運用國營事業整體資源，增進經營效能，強化財務

管理，經審酌經濟環境，訂定本年度各事業共同之預算籌編原則，

摘述如下： 

一、各事業應結合永續發展理念，擬定長期努力之願景及達成該

願景之中程策略目標，並與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結合，且本

企業化經營原則，提升經營績效，除負有政策性任務者外，

以追求最佳盈餘為目標。 

二、各事業應落實計畫預算制度，依核定計畫編列預算，績效不

彰之計畫及不經濟或無必要之支出，均不得編列預算。 

三、各事業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專案計畫、資金轉投資計畫及

其他重大投資計畫應妥作可行性評估，核實成本效益分析，

擬具計畫依規定程序報核，並建立計畫管控及風險管理機

制；其預算之編製，應依核定計畫，衡酌工程或投資進度、

財務狀況及執行能力，據以核實編列年度預算。重要公共工

程建設及重大新興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與替代方案及

其成本效益分析，且確實評估未來營運、維修成本等財務之

可行性，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四、各事業應積極活化閒置、低度利用及不經濟使用之不動產，

發揮資產運用效益，並加強財務管理及現金調度，提高資金

運用效能。 

預算籌編原則參 



總說明 7 

 

 

五、各事業應強化各項債務管理措施，因業務需求所舉借之債務 

，應具備可靠之償還財源，並靈活調度資金，降低利息負擔。 

六、各事業應配合政府政策，善盡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之企業社

會責任，並與社會大眾溝通協調，避免環保糾紛，有助於重

大建設之順利進行。 

 

 

依預算法第 85 條規定，國營事業預算之主要內容，包括營

業收支之估計、盈虧撥補之預計、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長

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資金之轉投資及其盈虧之估計等。營業收

支之估計，主要係預估本年度之經營成果，即營業收入、支出與

淨利等；盈虧撥補之預計，主要係預估本年度國營事業經營所獲

盈餘之分配與虧損之填補等事項；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長

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資金之轉投資及其盈虧之估計，則屬現金

流量項目之一。 

茲就本綜計表之營業收支、盈虧撥補、現金流量等綜計情形

分別說明如下： 

一、營業收支之預計 

國營事業各項收支金額龐大，茲將本院核列本年度預

算之主要產銷營運目標、營業收支及損益情形分別說明如

下： 

(一)主要產銷營運目標 

預算概要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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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銷營運目標 單位 本年度 上年度 增減
(%) 說明 

電力 
銷售 億度 2,475.2 2,306.8 7.3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增加

所致。 
發購電 億度 2,593.8 2,419.7 7.2 

成品天然氣 
銷售 

億立方

公尺 
257.7 234.3 10.0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增加

所致。 
生產 

億立方

公尺 
262.6 238.7 10.0 

液化石油氣 
銷售 萬公噸 51.9 52.9 -1.7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減少

所致。 

生產 萬公噸 35.5 33.4 6.3 
主要係預計進口量減少，增

產因應所致。 

石油燃料 
銷售 萬公秉 2,018.8 2,034.9 -0.8 

主要係預計外銷需求減少

所致。 

生產 萬公秉 1,903.3 1,902.9 0.02 
主要係預計煉油量增加所

致。 

石油化學品 
銷售 萬公噸 347.5 381.9 -9.0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減少

所致。 

生產 萬公噸 311.5 346.5 -10.1 
主要係工場維修天數較上

年度增加所致。 

給水 
銷售 

億立方

公尺 
26.4 26.3 0.2 

主要係預計用水需求增加

所致。 

生產 
億立方

公尺 
33.2 33.4 -0.5 

主要係配合用水需求及漏

水率改善所致。 

砂糖 
銷售 萬公噸 34.6 35.0 -1.1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減少

所致。 

生產 萬公噸 3.8 3.8 - 與上年度相同。 

豬隻 

銷售 萬公噸 2.6 2.5 6.7 
主要係海外分公司畜殖場

復養所致。 
生產 萬公噸 3.6 3.4 6.0 

郵件 運遞 億件 17.4 18.0 -3.0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減少

所致。 

存款 
平均 
餘額 

兆元 28.2 29.5 -4.2 
主要係預計營運量減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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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銷營運目標 單位 本年度 上年度 增減
(%) 說明 

放款 
平均  
餘額 

兆元 9.4 9.2 2.2 
主要係預計營運量增加所

致。 

保險 營運值 億元 1,336.6 1,339.3 -0.2 
主要係調整保險商品，保險

收入減少所致。 

菸 
銷售 萬箱 96.2 98.9 -2.7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減少

所致。 
生產 萬箱 88.4 93.5 -5.5 

酒 
銷售 萬公石 455.4 450.1 1.2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增加

所致。 
生產 萬公石 454.7 449.4 1.2 

鐵路客運 營運量 
億延人

公里 
107.2 111.8 -4.2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減少

所致。 

鐵路貨運 營運量 
億延噸

公里 
5.2 5.0 3.5 

主要係預計市場需求增加

所致。 

海運裝卸 營運量 
億計費

噸 
7.4 7.4 - 與上年度相同。 

船舶停泊 營運量 萬艘時 409.2 398.0 2.8 
主要係預計載運船舶增加

所致。 

曳船 營運量 萬小時 7.9 7.9 - 與上年度相同。 

機場旅客服

務 
營運量 萬人次 995.1 952.9 4.4 

主要係預計旅客服務量增

加所致。 

(二)營業收支及損益（詳表 111、114、115 及如圖 2、3、4） 

本年度營業總收入 3 兆 1,465.2 億元，營業總支出 3 兆

2,299.9 億元，收支互抵後，稅後淨損 834.7 億元，與上年

度預算淨利 1,986.2 億元比較，由盈轉虧，主要係台灣電力

公司預計本年度購電支出大幅增加，以及國際燃料價格上

漲，電價調整未能足額反映成本，由上年度預算淨利 53.2

億元轉為淨損 2,785 億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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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2,000

24,000

26,000

28,000

30,000

32,000

34,000

營業總收入

31,465
營業總收入

25,359

淨損

835

營業總支出

32,300

淨利

1,986

營業總支出

23,373

112 111 年度

億元

銷售收入

68.2%

淨損

2.6%

金融保險收入

24.2%

勞務收入

2.1%

營業外收入

0.9%
其他營業收入

1.9%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利

益之份額 0.1%

圖 2 112 年度收支及損益概況 

圖 3 112 年度收入及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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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盈虧撥補之預計 

國營事業本年度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 15 單位中，除中

央存款保險公司因收支結餘悉數提列準備，淨利無列數外，

獲有盈餘者 9 單位，虧損者 5 單位。其盈虧撥補預計如下： 

(一)盈餘分配（詳表 121） 

1.可分配盈餘 

本年度預算獲有盈餘事業之淨利總額 2,065.4 億元，

連同累積盈餘 738.7 億元、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500 億元、公積轉列數 16.3 億元，以及其他綜合損益轉入

數 28.4 億元，共有可分配盈餘 3,348.8 億元。 

2.按分配項目（如圖 5） 

填補虧損 528.4 億元，提存公積 564.9 億元，撥付股

（官）息紅利 2,057 億元，分配航港建設基金 23.6 億元，

銷售成本

74.0%

金融保險成本

16.3%

所得稅費用

0.3%營業費用

4.3%

勞務成本

2.5%

其他營業成本

0.8%
營業外費用

1.8%

圖 4 112 年度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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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撥地方政府 14.2 億元，留存各基金未分配盈餘 160.7 億

元。 

3.按分配對象（如圖 6） 

中央政府共得2,053.3億元，地方政府共得 14.2億元，

其他政府機關共得 25.3 億元，民股股東共得 2 億元。 

留存事業機關 1,254 億元，包括填補虧損 528.4 億元，

提存法定公積 402.2 億元、特別公積 162.7 億元，未分配

盈餘 160.7 億元。 

(二)虧損填補（詳表 121） 

本年度預算發生虧損事業之淨損總額為 2,900.1 億元，

係台灣中油公司、台灣電力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臺灣鐵

路管理局及桃園國際機場公司之經營虧損。本年度預算淨

損連同以前年度累積虧損 2,649.1 億元，以及其他綜合損益

轉入數 24.9 億元，共有待填補虧損 5,574.1 億元，除撥用盈

餘 528.4 億元及撥用特別公積 51.5 億元填補外，尚有待填

補之虧損 4,994.2 億元，留待以後年度填補，包括台灣中油

公司 212.3 億元、台灣電力公司 4,639.3 億元及桃園國際機

場公司 142.6 億元。 

(三)繳庫盈餘（詳表 124） 

本年度預算各事業可分配盈餘經分配結果，應繳納國

庫額為 2,053.3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024.1 億元，增加

29.2 億元，約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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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付股（官）息紅利

61.4%

提存公積

16.9%

填補虧損

15.8%

未分配盈餘

4.8%

分配航港建設基金及

提撥地方政府 1.1%

中央政府及

地方政府

61.7%

留存事業機關

37.4%

其他政府機關

0.8%
民股股東

0.1%

圖 5 112 年度盈餘分配－按分配項目分 

圖 6 112 年度盈餘分配－按分配對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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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現金之流量（詳表 131、如圖 7） 

國營事業本年度預算現金之運用，係按營業、投資及

籌資等活動，分別表達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流量情形。本年度

營業、投資及籌資等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99.5 億元，加計匯

率影響數現金流入 290.1 億元後，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190.6 億元，係期末現金 4 兆 3,985.3 億元，較期初現金 4
兆 3,794.7 億元增加之數。 

圖 7 112 年度現金流量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348.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476.0 
減少投資 14,151.3
收取利息 253.5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 67.7
收取股利 62.8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2
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0.1

增加投資 -18,873.5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296.3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增 -380.4 
流動金融資產淨增 -245.7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216.7 
增加投資性不動產 -8.7 
增加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1.2 
增加生物資產 -0.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028.4
增加長期債務 3,967.7
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2,410.5
金融債券淨增 479.7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 476.1
短期債務淨增 289.9
增加非流動金融負債 31.2
央行及同業融資淨增 19.4

發放現金股利 -2,052.0 
減少長期債務 -1,237.1 
其他負債淨減 -205.8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18.5 
支付利息 -32.6 
減少非流動金融負債 -0.1 

營業活動 4,348.1
投資活動 -8,476.0 

籌資活動 4,028.4
匯率影響數 290.1
淨現金流入 190.6

現金流出(億元) 現金流入(億元)

-20,000          -10,000           0           1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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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詳表 134、如圖 8） 

本年度預算固定資產建設、改良及擴充預計投資

3,304.7 億元，由自有資金支應部分共 2,545.3 億元，由外借

資金支應部分共 759.4 億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900.6 億元，

增加 404.1 億元，約增 13.9％，主要係台灣中油公司推動天

然氣輸儲相關計畫、台灣電力公司為穩定供電與推動綠能

建設等，增加投資所致。本年度主要投資項目包括電力擴

充、天然氣產能擴充、供給用水，以及軌道、機場、港埠等

供應民生需求與便捷大眾運輸之相關建設，對提升各國營

事業生產或服務量能、增進公共投資及促進經濟發展等，均

有重大助益。 

 

 
圖 8 112 年度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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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投資目標（詳表 141） 

由於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計畫金額龐大，故多須分

年編列預算辦理，本年度預算投資金額 3,304.7 億元，約占

現有計畫投資總額 2 兆 9,223.5 億元之 11.3％。截至本年度

預算止，各計畫累計投資金額 1 兆 4,369.1 億元，約占現有

計畫投資總額之 49.2％。茲將本年度重要新興計畫目標能

量及其完工年月概述如下： 

1.台灣中油公司 

天然氣事業部洲際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新建

地上型液化天然氣儲槽、防波堤及輸氣管線等設施，預計

120 年 12 月完成。 

2.台灣電力公司 

(1)石門抽蓄水力發電計畫，裝置容量約 44.2 千瓩，預計

122 年 5 月完成。 

(2)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計畫（第一階段區塊開發），

新建開閉所、開關場及輸電線路等設施，預計 120 年

12 月完成。 

(3)臺北及高雄中央調度中心大樓新建工程，建置與總管

理處分離之調度大樓，預計 119 年 2 月完成。  

3.台灣自來水公司 

(1)臺中至雲林區域水源調度管線改善計畫，提高中彰地

區及彰雲地區水源調度能力，預計 115 年 12 月完成。 

(2)伏流水開發工程計畫第二期，設計取水量每日約 1 萬

噸，預計 115 年 12 月完成。 

4.臺灣鐵路管理局 

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臺鐵局配合款，辦理

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工程，預計 116 年 12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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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詳表 136 及如圖 9、10） 

國營事業之長期債務，主要係用於生產與營運設備之

擴充。本年度預算預計舉借長期債務 3,969.5 億元，償還長

期債務 1,237.1 億元。舉借與償還數相抵，淨增長期債務

2,732.4 億元。 

各種債券

42.5%

國內金融機構

54.7%

各種基金

2.0%
國外金融機構

0.8%

國內金融機構

54.5%各種債券

37.8%

各種基金及應付

記帳關稅

7.7%

圖 9 112 年度長期債務舉借 

圖 10 112 年度長期債務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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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資金之轉投資（詳表 137） 

國營事業為應業務經營需要或配合政府政策，常須轉

投資於其他公民營事業。本年度計有 2 單位編列增加轉投

資預算 78.3 億元，包括： 

1.台灣糖業公司投資森霸電力公司 3.6 億元及台灣酵素公

司 1 億元。 

2.台灣中油公司投資中東地區天然氣投資計畫合資公司

73.7 億元及合資操作公司 15 萬元。 

(六)增資（詳表 138） 

國營事業為提供改善資本結構及辦理固定資產投資計

畫等之資金來源，本年度共編列增資預算 2,428.5 億元，包

括現金增資 2,410.5 億元、公積轉帳增資 18 億元，茲按股

東結構分析如下： 

1.中央政府資本 

現金增資 1,910.5 億元、公積轉帳增資 18 億元，共計

1,928.5 億元，包括： 

(1)台灣糖業公司：現金增資 2.3 億元。 

(2)台灣電力公司：現金增資 1,513.7 億元。 

(3)台灣自來水公司：現金增資 27.1 億元。 

(4)中國輸出入銀行：現金增資 20 億元。 

(5)中華郵政公司：公積轉帳增資 18 億元。 

(6)臺灣鐵路管理局：現金增資 196.9 億元。 

(7)臺灣港務公司：現金增資 0.5 億元。 

(8)桃園國際機場公司：現金增資 150 億元。 

2.其他政府機關資本 

台灣電力公司：現金增資 5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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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政府施政方針編列預算 
本院以「繁榮經濟、走向世界、造福國人」三大施政主

軸，推動各項施政。茲就國營事業本年度預算與施政方針相

關部分，重點說明如下： 

(一)擴大公共投資，持續發展經濟：為帶動經濟成長、民間投資

及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國營事業本年度預算編列公共建設

投資 2,790.6 億元，主要有： 

1.台灣電力公司辦理天然氣發電相關計畫 562.3 億元、風力

發電相關計畫 24.8 億元、水力發電相關計畫 7 億元、綠

能及地熱相關計畫 15.6 億元，以及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

輸儲相關計畫 271 億元，以推動能源轉型，確保供電穩

定。 

2.台灣自來水公司投資擴建及改善自來水供水、備援管網及

自來水減漏 139.9 億元，以及為開發新水源投資 19.1 億

元，可增進供水穩定，提高供水普及率。 

3.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車輛汰購及行車安全改善等186.5億
元，持續提升服務品質，確保行車安全。 

4.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辦理第三航廈等基礎建設及設備改善

等 126.4 億元，以提升飛航安全及服務品質。 

5.臺灣港務公司投資港埠相關建設 37.2 億元，以穩固國際

商港競爭地位，強化港埠建設及服務。 

(二)維持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為維持物價穩定及金融交易安

全，中央銀行本年度預算將採行妥適貨幣政策與總體審慎

政策，維持物價穩定及金融穩定，協助經濟發展。其他國營

預算編製重要事項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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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將協助企業及新創重點產業投融資需求，並強化授信

風險控管，提升金融交易安全。  

(三)賡續研發創新，提升競爭力：國營事業本年度編列研究發展

預算 128.9 億元，包括用於提升發電效率研究經費 73.7 億

元、油氣探勘及煉製研究經費 45.1 億元、創新金融服務相

關研究經費 3.5 億元等，可改進產銷技術，創新產品，增進

事業競爭力。 

(四)事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國營事業兼顧環境保護、社

會責任及公司治理，以追求最佳盈餘為目標，本年度預算

編列環境保護相關經費 195.2 億元，主要係辦理空氣污染

防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暨有害廢棄物

處理等工作。 

二、經營績效 

(一)盈餘增減分析 

國營事業本年度淨損 834.7 億元，與上年度預算淨利

1,986.2 億元比較，由盈轉虧，主要係台灣電力公司由上年

度預算淨利 53.2 億元轉為淨損 2,785 億元所致。 

(二)經營比率分析 

為瞭解國營事業之經營績效，除就盈餘增減金額分析

外，尚須佐以經營比率分析。由於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理

各項存款與信託資金之保險業務，不以營利為目的，其收

支結餘悉數提列準備，為使分析更臻客觀，避免扭曲分析

結果，爰以扣除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所列各項預算，作為分

析之基礎。茲就營業利益（損失）率及淨利（損）率等 2 項

經營績效指標，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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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營業利益（損失）率【營業利益（損失）除以營業收入】：

全部事業本年度預算為負 1.4％，與上年度預算正 9.4％
比較，由正轉負，至各業別比較如圖 11。 

2.淨利（損）率【淨利（損）除以營業收入】：全部事業本

年度預算為負 2.7％，與上年度預算正 8.0％比較，由正轉

負，至各業別比較如圖 12。 

1.1%

-35.0%

1.4% -0.7%

21.2%

2.6% 3.1% 3.0%
-0.3%

22.3%112年度 111年度

金融及保險業運輸及倉儲業用水供應及污染

整治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製造業

0.9%

-37.6%

-2.2% -3.3%

19.8%

2.1% 0.8% -0.5% -5.6%

20.8%112年度 111年度

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

整治業

運輸及倉儲業 金融及保險業

圖 11 各業別營業利益(損失)率 

圖 12 各業別淨利(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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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經營比率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營業利益（損失）

率及淨利（損）率，與上年度預算比較，變動幅度較大，主

要係台灣電力公司購電支出增加，以及預估國際燃料價格

上漲，電價調整未能足額反映成本所致。 

三、財政貢獻 

國營事業以促進經濟建設及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並

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提升經營績效，增裕國庫之收入。國

營事業對財政之貢獻，除分配中央及地方政府之股（官）息

紅利外，尚包括繳納各項稅捐，以及依法提撥地方政府款

項。本年度預算預計可分配政府之股（官）息紅利、繳納各

項稅捐及依法提撥地方政府款項總額 3,343.2 億元（如圖

13），其中： 

(一)分配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股（官）息紅利 2,053.3 億元，占

61.4％。 

(二)繳納各項稅捐 1,275.7 億元（其中繳納中央政府部分 1,164.1

億元，繳納地方政府部分 111.6 億元），占 38.2％，包括消

費與行為稅 1,018.3 億元、所得稅 83 億元、土地稅 85.2 億

元、特別稅課 73.7 億元及其他稅捐 15.5 億元。另本年度預

算由國營事業代徵之營業稅 509 億元及繳納規費 140.5 億

元，則未包括在內。 

(三)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規定提撥地方政府 14.2

億元，占 0.4％。 

前述本年度預算國營事業對中央政府之財政貢獻

3,217.4 億元，包括繳納中央政府股（官）息紅利 2,053.3 億

元及各項稅捐 1,164.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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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營事業資產負債表「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

整數」科目調整之說明 

(一)國營事業自 102 年度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礎編製預

算。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規定，企業因轉換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辦理

資產、負債及權益項目之重評價、重衡量或重分類等所產

生之調整數，應直接認列於保留盈餘中或更適當之其他權

益類別。國營事業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產生之權益

淨增加數，並無實質營運所得或現金流入，為符合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限制分配之精神，爰以權益項下「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科目列示，俟利益實現時，則按

原轉入比率予以迴轉分配。 

中央及地方政府

股（官）息紅利

61.4%
消費與行為稅

30.5%

所得稅

2.5%

土地稅

2.5%

特別稅課

2.2%

其他稅捐

0.5% 提撥地方政府

0.4%

圖 13 112 年度國營事業對財政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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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於「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科目已沿用近 10

年，為簡化國營事業帳務處理，並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表表達一致，以 111 年 12 月

31 日為轉換時點，該科目金額於填補虧損後，悉數提列「特

別公積」，後續於提列「特別公積」之利益實現時，依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之迴轉比率計算分派盈餘。配合該科

目轉換，本年度國營事業預算書表資產負債預計表上年度

預計數欄位已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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