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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熱浸鍍鋅防蝕技術研究基金會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05 年度 

（自 105 年 1 月 1 日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 

壹、 概況： 

（一）設立宗旨 

（二）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貳、 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已過期間應至少超過半

年以上） 

參、 營運及資金運用計劃（內含業務計畫、固定資產投資計畫、資金

轉投資計劃暨其他重要投資及理財計劃） 

肆、 預算概要 

伍、 其他

附表 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熱浸鍍鋅防蝕技術研究基金會 

壹、概況： 

（一）設立宗旨： 

1、研究熱浸鍍鋅技術 

2、推廣熱浸鍍鋅用途 

（二）組織概況： 

1、設立時間：78 年 7 月 7 日 

2、現任董事長：魏豊義 

3、現任執書長：何芳元 

4、現址：高雄市三民區水源路 18 號 5 樓 

5、設立基金總額：新台幣壹佰萬圓 

※ 組織系統圖：

 

董 事 會 

 

監 事 會 

 

董 事 長
 

執 行 長

 

秘   書   處 

 

技術推廣小組 

業務推廣小組 



貳、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已過期間應至少超過

半年以上） 

月    份 工  作  項  目 執 行 情 形

一    月 
“第 52 期熱浸鍍鋅雜誌＂出刊及寄

發。 

105.01 第 52 期鍍鋅雜誌發行 1,000

本，發送各會員及相關行政機關及

工程顧問單位。 

四    月 
“第 53 期熱浸鍍鋅雜誌＂出刊及寄

發。 

105.04 第 53 期鍍鋅雜誌發行 1,000

本，發送各會員及相關行政機關及

工程顧問單位。 

五    月 104 年度稅務申報 
105.05.30 前至國稅局上網登錄成

功 

七    月 
“第 54 期熱浸鍍鋅雜誌＂出刊及寄

發。 

105.07 第 54 期鍍鋅雜誌發行 1,000

本，發送各會員及相關行政機關及

工程顧問單位。 

十    月 
“第 55 期熱浸鍍鋅雜誌＂出刊及寄

發。 

105.10 第 55 期鍍鋅雜誌發行 1,000

本，發送各會員及相關行政機關及

工程顧問單位。 



參、營運及資金運用計劃 
 

財團法人最近年度營運及資金運用計劃 
 

財團法人名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熱浸鍍鋅防蝕

技術研究基金會 
 主管機關：經濟部

年度：105 年度 捐助機關（構）：無

起迄日期：105 年 1 月 1 日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  
 
一、營運計劃 

（一）業務計畫 
1、函報主管機關上年度決算 
2、出版『熱浸鍍鋅雜誌』（共四期） 
3、市場資訊蒐集 

（二）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狀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02 年度決算 103 年度預算 104 年度預算

1 財務收支 
  收入 ＄610 ＄528 ＄661

  支出 ＄448 ＄1,598 ＄1,755

  餘絀 ＄162 -＄1,070 -＄1,094

2 資產負債 
  資產 ＄2,257 ＄1,186 ＄1,186

  負債 ＄62 ＄62 ＄62

  淨值 ＄2,195 ＄1,124 ＄1,124

 
（三）其它：每半年至少召開一次開董監事會議 

二、資金運用計劃 
（一）固定資產投資計畫：無 
（二）資金轉投資計畫：無 
（三）其它重要投資及理財計劃：無 
 

肆、 預算概要 
 

伍、 伍、其他 



附表2

金        額 %

518,000$     業務收入 651,000$     518,000$     133,000$     26%

518,000$       捐贈收入 651,000$     518,000$     133,000$     26%

-$             委辦計劃收入 -$           -$           -$           0%

1,598,457$   業務支出 661,000$     1,598,457$   937,457-$     -59%

500,000$       委辦計劃支出 500,000$     500,000$     -$           0%

1,098,457$     管理費用 161,000$     1,098,457$   937,457-$     -85%

1,080,457-$   業務餘絀 10,000-$      1,080,457-$   1,070,457$   -99%

10,000$      業務外收入 10,000$      10,000$      -$           0%

10,000$        財務收入 10,000$      10,000$      -$           0% 銀行定存利息收入

-$                       業務外支出 -$           -$           -$           0%

-$             財務支出 -$           -$           -$           0%

-$             其它業務外支出 -$           -$           -$           0%

10,000$      業務外餘絀 10,000$      10,000$      -$           0%

1,070,457-$   本年度餘絀 -$           1,070,457-$   1,070,457$   -100%

本年度與上年度預算數比較增減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熱浸鍍鋅技術研究基金會

收支餘絀預算表

(105年1月1日至105年12月31日)

前年度決算數 科           目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附表3

小        計 合        計

本期餘絀 -$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營業餘絀 -$                         

  調整項目:

    折舊 -$                         

    各項攤提 -$                         

    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                         

    其它資產減少(增加) -$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                         

    其它負債增加(減少) -$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購置固定資產 -$                         

      處分固定資產 -$                         

  理財活動之現金流量:

      理財活動之現金流入 -$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數 -$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895,036$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895,036$          

金            額

科          目 說                 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熱浸鍍鋅技術研究基金會
現金流量預算表

中華民國ㄧ○五年度
(105年1月1日至105年12月31日)



附表4

增加 減少

淨值 1,124,475$      895,036$         -$                     2,019,511$      

  基金餘額 1,000,000$      -$                     -$                     1,000,000$      

    創立基金 1,000,000$      -$                     -$                     1,000,000$      

  餘絀 124,475$         895,036$         -$                     1,019,511$      

    累積餘絀 1,218,785$      -$                     199,274$         1,019,511$      

    本年度餘絀 1,094,310-$      1,094,310$      -$                     -$                     

增減說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熱浸鍍鋅技術研究基金會

淨值變動預算表

中華民國一○五年度

(105年1月1日至105年12月31日)

科目 上年度餘額
本年度

截至本年度餘額



附表5

原預算數 加減(以前年度預算估計差額) 調整後預算數

2,081,416$          資產 2,081,416$      1,186,380$      -$                      1,186,380$        895,036$                 

2,066,708$            流動資產 2,066,708$      1,171,672$      -$                      1,171,672$        895,036$                 

1,895,036$              現金 1,895,036$      1,078,581$      -$                      1,078,581$        816,455$                 

167,718$                 應收款項 167,718$         89,137$           -$                      89,137$             78,581$                   

3,954$                     短期墊款 3,954$             3,954$             -$                      3,954$               -$                            

14,708$                 固定資產 14,708$           14,708$           -$                      14,708$             -$                            

94,395$                     雜項設備 94,395$           94,395$           -$                      94,395$             -$                            

79,687$                     減:累計折舊 79,687$           79,687$           -$                      79,687$             -$                            

2,081,416$          資產合計 2,081,416$      1,186,380$      -$                      1,186,380$        895,036$                 

61,905$               負債 61,905$           61,905$           -$                      61,905$             -$                            

61,905$                 流動負債 61,905$           61,905$           -$                      61,905$             -$                            

61,905$                     應付款項 61,905$           61,905$           -$                      61,905$             -$                            

2,019,511$          淨值 2,019,511$      1,124,475$      -$                      1,124,475$        895,036$                 

1,000,000$            基金餘額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                            

1,000,000$                創立基金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                            

1,019,511$            餘絀 1,019,511$      124,475$         -$                      124,475$           895,036$                 

1,218,785$              累積餘絀 1,019,511$      1,194,932$      -$                      1,194,932$        175,421-$                 

199,274-$                 本年度餘絀 -$                     1,070,457-$      -$                      1,070,457-$        1,070,457$              

2,081,416$          負債與淨值合計 2,081,416$      1,186,380$      -$                      1,186,380$        895,03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熱浸鍍鋅技術研究基金會

資產負債預算表

(105年12月31日)

前年度決算數 科           目 本年度預算數
 本年度較上年度

增(減)數

上        年        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