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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設立依據、設立目的、組織概況) 

一、設立依據 

    本基金會係由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捐助之非營利、文教性財團法人，經

奉教育部台（76）高字第 25295 號函准予成立，並於民國 76 年 6 月向台北地方

法院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且奉教育部台（76）高字第 31922 號函同意備查。 

另向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申請統一編號「01018458」。 

二、設立目的 

    本基金會以提升我國水利、電力及土木工程科技教育及研究水準，促進國家

經濟建設之發展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下列業務: 

     1.水利、電力及土木工程計畫之研究與教育獎助事項。 

     2.前項工程技術書籍之編譯事項。 

     3.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三、組織概況(組織系統圖、業務及職掌) 

    本會置執行長 1 人，綜理本會業務，下設企劃組、推廣組、編譯組 

及財務組分別掌理各項業務，詳細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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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各單位詳細職掌如下: 

一、企劃組: [1]掌理年度業務企劃、預算編列、專題研究及編撰及 

               交辦事項。 

            [2]掌理公文文稿、文書之收發與繕校、印信之點守、 

                          檔案之整理與保管、人事、出納、財務之採購管理、庶         

                      務等事項。 

        二、推廣組:掌理科技交流、演講或研討會、現地觀摩見習、獎助學 

                   金、工程實務刊物編撰、出版品之印製與發行及交辦事項。 

        三、編譯組:掌理工程技術書刊翻譯、工程季刊、紀事及輯要編撰、 

  圖書管理、電子化建置維護及交辦事項。 

        四、財務組:掌理會計、投資分析、聯繫及監督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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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或方針 

   中興基金會本著提升我國水利、電力及土木工程科技教育及研究水準之宗

旨，依循多年來努力之方向，持續透過下列執行方式，以達到推廣工程科技資訊

之目標： 

  ․刊行各類工程科技資訊書刊，提升工程知識水平。 

  ․透過工程科技學術交流，擴展工程科技視野。 

  ․採用重點獎勵，培育具潛力工程人才。 

  ․舉辦工程建設參研活動，吸取實務知能，期能學以致用。 

計畫內容如下: 

  (一)專題研究 

      為闡述相關工程技術之進展歷程，選擇不同之領域、主題，從宏觀之角度，

就其回顧、發展現況、前瞻與展望等作泛論性之探討、研究與介紹。 

 (二)工程技術書籍編撰 

     就值得介紹與推廣之工程技術與資訊，編撰各類書刊。計劃編撰之主題包

括氣候變遷對水資源之衝擊、認識自來水，及其他工程技術相關等主題。 

 (三)工程技術書籍翻譯 

     選擇國外具參考實用價值之工程技術文獻，加以翻譯推介。 

 計劃翻譯之主題包括潛盾隧道的耐震檢討等。 

 (四)工程科技及學術交流活動專題研究 

    ․學者專家專題演講及參訪交流 

        邀請國際知名具成就卓越者擔任講席(座)或學者專家作專題演講及參

訪交流。計劃之主題包括水利、電力、土木工程建設與營運管理等。 

    ․工程技術、學術演講或研討會 

        主辦、協辦或贊助相關單位共同辦理相關工程領域之技術或學術性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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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或研討會。計劃之內容包括永續工程、環境保育、天然災害防治等主

題。 

    ․工程實務校際專題演講 

        邀請相關工程領域具有實務經驗之專家，至各大專院校系所作專題演

講，以期達到理論與實務結合及學以致用之目的。計劃之內容包括工程

規劃、設計、施工、營運、 

        維管、環保、永續、法律等主題。 

    ․工程技術現地觀摩或研習 

        資助大專院校師生或相關工程師，赴國內、外施工中或已完成在營運管

理中之重要工程，作現地觀摩或研習，以期增進對工程實務的認識及學

習效果。計劃辦理之內容包括交通、水電、環境、永續等工程。 

    ․國外考察、調研或研討會 

        贊助相關領域之學術及工程界人士參加國際研討會，並進行參訪與技

術交流，以擴大視野及對相互間工程發展趨勢之瞭解。 

    ․中興基金會之友聯誼會工程研討、論壇 

        促進聯誼會成員彼此及與本會間之互動與資訊分享，預定分區或聯合

舉辦研討、論壇、參訪等。 

 (五)提供國內研究生獎助學金 

       為培育具潛力工程人才，甄選提供國立大學相關系所博士班研究生獎助

學金，鼓勵其安心從事相關工程領域學術並兼顧實務應用之研究。計劃

提供之名額以不超過 8 名為原則。 

 (六)工程技術資料蒐集與彙整 

       持續辦理相關工程技術資料之蒐集、購置與建檔及資訊網站、知識管理

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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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本(106)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1.收入預算概況 

      (1).本年度利息收入 25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80 萬元，減少 30 萬  

          元，約 12.00%，主要係存款利率調降所致。 

      (2).本年度長期投資收入 934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400 萬元，減少 

          466 萬元，約 49.89%，主要係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公司預期其收益 

          調降所致。 

      (3).本年度短期投資收入 85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00 萬元，增加 

          350 萬元，約 41.18%，主要係預期投資收益增加所致。 

   2.支出預算概況 

        本年度業務支出 2,032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169 萬 8 千元， 

     減少 137 萬 3 千元，約 6.76%，主要係按年度計畫需求調整所致。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1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 萬 2 千元， 

     減少 8 萬 7千元，差異不大。 

 (二) 現金流量概況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75 萬 1 千元。 

   2.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175 萬 1 千元，係期末現金 7,218 萬 8 千元， 

     較期初現金 8,393 萬 9 千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5 億 8,513 萬 4 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 1萬 5 千元，另   

  減少轉投資公司之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9萬元，期末淨值為 5億 8,505 萬 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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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104)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決算結果： 

   1.收入決算結果  

     (1).利息收入決算數 402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280 萬元，增加 122 萬 5 

         千元，約 43.75%，主要係存款較預期增加所致。  

     (2).長期投資收入決算數 1,307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1,400 萬元，減少 

         92 萬 4 千元，約 6.60%，主要係認列轉投資公司之收益略降所致。 

     (3).短期投資收入決算數 153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500 萬元，減少 346 

         萬 5 千元，約 69.29%，主要係總體經濟環境不佳，理財不易所致。  

     (4).其他收入決算數 40 萬 4 千元(預算未編列)。 

   2.支出決算結果      

     (1).業務支出決算數 1,006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 1,672 萬 2 千元，減少 

         666 萬元，約 39.83%，主要係收入有限下，業務以精簡方向推動所 

         致。 

     (2).行政事務費決算數 389 萬 1 千元，較預算數 493 萬 3 千元，減少 104 

    萬 2 千元，約 21.12%，主要係力求撙節所致。      

    (3).評價及兌換損失決算數 674 萬 5 千元(預算未編列)。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165 萬 8 千元，較預算數 14 萬 5 千元，減少 

   180 萬 3 千元，主要係金融資產之評價出現帳面虧損所致。     

 (二)成果概述 

     (1) 工程技術書籍編撰 

       已完成印製出版並分送有關單位、學校及工程界人士參考者: 

․「認識電力工程」（104 年 12 月出版） 

已完成編撰，排版及審查中者: 

․「淺談隧道」 

正編撰或核稿中者 

         ․「氣候變遷對水資源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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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小叢書「土石流」系列 

․「一個工程老兵的故事」 

 

     (2) 工程技術書籍翻譯 

已完成印製出版並分送有關單位、學校及工程界人士參考者: 

  ․「維持交通網之隔震與制震技術」(104 年 1 月出版) 

已完成翻譯，正排版及審查中者: 

  ․「土木結構物的生命週期管理」 

正申請翻譯授權中者: 

․「潛盾隧道的耐震檢討」 

 

     (3) 工程科技及學術交流活動      

1.主、協辦或贊助各種演講會或研討會 

類 別 名   稱 主、協辦或贊助單位 時 間 

贊助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 104 年年會」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 104. 2 

贊助 「中國工程師學會暨各專門工程學   

 會 104 年聯合年會」 

中國工程師學會 104. 3 

贊助 「第 23 屆國立交通大學土木資訊營」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104. 3 

主辦 「中興基金會之友聯誼會工程研討交 

  流活動」 

台灣大學 104. 4 

協辦 刊行「閱讀水庫行腳台灣」 財團法人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 104. 5 

主辦 「中興基金會之友聯誼會工程研討交 

  流活動」 

中央大學 104. 7 

協辦 「蒐集三峽工程建設史料」 三峽工程博物館 104. 8 

贊助 「第 14 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

術與技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 104. 9 

贊助 「2015 都市智慧防災高峰論壇暨技術

研討會」 

台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技術系 104. 9 

贊助 「持續推動土木水利各項業務」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04. 9 

協辦 「翡翠水庫安全管理訓練」 翡翠水庫管理局 104. 9 

贊助 「中華水資源管理學會第 7 屆第 2 次

年會暨研討會」 

中華水資源管理學會 104. 10

贊助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04 年 

 年會」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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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研究生赴大陸長江三峽及金沙江工

程現地見習活動心得成果報告」 

中興大學土木系､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104. 11

主辦 「中興基金會之友聯誼會工程研討交 

  流活動」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104. 11

講座 「危機管理-化危機為轉機」專題講座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104. 11

 

2.工程技術現地參訪交流 

       ․「從大地環境看台灣的永續發展」名家論壇 ( 104. 5 ) 

       ․「世界水電大會」( 104. 5 ) 

       ․「2015 海外來台留學生工程研習營」( 104. 7 ) 

       ․「2015 新世代工程設計研習營」( 104. 8 ) 

       ․「2015 台灣土木水利研究生長江三峽及金沙江工程現地見習」 

( 104. 8~9 ) 

 

     3.工程實務校際專題演講 

學校系所(時間) 主講題目 主講人 

成大水利系 
104.1.5 

氣候變遷水資源及台灣能源發展策略 國發會  
黃金山顧問  

成大水利系 
104.1.8 

石門水庫更新改善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賴伯勳副署長 

台大環工所 
104.3.10 

熱化學生質能轉換技術 中興顧問社 
朱敬平副主任 

成大水利系 
104.3.26 

地震與海嘯 地震測報中心 
郭鎧紋主任 

興大土木系 
104.3.26 

水資源開發與管理 經濟部水利署 
鍾朝恭總工程司 

中大環工所 
104.3.30 

生質能源資源化再利用技術概論 中興顧問公司 
廖明村計畫主任  

成大水利系 
104.4.9 

河口水動力與生態管理 國家實驗研究院 
柳文成副主任 

興大土木系 
104.4.9 

有趣的水災鑑定及工程鑑定案例 水工試驗所 
李方中研究員 

台大環工所 
104.4.21 

從實驗室到現地處理工程－土壤清洗技

術 
中興顧問社 
吳勇興研究員 

台大土木系 
104.5.11 

桃園機場捷運建設施工與管理技術 張文城前處長 



      1‐9 

學校系所(時間) 主講題目 主講人 

成大水利系 
104.5.28 

遙測技術於土木工程與防災之應用 中興顧問社  
鄭錦桐副主任 

台大環工所 
104.6.8 

光化學煙霧現象、影響、模擬 中興顧問公司 
曠永銓經理 

台科大營建系 
104.6.9 

土木工程師之生涯規劃 台大土木所 
周南山教授 

中大營建所 
104.10.6 

從 101 大樓談高層建築營建管理 遠揚、榮工、建國

工程 林泰煌顧問 
興大土木系 

104.10.8 
台北水之源 中興工程基金會 

姚長春執行長 
興大土木系 
104.10.15 

北宜高速公路規劃、設計與施工技術 張文城前處長 

成大水利系 
104.10.22 

台灣的地下水資源要利用?還是要保育?
以實例分析 

經濟部水利署 
曾鈞敏副局長 

中大營建所 
104.10.27 

為水辛苦為水忙-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

源之衝擊及調適對策 
經濟部水利署 
李友平組長 

成大水利系 
104.10.29 

為水辛苦為水忙-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

源之衝擊及調適對策 
經濟部水利署 
李友平組長 

興大環工系 
104.11.4 

工業廢水生物急毒性鑑定與減量評估方

法之實作與檢討 
中興顧問社  
王郁萱副研究員 

成大土木系 
104.11.6 

水土保持法規及實務解說 萬大發電廠 
鄧英慧廠長 

中大環工系 
104.11.16 

新興汙染物流布調查與處理技術評估 中興顧問社  
許國恩研究員 

興大土木系 
104.11.19 

攜手為土地種一個希望-台灣水資源問

題檢討及施政綱領 
經濟部水利署 
李友平組長 

成大水利系 
104.11.19 

智慧水利防災之建置與應用 水利防災中心 
謝明昌主任 

成大土木系 
104.11.27 

台灣的地質與地震 地震測報中心 
郭鎧紋主任 

中大土木系 
104.12.11 

從蘇迪勒、杜鵑颱風談台北水資源 中興工程基金會 
姚長春執行長 

   （4）提供國內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 

                104 學年度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共有 8 名學生受獎。第一學期 

     獎學金之頒發已於 104 年 12 月 7 日，配合中興工程顧問社舉行之 

     中興工程集團 104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頒獎典禮一併辦理。 



      1‐10 

  二、上(105)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1.收入執行情形 

     (1).利息收入執行數 70 萬 4 千元，較預計數 280 萬元，減少 209 萬 6 千 

         元，約 74.86%，主要係銀行降息及存款應收利息未估計所致。 

     (2).長期投資收入執行數暫未估算，預計數 1,400 萬元，乃因需待轉投 

         資公司年度決算後，再以權益法認列收益所致。 

     (3).短期投資收入執行數暫無，預計數 500 萬元，主要係因暫無處分投 

         資標的而未產生投資損益所致。 

     (4).兌換利益(迴轉)執行數 312 萬 2 千元(預算未編列)。 

     (5).其他收入執行數 9 萬 8 千元(預算未編列)。 

   2.支出執行情形 

         業務支出執行數 644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2,169 萬 8 千元，減少 

     1,525 萬 2 千元，約 70.29%，主要係部分業務活動按進度尚未執行所 

     致。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252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 10 萬 2 千元，減少 

     262 萬 4 千元，主要係收支暫未完整臚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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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104)年度決

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9,040 100.00  收入 20,340 100.00 21,800 100.00 (1,460) -7.18   

19,040 100.00    業務外收入 20,340 100.00 21,800 100.00 (1,460) -7.18   

4,025  21.14      利息收入 2,500  12.29 2,800  12.84 (300) -12.00   

13,076  68.68      長期投資收入 9,340  45.92 14,000  64.22 (4,660) -49.89 
轉投資公司預

期收益調降 

1,535  8.06      短期投資收入 8,500  41.79 5,000  22.94 3,500  41.18 
預期投資收益

增加 

404  2.12      其他收入 0  - 0  - 0   

20,698 108.71 支出 20,325  99.93 21,698  99.53 (1,373) -6.76   

13,953  73.28    業務支出 20,325  99.93 21,698  99.53 (1,373) -6.76   

193  1.01      專題研究 750  3.69 770  3.53 (20) -2.67   

819  4.30      工程技術書籍翻譯 1,200  5.90 1,297  5.95 (97) -8.08   

1,263  6.63      工程技術書籍編撰 2,910  14.31 3,915  17.96 (1,005) -34.54 編撰領域減少

3,121  16.39       工程科技及學術交流活動 4,300  21.14 4,862  22.30 (562) -13.07   

2,645  13.89        提供國內研究生獎助學金 3,500  17.21 3,475  15.94 25  0.71   

319  1.68 
    圖書及工程技術資料   

   之蒐集購置與建檔 
900  4.42 850  3.90 50  5.56   

3,891  20.44      行政事務費 5,035  24.75 4,878  22.38 157  3.12   

1,702  8.94      其他業務活動 1,730  8.51 1,651  7.57 79  4.57   

6,745  35.43    業務外支出         

6,745  35.43      評價及兌換損失 0  - 0  - 0   

-1,658 -8.71 本期賸餘(短絀) 15  0.07 102  0.47 (87) -580.00   



      2‐2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現金流量預計表 

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算數 說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表採間接法編製

本期賸餘(短絀－) 15   

  調整非現金項目     

    固定資產折舊 500   

    採權益法之現金股利 975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 (9,34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變動 (3,901)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1,751)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1,75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3,93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7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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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上年度餘額 本年度增(減-)數 截至本年度餘額 說明 

基金 346,446   346,446   

   創立基金 20,000   20,000   

   捐贈基金 31,000   31,000   

   其他基金 295,446 295,446 

累積餘絀(－) 238,190 15 238,205 

   累積賸餘 238,190 15 238,205 本期賸餘轉入 

淨值其他項目 498 (90) 408 

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498
(90)

408 
  

合計 585,134 (75) 585,059 
  



      3‐1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104)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明 

   業務外收入       

4,025    利息收入 2,500 2,800 依存款概估 

13,076    長期投資收入 9,340 14,000 
依轉投資公司收益 

概估 

1,535    短期投資收入 8,500 5,000 依投資理財概估 

404    其他收入       

19,040 總計 20,340 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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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104)年度 
決算數 科目名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明 

13,953 業務支出 20,325 21,698 
係依據上年度

預算數及實際

執行情形，估

算如列數。 
193   專題研究 750 770 

819   工程技術書籍翻譯 1,200 1,297 

1,263   工程技術書籍編撰 2,910 3,915 

3,121   工程科技及學術交流活動 4,300 4,862 

2,645   提供國內研究生獎助學金 3,500 3,475 

319   圖書及工程技術資料之蒐集,購
  置與建檔 

900 850 

3,891 行政事務費 5,035 4,878 

1,888     人事費用 2,681 2,518 

2,003     辦公(行政)費用 2,354 2,360 

1,702   其他業務活動 1,730 1,651 

6,745 業務外支出 0 0 

6,745   評價及兌換損失 0 0 

20,698 總計 20,325 2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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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無     

      

      

      

      

      

總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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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轉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投資事業名稱 
本年度      

增(減-)數 
累計投資淨額 持股比例 說明 

吉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8,275 247,763 65% 權益法評價 

總計 8,275 247,76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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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4 年 12 月 31 日
實際數 科目 106年12月31日

預計數 
105年12月31日 

預計數 比較增(減-)數

  流動資產       
78,976   現金及銀行存款 72,188 83,939 (11,751)
39,692   短期投資及評價 39,017 35,116 3,901 

4,116   其他流動資產 2,048 2,048 0 
122,784 流動資產合計 113,253 121,103 (7,850)

  基金及長期投資       
192,590   基金-登記 192,590 192,590 0 
239,489   長期投資-吉興 250,629 242,354 8,275
(2,866)   累計減損－長投-吉興 (2,866) (2,866) 0 

429,213 基金及長期投資合計 440,353 432,078 8,275
  固定資產       

26,462   土地 26,462 26,462 0 
11,838   房屋 11,838 11,838 0 
(3,980)   累計折舊-房屋 (4,864) (4,388) (476)

702   器具設備 702 702 0 
(389)   累計折舊-器具設備 (523) (499) (24)

34,633 固定資產淨額 33,615 34,115 (500)
38 其他資產 38 38 0 
38   存出保証金 38 38 0 

586,668 資產合計 587,259 587,334 (75)

  流動負債       
1,122   應付費用 2,000 2,000 0 

299   應付帳款 200 200 0 
116   其他流動負債       

1,537 流動負債合計 2,200 2,200 0 
1,537 負債合計 2,200 2,200 0 

  淨值       
346,446   基金 346,446 346,446 0 
238,088   累積餘絀 238,205 238,190 15 

597   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408 498 (90)

585,131 淨值合計 585,059 585,134 (75)

586,668 負債及淨值合計 587,259 587,33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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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員額   

 預計數 
說明 

執行長 1   

法律秘書 1

 
 

組長 1

 
 

助理研究員 1

 
 

會計 1

 
 

秘書 2

 
 

辦事員 2

 
 

總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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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員工薪資 5,292 依本會現行薪資概估編列 

超時工作報酬 6   

津貼 288 伙食費 

獎金 988 含考績、績效等獎金 

退休、卹償金及資

遣費   
618 依勞基法等相關法令編列 

分擔保險費 648 各項員工保險由本會負擔部分 

福利費 352 三節福利品代金及健康檢查 

其他 780 依本會現行董事車馬費編列 

總計 8,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