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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較增減 %

【附註】：①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財務摘要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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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績：

50,867,58152,883,815 2,016,234 3.96基金來源

7,340,7699,780,497 2,439,728 33.24基金用途

43,526,81243,103,318 -423,494 -0.97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587,414,935630,518,253 43,103,318 7.34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①：

41,147,94137,101,325 -4,046,616 -9.83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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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08 年度 

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鑒於弱勢勞工常因經濟薄弱，生活陷入困境，無力對抗經濟強勢之雇

主，致司法正義無法得以伸張，創訂「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收支保管及運
用自治條例」及「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補助辦法」，於 90 年度編列新台幣
3 億元，撥充設立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並於 96 年度
編列新臺幣 5,000 萬元撥入本基金，以專戶儲存孳息及年賸餘滾充基金循
環運用，以政府後援之經濟力量，補助勞工因遭雇主關廠歇業、不當解僱、
發生職業災害、職業病或其他重大勞資爭議向法院提起訴訟所需之訴訟費
用及生活費用，協助爭回依法應有之權益，並紓解其因訴訟所帶來的經濟
生活與身心受創之雙重負擔，激勵其迅速恢復正常生活與工作，落實政府
維護弱勢勞工權益之功能與決心，伸張社會公平正義之目的，依預算法規
定編列附屬單位預算，辦理保障勞工權益計畫，補助勞工裁判費、律師費、
生活費用及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等業務。 

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 108 年度計召開 6 次審核委員會議，共受理審核
86 件之申請，通過核予補助件數為 76 件，補助人數 174 人，補助金額達
16,847,303 元。 

本基金亦持續辦理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協助失業家庭度過經濟難
關，維持子女受教育的權利。108 年度共計補助 122 個失業家庭、補助 147
名學生、補助金額計新臺幣 3,095,607 元。 

年度關鍵績效指標 AP3.1 訴訟補助案件未結款項清理比率年度目標值
為 46.50%，實際值為 50.62%。 

 
二、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金來源： 

本年度基金來源決算數 52,883,815 元，較預算數 51,090,000 元，
增加 1,793,815 元，計增加 3.51%，主要為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違規
罰款收入決算數49,032,995元，較預算數 47,679,000元增加 1,353,995
元，係因本年度就業服務法與勞動基準法的裁罰案件數增加及罰鍰收繳
金額提高，致執行率偏高，奉首長核准併入決算數。 

(二)基金用途： 
本年度基金用途保障勞工權益計畫決算數為 9,780,497 元，較預算

數 9,859,000 元，減少 78,503 元，計減少 0.80%。 
(三)本期賸餘： 

本年度決算賸餘數 43,103,318 元，較預算賸餘數 41,231,000 元，
增加 1,872,318 元，主要係基金來源決算數較預算數增加所致，詳細原
因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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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08 年度 

三、現金流量結果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淨現金流入 37,101,325 元。 
其他活動之現金流量:淨現金流入 0元。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575,968,959 元，本年度現金及約當現金淨增
37,101,325 元，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613,070,284 元。 
 

四、資產負債情況 
決算日資產總額為 630,518,253 元。 
決算日負債總額為 0 元。 
決算日基金餘額為 630,518,253 元。 
 

五、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概況:無。 
 
六、其他： 
(一) 本年度併決算及奉准先行辦理並於以後年度補辦預算事項： 

1.違規罰款收入主要係因本年度就業服務法與勞動基準法的裁罰案件數
增加及罰鍰收繳金額提高，致執行率偏高，於 108 年 12 月 31 日奉首
長核准併入決算數 1,353,995 元。 

2.利息收入主要係因定存金額及定期存款實際利率均高於預期，致執行
率偏高，於 108 年 12 月 31 日奉首長核准併入決算數 438,163 元。 

3.雜項收入主要係補助勞工第 2 審訴訟期間生活費用逾期繳還加計利
息，於 108 年 4 月 23 日奉首長核准併入決算數 1,657 元。 

(二)預算所列未來承諾授權之執行情形：無。 
(三)因擔保、保證或契約可能造成未來會計年度內之支出事項及或有資產之

總額及內容：無。 
(四)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營運與負擔狀況及自償率達成情形之說明：無。 
(五)推動各項業務計畫或中央政府或國內外學術機構評鑑（選）優良事蹟之

說明：無。 
(六)揭露公民提案參與式預算執行情形：無。 
(七)其他：本基金截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止，應追蹤案件累計有 65 件，金額

共計 7,583,187 元，其中裁判費部份占催繳金額 20.91%、強制執行費占
催繳金額 0.20%、第三審律師費占 2.50%、生活費用占 76.39%。查 108
年 1 月至 12 月底止依判決結果、和解及撤銷等情況而繳還、轉列費用及
應收帳款轉銷金額為：第三審律師費 205,000 元、裁判費 1,028,668 元
及生活費用 4,191,969 元、強制執行費 81,077 元，合計 5,506,7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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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
決算審定數

科目

金額 編號 名稱

本年度預算數

金額 金額

本年度決算數

金額

比較增減

%%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5

100.00 1,793,81550,867,581 4 基金來源 51,090,000 52,883,815 3.51100.00 100.00

92.77 93.32 1,353,995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47,679,000 49,032,9954147,187,600 2.8492.72

92.77 93.32 1,353,995違規罰款收入 47,679,000 49,032,99541547,187,600 2.8492.72

6.11 5.96 438,163財產收入 3,047,000 3,485,163453,108,958 14.386.59

6.11 5.96 438,163利息收入 3,047,000 3,485,1634543,108,958 14.386.59

1.12 0.71 0政府撥入收入 364,000 364,00046570,374 0.000.69

1.12 0.71 0公庫撥款收入 364,000 364,000462570,374 0.000.69

0.00 - 1,657其他收入 - 1,6574Y649 --0.00

0.00 - 1,657雜項收入 - 1,6574YY649 --0.00

18.49 -78,5037,340,769 5 基金用途 9,859,000 9,780,497 -0.8014.43 19.30

14.43 19.30 -78,503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9,859,000 9,780,497517,340,769 -0.8018.49

81.51 1,872,31843,526,812 6 本期賸餘(短絀) 41,231,000 43,103,318 4.5485.57 80.70

1,110.77 6,055,935543,888,123 71 期初基金餘額 581,359,000 587,414,935 1.041,069.22 1,137.91

- -- 72 解繳公庫 - - --- -

1,192.27 7,928,253587,414,935 73 期末基金餘額 622,590,000 630,518,253 1.271,154.79 1,218.61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附表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6

1.違規罰款收入主要係因本年度就業服務法與勞動基準法的裁罰案件數增加及罰鍰收繳金額提高，致執行率偏高，於108年
12月31日奉首長核准併入決算數1,353,995元。
2.利息收入主要係因定存金額及定期存款實際利率均高於預期，致執行率偏高，於108年12月31日奉首長核准併入決算數
438,163元。
3.雜項收入主要係補助勞工第2審訴訟期間生活費用逾期繳還加計利息，於108年4月23日奉首長核准併入決算數1,657元。



項                    目

編號
預        算        數

名稱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7

81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1,872,318811 4.54本期賸餘(短絀) 41,231,000 43,103,318

-14,973,993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8,972,000 -6,001,993

---14,965,851-5,657,8519,308,0008123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8,142-344,142-336,0008124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13,101,675813 -26.10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0,203,000 37,101,325

82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95,000-95,000824 減少其他資產

-95,00082Z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5,000 -

-13,196,67583 -26.2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0,298,000 37,101,325

3,676,95984 0.64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72,292,000 575,968,959

-9,519,71685 -1.53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22,590,000 613,070,284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中華民國

平

臺北市勞工
41001-8

資產 630,518,253 100.00 587,759,077 100.00 42,759,176 7.271 負債2

流動資產11 流動負債21630,427,144 99.99 587,667,968 99.98 42,759,176 7.28

現金111 應付款項212613,070,284 97.23 575,968,959 97.99 37,101,325 6.44

銀行存款1112 應付帳款2122613,070,284 97.23 575,968,959 97.99 37,101,325 6.44

應收款項113 基金餘額33,400,510 0.54 1,742,155 0.30 1,658,355 95.19

應收帳款1133 基金餘額31222,931 0.04 696,993 0.12 -474,062 -68.02

應收收益1138 基金餘額3112,881,689 0.46 804,751 0.14 2,076,938 258.08

應收利息1139 累積餘額3111295,890 0.05 240,411 0.04 55,479 23.08

預付款項115 13,956,350 2.21 9,956,854 1.69 3,999,496 40.17

預付費用1154 13,956,350 2.21 9,956,854 1.69 3,999,496 40.17

其他資產13 91,109 0.01 91,109 0.02 - 0.00

什項資產131 91,109 0.01 91,109 0.02 - 0.00

催收款項1313 91,109 0.01 91,109 0.02 - 0.00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附註】： 1.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 0元，上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0元。
2.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事項（含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計0元。
3.備忘分錄所列應收債權憑證 224,973元，債權憑證4張。

合計 630,518,253 587,759,077 100.00 42,759,176 7.27100.00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名　　　稱編號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108年12月31日

衡表

權益基金
41001-9

單位：新臺幣元

負債2 資產1- - 344,142 0.06 -344,142 --

流動負債21 流動資產11- - 344,142 0.06 -344,142 --

應付款項212 現金111- - 344,142 0.06 -344,142 --

應付帳款2122 銀行存款1112- - 344,142 0.06 -344,142 --

基金餘額3 應收款項113630,518,253 100.00 587,414,935 99.94 43,103,318 7.34

基金餘額31 應收帳款1133630,518,253 100.00 587,414,935 99.94 43,103,318 7.34

基金餘額311 應收收益1138630,518,253 100.00 587,414,935 99.94 43,103,318 7.34

累積餘額3111 應收利息1139630,518,253 100.00 587,414,935 99.94 43,103,318 7.34

預付款項115- - - - - --

預付費用1154- - - - - --

其他資產13- - - - - --

什項資產131- - - - - --

催收款項1313- - - - - --

資產合計

合計 630,518,253 100.00 587,759,077 100.00 42,759,176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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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比較增減

備　　　註
％金　　　　額

預算數 決算數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1

1,793,81552,883,81551,090,000 3.51基金來源

1,353,995 2.8447,679,000 49,032,995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353,995 2.8447,679,000 49,032,995違規罰款收入

438,163 14.383,047,000 3,485,163財產收入

438,163 14.383,047,000 利息收入主要係因定存
金額及定期存款實際利
率均高於預期，致執行
率偏高，於108年12月
31日奉首長核准併入決
算數438,163元。

3,485,163利息收入

0 0.00364,000 364,000政府撥入收入

0 0.00364,000 364,000公庫撥款收入

1,657 --- 1,657其他收入

1,657 --- 雜項收入主要係補助勞
工第2審訴訟期間生活
費用逾期繳還加計利息
，於108年4月23日奉首
長核准併入決算數
1,657元。

1,657雜項收入

1,793,81552,883,81551,090,000 3.51合計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2

基金用途 9,780,4979,859,000 -78,503 -0.80

-78,503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9,780,4979,859,000 -0.80

-62,170用人費用 16,83079,000 -78.70

-62,170超時工作報酬 16,83079,000 -78.70

-62,17016,83079,000 -78.70加班費

-106,435服務費用 279,565386,000 -27.57

-630郵電費 6,2406,870 -9.17

-6306,2406,870 -9.17郵費

-9,100旅運費 -9,100 --

-3,100-3,100 --國內旅費

-6,000-6,000 --其他旅運費

11,792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2,242100,450 11.74

11,792112,242100,450 11.74印刷及裝訂費

-13,703一般服務費 10,63024,333 -56.31

-13,70310,63024,333 -56.31佣金、匯費、經理費及
手續費

-94,794專業服務費 150,453245,247 -38.65

-50,955-50,955 --法律事務費

-43,71278,580122,292 -35.74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12771,87372,000 -0.18電腦軟體服務費

-63,860材料及用品費 11,14075,000 -85.15

-63,860用品消耗 11,14075,000 -85.15

-40,3004,70045,000 -89.56辦公(事務)用品

-23,5606,44030,000 -78.53其他用品消耗

-108,398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9,209,6029,318,000 -1.16

-108,398捐助、補助與獎助 9,209,6029,318,000 -1.16

-59,600-59,600 --捐助國內團體

-48,7989,209,6029,258,400 -0.53捐助個人

263,360短絀與賠償給付 263,360- --

263,360各項短絀 263,360- --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3

263,360263,360- --呆帳及保證短絀

-1,000其他 -1,000 --

-1,000其他支出 -1,000 --

-1,000-1,000 --其他

合計 9,780,4979,859,000 -78,503 -0.80



預 算 數

項          目
合計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臺北市勞工

41001-14

保障勞工權益計
畫

79,000- - 79,000 - - - - - - - 79,000

79,000- - 79,000 - - - - - -職員 - 79,000

合計 - - 79,000 - - - - - - 79,000 - 79,000



合計

決 算 數

津貼 獎金 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退休及
卹償金

兼任人
員用人
費用

總計

 108 年 度

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權益基金
41001-15

16,830- - 16,830 - - - - - - - 16,830

16,830- - 16,830 - - - - - - - 16,830

16,830-16,830------16,830--



項目

比較增減決算數

備註

數量 金額 金額 ％數量 ％金額數量

預算數
數量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貨幣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6

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 9,859,000 - 9,780,497 - -- -0.80-78,503

合              計 - 9,859,000 - 9,780,497 - -78,503-- -0.80



科目名稱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7

用人費用 79,000 -78.7016,830 -62,170

79,000 -78.7016,830 -62,170超時工作報酬

79,000 -78.7016,830 -62,170加班費

服務費用 386,000 -27.57279,565 -106,435

6,870 -9.176,240 -630郵電費

6,870 -9.176,240 -630郵費

9,100 --- -9,100旅運費

3,100 --- -3,100國內旅費

6,000 --- -6,000其他旅運費

100,450 11.74112,242 11,792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00,450 11.74112,242 11,792印刷及裝訂費

24,333 -56.3110,630 -13,703一般服務費

24,333 -56.3110,630 -13,703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
費

245,247 -38.65150,453 -94,794專業服務費

50,955 --- -50,955法律事務費

122,292 -35.7478,580 -43,712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72,000 -0.1871,873 -127電腦軟體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75,000 -85.1511,140 -63,860

75,000 -85.1511,140 -63,860用品消耗

45,000 -89.564,700 -40,300辦公(事務)用品

30,000 -78.536,440 -23,560其他用品消耗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9,318,000 -1.169,209,602 -108,398

9,318,000 -1.169,209,602 -108,398捐助、補助與獎助

59,600 --- -59,600捐助國內團體

9,258,400 -0.539,209,602 -48,798捐助個人

短絀與賠償給付 - --263,360 263,360

- --263,360 263,360各項短絀

- --263,360 263,360呆帳及保證短絀

其他 1,000 --- -1,000

1,000 --- -1,000其他支出

1,000 --- -1,000其他

合計 9,859,000 9,780,497 -78,503 -0.80



比較增減
科目 決　算　數預　算　數 備　註

金額 %

中華民國108年度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8

統計所需項目： 78,580181,892 -56.80-103,312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78,580122,292 -35.74-43,712

捐助國內團體 -59,600 ---59,600



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 

市議會審議臺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案所提審議意見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8 年度 

 

審   議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綜合決議 一、市府如需動支各基金，每筆數

額超過 1,000 萬元以上者應事

先告知本會；惟市政重大政策

需動支基金超過 5,000 萬元以

上者，應送本會備查。 

遵照辦理。 
 
 

 

410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