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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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83,81548,387,323 -4,496,492 -8.50基金來源

9,780,4979,685,326 -95,171 -0.97基金用途

43,103,31838,701,997 -4,401,321 -10.21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630,518,253669,220,250 38,701,997 6.14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①：

37,101,32533,485,042 -3,616,283 -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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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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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創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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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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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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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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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爭取依法應有之權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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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落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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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金 109 年度計召開 6次審核委員會議，共受理審核 73 件之申請，

通過核予補助件數為 56 件，補助人數 85 人，補助金額計 1,348 萬 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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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度共計補助 187 個失業家庭，補助 210

名學生，補助金額計 445 萬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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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年度目

標值為 45.00%，與該年度法定預算書目標值 47.00%不同，係因年度中會依

實際執行情形進行滾動式修正所致，實際值為 29.55%，未達目標主要原因

係訴訟案件仍在進行，尚未判決確定、勞工尚未獲償、經催繳仍未依限繳

還而依法移送強制執行取得債權憑證等，本局將持續依「臺北市勞工權益

基金補助案未結款項內部處理原則」定期辦理訴訟補助案件追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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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8 萬 7,323 元，較預算數 5,188 萬 5,000

元，減少 349 萬 7,677 元，約減少 6.74%，主要為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違規罰款收入決算數 4,491 萬 9,969 元，較預算數 4,809 萬 9,000 元，

減少 317 萬 9,031 元，係因本年度就業服務法與勞動基準法的裁罰件數

較低，收入不如預期，致執行數偏低。 

(二)基金用途： 

本年度基金用途保障勞工權益計畫決算數為 968 萬 5,326 元，較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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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算數 998 萬 4,000 元，減少 29 萬 8,674 元，約減少 2.99%。 

(三)本期賸餘： 

本年度決算賸餘數 3,870萬 1,997元，較預算賸餘數 4,190 萬 1,000

元，減少 319 萬 9,003 元，主要係基金來源決算數較預算數減少所致，

詳細原因如前所述。 

 

三、現金流量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淨現金流入 3,348 萬 5,042 元。 

(二)其他活動之現金流量:0 元。 

(三)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6億 1,307 萬 284 元，本年度現金及約當現金淨增

3,348 萬 5,042 元，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6 億 4,655 萬 5,326 元。 

 

四、資產負債情況 

(一)決算日資產總額為 6 億 6,922 萬 250 元，較上年度增加 3,870 萬 1,997

元，約增 6.14%。 

(二)決算日負債總額為 0元，較上年度無增減。 

(三)決算日基金餘額為 6 億 6,922 萬 250 元，較上年度增加 3,870 萬 1,997

元，約增 6.14%。 

(四)主要增減原因： 

1.應收帳款 2,037 元，較上年度減少 22 萬 894 元，約減 99.09%，主要

係勞工已屆清償期未返還之補助款經行政執行取得債權憑證，轉列催

收帳款所致。 

2.應收收益212萬 7,238元，較上年度減少75萬 4,451元，約減26.18%，

主要係配合年度結帳作業認列已實現尚未納庫之違規罰款收入減少

所致。 

3.預付費用 1,997 萬 3,569 元，較上年度增加 601 萬 7,219 元，約增

43.11%，主要係預付勞工依案申請訴訟裁判費、律師費及生活費用等

補助款金額增加所致。 

4.催收款項31萬 7,368元，較上年度增加22萬 6,259元，約增248.34%，

主要係勞工已屆清償期未返還之補助款經行政執行取得債權憑證，轉

列催收款項所致。 

 

五、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及長期負債概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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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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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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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各項業務計畫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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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年 12 月 31 日止，應追蹤案件累計有 100 件，金

額共計 1,489 萬 7,494 元，其中裁判費部分占催繳金額 18.44%、強制執

行費占催繳金額 0.10%、第三審律師費占催繳金額 2.24%、生活費用占催

繳金額 79.22%。經查 109 年 1 至 12 月依判決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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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 5,000 元、

裁判費 78萬 5,271 元及生活費用 336萬 6,626 元，合計 425萬 6,8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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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
決算審定數 科目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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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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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1-7

100.00 -3,497,67752,883,815 基金來源 51,885,000 48,387,323 -6.74100.00 100.00

92.72 92.70 -3,179,031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48,099,000 44,919,96949,032,995 -6.6192.83

92.72 92.70 -3,179,031違規罰款收入 48,099,000 44,919,96949,032,995 -6.6192.83

6.59 7.16 -318,646財產收入 3,717,000 3,398,3543,485,163 -8.577.02

6.59 7.16 -318,646利息收入 3,717,000 3,398,3543,485,163 -8.577.02

0.69 0.13 0政府撥入收入 69,000 69,000364,000 0.000.14

0.69 0.13 0公庫撥款收入 69,000 69,000364,000 0.000.14

0.00 - -其他收入 - -1,657 ---

0.00 - -雜項收入 - -1,657 ---

20.02 -298,6749,780,497 基金用途 9,984,000 9,685,326 -2.9918.49 19.24

18.49 19.24 -298,674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9,984,000 9,685,3269,780,497 -2.9920.02

79.98 -3,199,00343,103,318 本期賸餘(短絀) 41,901,000 38,701,997 -7.6381.51 80.76

1,303.06 1,872,253587,414,935 期初基金餘額 628,646,000 630,518,253 0.301,110.77 1,211.61

- -- 解繳公庫 - - --- -

1,383.05 -1,326,750630,518,253 期末基金餘額 670,547,000 669,220,250 -0.201,192.27 1,292.37



項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度

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8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3,199,003 -7.63本期賸餘(短絀) 41,901,000 38,701,997

-16,571,955 --調整非現金項目 11,355,000 -5,216,955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16,915,955-5,216,95511,699,000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344,000--344,000

-19,770,958 -37.12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3,256,000 33,485,042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其他資產 ---91,000-91,000

-91,000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1,000 -

-19,861,958 -37.23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3,347,000 33,485,042

-4,129,716 -0.67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617,200,000 613,070,284

-23,991,674 -3.58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70,547,000 646,555,326

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2.本年度不影響現金流量之其他活動：催收款項計226,259元，係應收帳款220,894元及預付費用5,365元轉列所致
。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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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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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1-10

資產 669,220,250 100.00 630,518,253 100.00 38,701,997 6.14基金餘額

流動資產 668,902,882 99.95 630,427,144 99.99 38,475,738 6.10基金餘額

現金 646,555,326 96.61 613,070,284 97.23 33,485,042 5.46基金餘額

銀行存款 646,555,326 96.61 613,070,284 97.23 33,485,042 5.46累積餘額

應收款項 2,373,987 0.35 3,400,510 0.54 -1,026,523 -30.19

應收帳款 2,037 0.00 222,931 0.04 -220,894 -99.09

應收收益 2,127,238 0.32 2,881,689 0.46 -754,451 -26.18

應收利息 244,712 0.04 295,890 0.05 -51,178 -17.30

預付款項 19,973,569 2.98 13,956,350 2.21 6,017,219 43.11

預付費用 19,973,569 2.98 13,956,350 2.21 6,017,219 43.11

其他資產 317,368 0.05 91,109 0.01 226,259 248.34

什項資產 317,368 0.05 91,109 0.01 226,259 248.34

催收款項 317,368 0.05 91,109 0.01 226,259 248.34

【附註】： 1.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 0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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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計0元。
3.備忘分錄所列應收債權憑證計 451,232元，債權憑證6張。

合計 669,220,250 630,518,253 100.00 38,701,997 6.14100.00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審定數

金額 ％

比較增減

％金額 ％金額

109年12月31日

衡表

權益基金
41001-11

單位：新臺幣元

基金餘額 669,220,250 100.00 630,518,253 100.00 38,701,997 6.14資產

基金餘額 669,220,250 100.00 630,518,253 100.00 38,701,997 6.14流動資產

基金餘額 669,220,250 100.00 630,518,253 100.00 38,701,997 6.14現金

累積餘額 669,220,250 100.00 630,518,253 100.00 38,701,997 6.14銀行存款

應收款項

應收帳款

應收收益

應收利息

預付款項

預付費用

其他資產

什項資產

催收款項

合計 669,220,250 100.00 630,518,253 100.00 38,701,997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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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比較增減

備　　　註
％金　　　　額

預算數 決算數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3

-3,497,67748,387,32351,885,000 -6.74基金來源

-3,179,031 -6.6148,099,000 44,919,969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3,179,031 -6.6148,099,000 44,919,969違規罰款收入

-318,646 -8.573,717,000 3,398,354財產收入

-318,646 -8.573,717,000 3,398,354利息收入

0 0.0069,000 69,000政府撥入收入

0 0.0069,000 69,000公庫撥款收入

-3,497,67748,387,32351,885,000 -6.74合計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4

基金用途 9,685,3269,984,000 -298,674 -2.99

-298,674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9,685,3269,984,000 -2.99

-66,760用人費用 12,24079,000 -84.51

-66,760超時工作報酬 12,24079,000 -84.51

-66,76012,24079,000 -84.51加班費

-156,665服務費用 227,335384,000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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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7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26,70798,510 28.62

28,197126,70798,510 28.62印刷及裝訂費

-10,563一般服務費 13,71024,273 -43.52

-10,56313,71024,273 -43.52佣金、匯費、經理費及
手續費

-164,569專業服務費 80,678245,247 -67.10

-50,955-50,955 --法律事務費

-41,61480,678122,292 -34.03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72,000-72,000 --電腦軟體服務費

-67,700材料及用品費 7,30075,000 -90.27

-67,700用品消耗 7,30075,000 -90.27

-44,79021045,000 -99.53辦公(事務)用品

-22,9107,09030,000 -76.37其他用品消耗

-6,549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9,438,4519,445,000 -0.07

-6,549捐助、補助與獎助 9,438,4519,445,000 -0.07

-59,880-59,880 --捐助國內團體

53,3319,438,4519,385,120 0.57捐助個人

-1,000其他 -1,000 --

-1,000其他支出 -1,000 --



比較增減
科目 決算數

金　　　　額
備　　　註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度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5

-1,000-1,000 --其他

合計 9,685,3269,984,000 -298,67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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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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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度

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權益基金
41001-17

12,240- - 12,240 - - - - - - - 12,240

12,240- - 12,240 - - - - - - - 12,240

12,240-12,240------1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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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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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1-18

保障勞工權益計畫 - 9,984,000 - 9,685,326 - -- -2.99-298,674

合              計 9,984,000 9,685,326 -298,674 -2.99



科目
比較增減

決算數
金額

預算數
％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度

各項費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
41001-19

用人費用 79,000 -84.5112,240 -66,760

79,000 -84.5112,240 -66,760超時工作報酬

79,000 -84.5112,240 -66,760加班費

服務費用 384,000 -40.80227,335 -15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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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10 28.62126,707 28,197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98,510 28.62126,707 28,197印刷及裝訂費

24,273 -43.5213,710 -10,563一般服務費

24,273 -43.5213,710 -10,563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
費

245,247 -67.1080,678 -164,569專業服務費

50,955 --- -50,955法律事務費

122,292 -34.0380,678 -41,614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72,000 --- -72,000電腦軟體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75,000 -90.277,300 -67,700

75,000 -90.277,300 -67,700用品消耗

45,000 -99.53210 -44,790辦公(事務)用品

30,000 -76.377,090 -22,910其他用品消耗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
、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9,445,000 -0.079,438,451 -6,549

9,445,000 -0.079,438,451 -6,549捐助、補助與獎助

59,880 --- -59,880捐助國內團體

9,385,120 0.579,438,451 53,331捐助個人

其他 1,000 --- -1,000

1,000 --- -1,000其他支出

1,000 --- -1,000其他

合計 9,984,000 9,685,326 -298,674 -2.99



比較增減
科目 決　算　數預　算　數 備　註

金額 %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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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1-20

統計所需項目： 80,678182,172 -55.71-101,49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80,678122,292 -34.03-41,614

捐助國內團體 -59,880 ---5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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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年度 

 

審   議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綜合決議 

 

為達精實人力及預算，所有委外案

件請依輕重緩急，分級分類分別做

出委託人力規模與服務案量的成本

分析，並分析委外服務之最適規

模，作為爾後年度編列預算之憑據。

遵照辦理。 
 
 

綜合決議 

 

為維護臺北市政府有關單位及臺北

大眾捷運公司設立於地下系統工作

員工之健康，臺北市政府勞動局應

會同有關單位定期監控及公布其工

作環境之空氣品質。市府有關單位

及臺北捷運公司應依據其監控結

果，更新或添置設備，俾有效改善

之。 

 

 

 

 

 

 

 

 

 

本市勞動檢查處於 108 年 12 月 5 日派

員至台北捷運臺北車站、忠孝新生站及

西門站等三站進行一氧化碳、硫化氫等

氣體濃度檢測，皆符合規定；另查臺北

大眾捷運公司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定，每六個月委由勞動部認可之作業環

境監測機構，進行車站及大廳二氧化碳

量測，濃度合於規定。 

捷運公司每年另委由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許可之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機構，檢測

車站及大廳的粒狀污染物（PM10）、細

懸浮微粒 PM2.5，結果合於規定。 

捷運公司相關車站及大廳空氣品質量

測，依規定定期委由政府認可之機構進

行測量，該公司並將勞工作業環境測定

報告，定期公告在公司內部知識網站

(知識館/工安處/E 優化改善經驗回饋

/E-10 勞安與防災業務/勞工作業環境

測定報告)。 

綜合決議 

 

市府各單位所屬委外停車場尚未全

部提供車牌辨識及電子票證繳費，

致民眾進出不便。爾後各委外停車

場新訂契約時，應要求業者提供智

慧化設施，以利民眾使用。 

遵照辦理。 

 

41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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