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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基金概況：：：： 

一一一一 設立宗旨及願景設立宗旨及願景設立宗旨及願景設立宗旨及願景：：：： 

本基金設置目的在於保障並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以建立有利於身心障礙者就業

之環境，依法保障其合理工作權，並積極開發身心障礙者之工作潛能，增進社會產能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規定 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直轄 勞工主管機關 

應設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並依 97 年 4 月修正發 該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 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屬預算法第 4 條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專款專用 ，爰 

自 98 年起本基金改納入本府預算編列辦理  

二二二二 施政重點施政重點施政重點施政重點：：：： 

        (一)辦理有關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相關項法令宣導會等  

  (二)補助或委託辦理身心障礙庇護計畫  

  (三)補助或委託辦理身心障礙支持性就業服務業務  

  (四)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立機構獎勵金  

  (五)補助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所需之部份房租及設備  

  (六)補助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及受僱者職務再設計相關設備  

  (七)辦理視覺障礙就業權益相關業務  

  (八)辦理其他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相關業務  

三三三三 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組織概況：：：： 

本基金業務由勞工局職業重建科推動及辦理，另本基金聘任約聘僱人員 13 人，辦理

基金相關業務  

四四四四 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基金歸類及屬性：：：： 

(一) 基金之資金來源係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徵收義務機關(構)未足額進

用身心障礙者之違規罰款，作為核發超額獎勵金 身心障礙者就業之用等特定用

途之支出  

(二) 依據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規定為特別收入基金  

貳貳貳貳 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業務計畫：：：：    

一一一一 基金來源基金來源基金來源基金來源：：：：    

(一)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計畫－係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義務

機關(構)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違規罰款，本年度預計收入 2,016 萬 8 千元較

上年度預算數 1,776 萬 6 千元，增加 240 萬 2 千元，主要係基本工資調漲及學生

兼任助理參加勞保人數計算，致收入增加  

(二) 財產收入計畫—本年度預計收入 482 萬 5 千元 係辦公廳舍租金收入預計收入 82

萬 1 千元及基金存款孳息之利息收入預計收入 400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42

萬 1 千元，減 159 萬 6 千元，主要係配合銀行利率調降減列定期存款孳息所致  

(三)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計畫—本年度預計收入 8,014 萬 9 千元 係依據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 訂定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撥交就業安定基金提撥及分配辦法 統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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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預計收入 1,600 萬元及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款預計收入 6,414 萬 9 千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 8,269 萬 7 千元，減 254 萬 8 千元，主要係勞動部就安基金補

助款減 所致  

二二二二 基金用途基金用途基金用途基金用途：：：：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計畫－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及基金行政業務所需經 

    費約 1 億 2,532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2,915 萬 2 千元，減 382 萬 9 千元， 

    主要係庇護性就業服務及支持性就業服務減 所致  

叁叁叁叁 預算概要預算概要預算概要預算概要：：：：    

一一一一 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 1 億 514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688 萬 4 千元，減 174

萬 2 千元，約 1.63%，主要係政府其他撥入收入減 所致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 1 億 2,532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2,915 萬 2 千元，減

382 萬 9 千元，約 2.96%，主要係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計畫減 所致  

二二二二 基金餘絀之預計基金餘絀之預計基金餘絀之預計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2,018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短絀 2,226 萬

8 千元，減 208 萬 7 千元，約 9.37%，將移用基金餘額 2,018 萬 1 千元支應  

肆肆肆肆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截至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截至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截至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截至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止執行情形日止執行情形日止執行情形日止執行情形))))    

一一一一 前前前前(10(10(10(105555))))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年度決算結果：：：：    

(一) 105 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 4,495 萬 3 千元，其中違規罰款收入 2,066 萬 8 千元 租

金收入 82 萬 1 千元 利息收入 723 萬 5 千元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1,582 萬 4 千元，

雜項收入 40 萬 5 千元  

(二) 基金用途決算數 5,236 萬元，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5,236 萬元  

(三)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決算數短絀 740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短絀 1,654 萬 3 千

元，減 913 萬 6 千元，約 55.23% 主要係因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罰鍰實收數

較預算數增加;另委辦 補助辦理庇護性就業等計畫 核發私立機構超額進用身心

障礙員工獎勵金較預期減 ，且未動支庇護工場職業災害補償費等因素所致  

二二二二 上上上上 101010106666 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一) 基金來源：預算分配數 5,381 萬 7 千元，106 年 6 月 30 日實際執行數 5,515 萬 5

千元，執行率 102.49 %  

(二) 基金用途:預算分配數 1,831 萬 5 千元，106 年 6 月 30 日實際執行數 1,827 萬元，

執行率 99.75%  

(三)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預算分配數賸餘 3,550 萬 2 千元，至 6 月 30 日止，實際

數賸餘 3,688 萬 5 千元  

伍伍伍伍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無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基金來源 -1,742106,884105,14244,953

2,402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20,668 20,168 17,766

2,402違規罰款收入20,668 20,168 17,766

-1,596財產收入8,056 4,825 6,421

-租金收入821 821 821

-1,596利息收入7,235 4,004 5,600

-2,548政府撥入收入15,824 80,149 82,697

-2,548政府其他撥入收入15,824 80,149 82,697

-其他收入405 - -

-雜項收入405 - -

基金用途 -3,829129,152125,32352,360

-3,829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支出

52,360 125,323 129,152

本期賸餘(短絀) 2,087-22,268-20,181-7,407

期初基金餘額 -13,132550,264537,132566,807

解繳公庫 ----

期末基金餘額 -11,045527,996516,9515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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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20,181

調整非現金項目 -926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790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136

-21,107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3,358

增加其他負債 3,358

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 -1,957

增加長期貸款 -5

增加準備金 -1,952

增加其他資產 -852

增加其他資產 -852

549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0,558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25,037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04,479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



科目及業務項目 數　量
(業務量)

金　　額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利(費)率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 - 20,168

違規罰款收入 月 12 1,680,666.67 20,168 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罰鍰。

財產收入 - - 4,825

租金收入 年 1 821,000.00 821 前金區建號906及907號2間辦公廳舍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年 1 4,004,000.00 4,004 本金520,000,000元*利率
0.77% = 4,004,000元。

政府撥入收入 - - 80,149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年 1 80,149,000.00 80,149 1.勞動部統籌分配款計16,000,000元(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訂定「身
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撥交就業安定基
金提撥及分配辦法」分配)。
2.勞動部補助款64,148,805
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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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125,323 129,15252,360

用人費用 7,461 7,4397,345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5,476 5,4765,476

聘用人員薪金 2,221 2,2212,221 約聘人員3名、約聘就業服務督導1名
、約聘業務員1名，共計5名薪金
2,220,492元(詳員工人數彙計表、用
人費用彙計表)。

約僱職員薪金 3,255 3,2553,255 約僱人員8名薪金3,255,168元(詳員工
人數彙計表、用人費用彙計表)。

超時工作報酬 60 601 辦理業務加班費。

加班費 60 601

獎金 685 685672 約聘人員3名、約聘就業服務督導1名
、約聘業務員1名、約僱人員8名，共
計13名年終獎金。

年終獎金 685 685672

退休及卹償金 329 329328 約聘人員3名、約聘就業服務督導1名
、約聘業務員1名、約僱人員8名，共
計13名6% 公提離職儲金。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329 329328

福利費 911 889868

分擔員工保險費 703 681668 約聘人員3名、約聘就業服務督導1名
、約聘業務員1名、約僱人員8名，
共計13名勞保費430,692元，健保費(
補充健保費)272,248元。

其他福利費 208 208200 約聘人員3名、約聘就業服務督導1名
、約聘業務員1名、約僱人員8名，共
計13名休假補助費16,000元× 13人
208,000元。

服務費用 31,574 34,0088,471

郵電費 147 1475

郵費 92 925 業務所需郵資。

電話費 55 55- 業務所需電話費。

旅運費 130 5027

國內旅費 130 5027 辦理業務出差旅費、辦理各項活動講
師旅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48 448106

印刷及裝訂費 200 20041 印製憑證、報表、預算及決算、法規
、會議資料、研習講義、觀摩講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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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廣(公)告費 40 4021 刊登促進身心障礙就業廣告及公告
等。

業務宣導費 208 20844 辦理身心障礙業務、法令宣導及庇護
商品示範、推廣、行銷等。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5 256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25 25- 電腦等設備維護費。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 -6

保險費 25 154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 -3

其他保險費 25 151 辦理各項活動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2,302 2,7627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
手續費

1 107 銀行存款手續費。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2,301 2,752- 1.視障者職業重建計畫專案人員薪資
等相關費用564,088元。
2.進用視障按摩輔導員計畫專案人員
薪資等相關費用1,222,946元。
3.視障電話服務員計畫專案人員薪資
等相關費用395,662元。
4.經營管理課程計畫工作人員費6,000
元。
5.服務品質提升計畫工作人員費3,600
元。
6.按摩院所參訪計畫工作人員費3,000
元。
7.多元職場參訪計畫工作人員費1,400
元。
8.配合行政院核定之社會工作人員就
業安全方案，補助職管員及業輔員相
關人事費37,000元。
9.辦理視障多元就業工作人員費
67,000元。

專業服務費 28,497 30,5618,316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750 600232 各項會議、研習、聯繫會報、法令宣
導及辦理各項活動之講師鐘點費、委
員出席費、手語翻譯費及其他相關經
費等。

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 60 60- 身心障礙業務資訊系統維護費。

其他 27,687 29,9018,084 1.委託身心障礙相關福利團體機關(構
)辦理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等相關費
用21,669,000元。
2.委託身心障礙相關福利團體或機關(
構)辦理庇護性就業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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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商品展售、辦理捷運庇護商店等相關
經費1,180,000元。
3.委託民間團體、機關、學校、公司
行號等機構辦理視障相關計畫
3,014,000元。
4.委託身心障礙相關福利團體或機關
辦理職業輔導評量計畫1,824,000元。

材料及用品費 281 28147

使用材料費 - -5

油脂 - -5

用品消耗 281 28142

辦公(事務)用品 200 20035 辦公所需用之文具紙張、碳粉、墨水
匣等消耗品及非消耗品等。

報章什誌 16 166 購置法規、參考書籍、報紙等。

其他 65 651 業務用事務機具、按摩床、按摩椅等
相關物品。

租金、償債與利息 141 1419

地租及水租 101 101-

場地租金 101 101- 辦理活動所需場地租金。

機器租金 40 409

機械及設備租金 40 409 影印機租賃費等。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250 198191

土地稅 14 1414

一般土地地價稅 14 1414 前金區建號906及907號2間辦公廳舍
地價稅。

房屋稅 216 164164

一般房屋稅 216 164164 前金區建號906及907號2間辦公廳舍
房屋稅。

消費與行為稅 - -7

使用牌照稅 - -7

規費 20 206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20 201 繳納政府機關之各項規費與強制費
等。

汽車燃料使用費 - -5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79,282 80,4382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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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捐助、補助與獎助 74,282 74,93822,236

補 (協)助政府機關 (構) 46,859 44,81812,986 1.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身心障礙者
職業訓練、職業重建、就業服務、促
進身障者就業活動及業務所需薪資、
勞健保費、勞退金及行政管理等費用
；各就服站水電費及管理費等費用
8,370,000元。
2.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支持性就業
服務計畫等相關費用4,478,000元(含
就服員薪資、勞退金及勞健保費、行
政管理費。
3.補助辦理關懷偏鄉身心障礙者就業
服務計畫1,500,000元。
4.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職業輔導評
量計畫1,460,000元。
5.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E化實務整
合培訓計畫249,000元。
6.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自營作業及
受僱者職務再設計所需費用2,000,000
元。
7.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職業訓練相
關經費14,643,000元。
8.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身心障礙者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計畫
13,763,000元。
9.補助本局所屬單位辦理視障者電話
服務計畫396,000元。

捐助國內團體 26,023 28,3238,972 1.補助身心障礙相關福利團體或機關
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商店)所需
相關經費24,823,000元。
2.補助身心障礙相關福利團體或機關
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活動、
補助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職業災害補
償費用700,000元。
3.補助身心障礙相關團體或機關設置
按摩小棧或按摩院所等200,000元。
4.補助身心障礙相關福利團體辦理支
持性穩定就業服務300,000元。

捐助個人 1,400 1,797278 1.補助視障者設置按摩小棧及按摩院
所等800,000元。
2.補助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所需之營
業場所房屋租金及設備600,000元。

補貼(償)、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

5,000 5,500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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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獎勵費用 5,000 5,5004,095 核發私立機構超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
獎勵金(5,000元× 1,000人次計算)。

短絀、賠償給付及支應退場
支出

- -3,904

各項短絀 - -3,904

呆帳及保證短絀 - -3,904

其他 6,334 6,6476,062

其他支出 6,334 6,6476,062

其他 6,334 6,6476,062 1.提撥上年度差額補助費30% 繳交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統籌分配6,191,000
元。
2.召開會議及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
業相關活動所需餐點等143,000元。

10

總　　　計52,360 125,323 129,152



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125,323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案 106,567.18 1,176

合　　　計 12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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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2月31日105年12月31日
科　　　目

107年12月31日
比較增減（－）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中華民國107年12月31日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565,325 525,333 542,292 -16,959

548,354 508,329 528,097 -19,768流動資產

544,205 504,479 525,037 -20,558現金

544,205 504,479 525,037 -20,558銀行存款

4,087 3,850 3,060 790應收款項

3,731 3,700 2,827 873應收帳款

356 150 233 -83應收利息

62 - - -預付款項

62 - - -預付費用

5,926 7,359 5,402 1,957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
墊款及準備金

580 581 576 5長期貸款

580 581 576 5其他長期貸款

5,346 6,778 4,826 1,952準備金

5,346 6,778 4,826 1,952退休及離職準備金

11,045 9,645 8,793 852其他資產

11,045 9,645 8,793 852什項資產

11,045 9,645 8,793 852催收款項

資產總額565,325 525,333 542,292 -16,959

負債5,925 8,382 5,160 3,222

144 4 140 -136流動負債

144 4 140 -136應付款項

144 4 140 -136應付代收款

5,781 8,378 5,020 3,358其他負債

5,781 8,378 5,020 3,358什項負債

435 1,600 194 1,406存入保證金

5,346 6,778 4,826 1,952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基金餘額559,400 516,951 537,132 -20,181

559,400 516,951 537,132 -20,181基金餘額

559,400 516,951 537,132 -20,181基金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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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2月31日105年12月31日
科　　　目

107年12月31日
比較增減（－）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中華民國107年12月31日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559,400 516,951 537,132 -20,181累積餘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565,325 525,333 542,292 -1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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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說　　明數量 預(決)算　數

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案 1,176 106,567.18 125,323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上年度預算數

案 1,287 100,351.20 129,152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前年度決算數

案 1,119 46,791.90 52,360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104年度決算數

案 1,293 40,736.27 52,672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103年度決算數

案 1,046 47,087.00 49,253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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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說 　　　明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總　　計 13 - 13

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員工人數彙計表

單位 ：人

專任人員 13 - 13

聘用 5 - 5

約僱 8 - 8

15

以服務費用支付之按日、按件或按時計酬力，辦理視障者職業重建服務計畫1人、辦理視障電話服務員計畫 1 人、進用
視障按摩業務輔導員計畫2人。

註：



科　　目 年　終
獎　金

其　他

正式員
額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　　　　　　　金

考　績
獎　金

績　效
獎　金

聘僱人
員薪資

- 5,476 60 - 685 - - -合　計

高雄巿政

中華民國

高雄市身心障

用人費用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 - 5,476 60 - 685 - - -

-聘僱人員 5,476 60 - 685 - - -

16

1.以服務費用支付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2,183千元。註：



分擔保
險　費

其　他
合計

退休及卹償金

退休金 卹償金
資遺費 傷病醫

藥　費
提撥福
利　金

福　　利　　費

提繳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　計

329 - - 703 - - 208 - 7,461 7,461-

府勞工局

單位 ：新臺幣千元107年度

礙者就業基金

彙計表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支出329 - - 703 - - 208 - 7,461 - 7,461

聘僱人員 - 703 - - 208 - -7,461 7,461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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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合計

促進身心障礙者
就業支出

中華民國

高雄市身心障

各　項　費　用

高雄巿政

用人費用7,345 7,4397,345 7,439 7,461 7,461

5,476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5,4765,476 5,476

2,221 2,2212,221 2,221 聘用人員薪金

3,255 3,2553,255 3,255 約僱職員薪金

60超時工作報酬 601 60

60 601 60 加班費

685獎金 685672 685

685 685672 685 年終獎金

329退休及卹償金 329328 329

329 329328 329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911福利費 911868 889

703 703668 681 分擔員工保險費

208 208200 208 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8,471 34,0088,471 34,008 31,574 31,574

147郵電費 1475 147

92 925 92 郵費

55 55- 55 電話費

130旅運費 13027 50

130 13027 50 國內旅費

448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48106 448

200 20041 200 印刷及裝訂費

40 4021 40 廣(公)告費

208 20844 208 業務宣導費

25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56 25

25 25- 25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 -6 -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25保險費 254 15

- -3 -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25 251 15 其他保險費

2,302一般服務費 2,3027 2,762

1 17 10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
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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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107年度

礙者就業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府勞工局

用人費用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聘用人員薪金

約僱職員薪金

超時工作報酬

加班費

獎金

年終獎金

退休及卹償金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福利費

分擔員工保險費

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

郵電費

郵費

電話費

旅運費

國內旅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印刷及裝訂費

廣(公)告費

業務宣導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保險費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其他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
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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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合計

促進身心障礙者
就業支出

中華民國

高雄市身心障

各　項　費　用

高雄巿政

2,301 2,301- 2,752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28,497專業服務費 28,4978,316 30,561

750 750232 600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60 60- 60 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

27,687 27,6878,084 29,901 其他

材料及用品費47 28147 281 281 281

-使用材料費 -5 -

- -5 - 油脂

281用品消耗 28142 281

200 20035 200 辦公(事務)用品

16 166 16 報章什誌

65 651 65 其他

租金、償債與利息9 1419 141 141 141

101地租及水租 101- 101

101 101- 101 場地租金

40機器租金 409 40

40 409 40 機械及設備租金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191 198191 198 250 250

14土地稅 1414 14

14 1414 14 一般土地地價稅

216房屋稅 216164 164

216 216164 164 一般房屋稅

-消費與行為稅 -7 -

- -7 - 使用牌照稅

20規費 206 20

20 201 20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 -5 - 汽車燃料使用費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26,331 80,43826,331 80,438 79,282 79,282

74,282捐助、補助與獎助 74,28222,236 74,938

46,859 46,85912,986 44,818 補 (協)助政府機關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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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107年度

礙者就業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府勞工局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專業服務費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

其他

材料及用品費

使用材料費

油脂

用品消耗

辦公(事務)用品

報章什誌

其他

租金、償債與利息

地租及水租

場地租金

機器租金

機械及設備租金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土地稅

一般土地地價稅

房屋稅

一般房屋稅

消費與行為稅

使用牌照稅

規費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汽車燃料使用費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補 (協)助政府機關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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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合計

促進身心障礙者
就業支出

中華民國

高雄市身心障

各　項　費　用

高雄巿政

26,023 26,0238,972 28,323 捐助國內團體

1,400 1,400278 1,797 捐助個人

5,000補貼(償)、獎勵、慰問、照
護與救濟

5,0004,095 5,500

5,000 5,0004,095 5,500 獎勵費用

短絀、賠償給付及支應退場支

出

3,904 -3,904 - - -

-各項短絀 -3,904 -

- -3,904 - 呆帳及保證短絀

其他6,062 6,6476,062 6,647 6,334 6,334

6,334其他支出 6,3346,062 6,647

6,334 6,3346,062 6,647 其他

129,152 合　計 125,323 125,323 -5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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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107年度

礙者就業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府勞工局

捐助國內團體

捐助個人

補貼(償)、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獎勵費用

短絀、賠償給付及支應退場支

出

各項短絀

呆帳及保證短絀

其他

其他支出

其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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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年度減少 說 　　明期初餘額 期末餘額本年度增加

中華民國107年度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高雄巿政府勞工局

固定項目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

13,365土地 - - 13,365

11,546房屋及建築 - - 11,546

356機械及設備 - - 356

670交通及運輸設備 - - 670

25什項設備 - - 25

500電腦軟體 - - 500

資產總額 26,462 - - 26,462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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