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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 

一、設立依據 

  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以下稱本會）依照民法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審查農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相關法令規定，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籌備設立，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稱農委會)107 年 10 年 18 日農漁字第

1070727060 號函核准設立；並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 10 月 23 日證財字第

17號，登記簿第 134冊第 9頁第 3204號登記。 

二、設立目的 

  本會以配合政府政策，保育及健全海洋生態系，保護臺灣海洋環境，落實聯

合國糧農組織於一九九五年通過之責任漁業行為規範精神，合理利用海洋資源，

並促進漁業永續利用為設立目的。依本會章程規定，任務如下： 

（一）推動臺灣海洋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及復育。 

（二）提升臺灣沿近海漁業永續發展之資源管理、合理利用及增裕。 

（三）辦理海洋漁業技術、漁業經營或受委託從事海域相關開發事務對漁業

影響之規劃、設計、評估及技術指導等。 

（四）蒐集、分析沿近海漁獲之正確數據資料，協助評估沿近海海洋生態、漁

業資源狀況及可允許最適容許捕撈量，並推動建立漁獲可追溯性機制。 

（五）協助執行沿近海漁船監控管理措施。 

（六）推動海洋環境保護，並協助輔導成立海洋保護區巡守隊。 

（七）協助漁港相關之調查、規劃、建設、經營、管理及維護等事項。 

（八）協助漁業統計調查、漁業(家、村)經濟調查及主力漁家所得調查等漁

業相關統計調查事項。 

（九）辦理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生態保育及漁村再生之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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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協助保障、改善及提升漁船船員權益、福利、安全。 

（十一）推動及設立永續海鮮標章制度。 

（十二）辦理教育與訓練以宣導負責任漁業意識及觀念。 

（十三）促進兩岸漁業資源養護合作，並協助政府處理兩岸漁業及勞務交流

事務。 

（十四）辦理水產品生產環境、加工提升推動及衛生管理評鑑事務。 

（十五）其他符合本會設立目的之相關公益性海洋保育及沿近海漁業業務。 

三、組織概況 

本會設董事會管理之，置董事十一至十三人組成之，其中一人為董事長，由

董事互選之，綜理董事會事務，對外代表本會；置副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

協助董事長處理會務；本會董事均為無給職。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 經費之籌措及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 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 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 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 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 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 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 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 合併之擬議。 

（十） 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本會設監察人會，負責有關會務、業務、財務等事宜。監察人會置監察人五

人，由主管機關就監察人擇一兼任常務監察人，常務監察人應列席董事會；本會

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解任時亦同。

執行長之職責如下： 

（一） 執行董事會之決議。 

（二） 聘僱與解聘所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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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揮、監督所屬職員推行業務。 

（四） 訓練、考核、獎勵所屬職員。 

（五） 提報董事會審議之事項。 

（六） 其他依職權應辦事項。 

  本會之業務得分組辦理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執行長提名經董事長核可，

提董事會通過後聘免之。置職員若干人，由執行長聘免，報請董事長核備，承執

行長及組長之命，分別辦理業務、人事、文書、會計等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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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之組織編制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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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結果 

本會 108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工作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一、沿近海漁業監控、

管理及漁獲數據

查報匯集分析 

一、完成港口查報員及漁船監

控技術員之招聘工作。 

二、完成港口駐點、資料調查

及蒐集。 

三、完成蒐集有效之港口漁獲

資料；建立各駐點各漁業

別主要優勢漁獲魚種資

料。 

四、完成協助漁船填報國內港

口沿近海漁獲物卸魚聲明

書。 

五、辦理大型歸詢會議。 

一、完成港口查報員及漁船監

控技術員之招聘工作，及

執行各派駐地點漁港漁業

資料調查，並辦理 2 場大

型歸詢會議。 

二、派駐人員已完成蒐集 110

萬筆有效之港口漁獲查報

資料，建立各漁業別前 5

名優勢漁獲魚種資料，及

協助推廣、宣導卸魚聲明

書填報政策，並協助船長

進行填報卸魚聲明書 2 萬

份。 

二、沿近海漁港卸魚

查核及漁船作業

查緝 

一、僱用檢核員及沿近海觀察

員。 

二、辦理大型歸詢會議。 

三、抽查卸魚聲明書。 

四、特定漁業漁船科學觀察。 

五、完成巡護登目檢組任務。 

一、完成僱用檢核員及沿近海

觀察員，並執行抽查卸魚

聲明書 45,000 份、特定漁

業漁船科學觀察 186 航

次，及巡護登目檢任務 138

航次。 

二、完成辦理 2 場大型歸詢會

議。 

三、沿近海漁業永續

發展-種苗放流 

一、增裕臺灣地區漁業資源與

復育漁場生態功能。 

二、魚苗病毒檢測部分：不定

期至養殖場採樣蓄養中之

魚苗，並送至實驗室利用

聚合酶連鎖反應檢測法

（PCR），對魚苗進行神經

壞死病毒（NNV）與虹彩病

毒（GIV）之檢驗（有關 PCR

檢測之方式詳見實施方法

與步驟。 

一、種苗放流部分：108年度，

於臺灣沿海 11 縣市分別

放流瓜子鱲、四絲馬鮁、布

氏鯧鰺、銀紋笛鯛、九孔、

白棘三列海膽及紫海膽等

高經濟價值種苗。 

二、已針對本年度各放流物種

抽樣進行 PCR 檢測，本年

度無檢出神經壞死病毒

（NNV）與虹彩病毒（GIV）。 

四、強化海洋水產品

及漁船符合對方

國衛生管理規定 

一、 紙本卸魚聲明書電子化。 

二、 卸魚聲明 WEBAPP。 

三、 沿近海卸魚聲明書查核。 

已完成查核及辨識卸魚聲明

書，及卸魚聲明書 WEBAPP初步

開發。 

五、漁船職業安全衛

生輔導計畫 

一、 蒐集資料並擬具適合漁

船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範本及印製摺頁手

冊。 

一、完成漁船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及手冊製作，編纂

適合漁船之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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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二、 蒐集資料並擬定適合漁

船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教材。 

三、 邀集相關主管機關團體、

業者舉辦專家座談會。 

二、邀集相關單位召開 5 場專

家學者座談會。 

六、漁船船員分紅制

度研究與出勤紀

錄合適方案計畫 

一、 研究漁船船員以「民法」

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參

與漁獲收益分配之可行

性，並研擬上述制度之配

套措施、輔導機制。 

二、 設計問卷調查個別漁業

漁法及漁業別船員出勤

記錄方式與漁獲收益分

紅制度資料，並據以擬訂

分紅定型化契約。 

三、 邀集相關主管機關、團

體、業者舉辦專家座談

會。 

一、發放研究現行漁船船員出

勤紀錄表、分紅模式現況

調查問卷，針對漁船主使

用偏好習慣友善設計之漁

船船員出勤紀錄表，草擬

「分紅定型化契約」範本。 

二、邀集相關單位召開 5 場專

家學者座談會。 

七、漁船船員勞資會

議說明與宣導計

畫 

一、 辦理宣導，說明現行勞基

法第 30條、第 30-1條及

第 84-1 條規定，並協助

勞資雙方選擇符合自身

漁業特性之工時及休例

假制度，透過約定、勞資

會議或約定書等方式作

成決議。 

二、 製作中、英、越、印尼語

之工時及休例假制度說

明手冊。 

一、於各縣市分別向漁船主、

船員（本國籍及外國籍）為

宣導對象舉辦 10 場說明

會。 

二、製作勞基法相關中、英、

越、印尼版勞基法說明手

冊各一份。 

八、臺灣海域輻射調

查計畫-海生物採

樣 

依臺灣周邊海域劃分為北部、

西北部、西南部、東北部及東部

等 5 大區塊，分別採集當季、

底棲及洄游魚種。 

採樣計畫指定港口漁獲種類共

78 件，並於 108 年 12 月份完

成驗收。 

 

九、漁鄉連線：栽培漁

業示範區社區資

源整合與永續經

營模式建構計畫 

一、 輔導漁會於三處栽培漁

業區建立生態資源管理

機制與漁業權自主管理

機制。 

二、 執行栽培漁業示範區互

訪活動，交流栽培漁業經

驗，蒐集回饋意見。 

三、 輔導參加培力課程或舉

辦研討活動，連結地方社

一、辦理各栽培漁業區共 6 場

自主管理會議及 5 場培力

課程。 

二、 帶領各栽培漁業區成員參

訪交流活動計 6 場次及影

片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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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區組織，建構栽培漁業帶

來的共享共榮經濟平台。 

十、澎湖縣漁民多樣

化經營計畫 

一、 舉辦永續海鮮輔導員培

訓課程。 

二、 舉辦食漁教育推廣講師

培訓課程。 

三、 舉辦漁業廢棄物藝術創

作課程。 

完成永續海鮮輔導員及食漁教

育推廣講師培訓課程，並舉辦

漁業廢棄物藝術創作課程及漁

業廢棄物藝術創作學員之成果

展示。 

十一、 推動臺灣永續

漁業水產品試

驗計畫 

一、 擬訂台灣永續海鮮標章驗

證與稽核制度。 

二、 擬訂台灣永續海鮮標章之

鯖鰺與鬼頭刀驗證評分細

則。 

三、 試辦台灣永續海鮮標章之

鯖鰺與鬼頭刀驗證。 

四、 舉辦台灣永續漁業水產品

標章推廣驗證稽核人員試

培訓課程。 

五、 研析具台灣永續海鮮標章

驗證之鯖鰺與鬼頭刀產品

潛在市場。 

一、草擬台灣永續漁業水產品

標章驗證標準、驗證流程、

稽核流程，與台灣永續漁

業水產品標章之鯖鰺與鬼

頭刀驗證評分細則。 

二、辦理台灣永續漁業水產品

標章試驗證漁船計 6艘。 

三、完成 3 場台灣永續漁業水

產品標章推廣驗證稽核人

員試培訓課程，及編製台

灣永續漁業水產品標章學

員手冊。 

四、提出 1 份台灣永續漁業水

產品推廣分析報告。 

十二、 「漁」民有約-

臺灣漁業施政

措施巡迴座談 

一、 舉辦全國巡迴漁民座談。 

二、 製作漁業施政有感推廣

短片。 

三、 製作漁業施政有感推廣

圖卡。 

一、舉辦 19 場次全國巡迴漁

民座談；座談會議期間討

論議題廣泛，以漁船船員

工時、休漁獎勵規定、成立

養殖合作社及冷鏈設備補

助等議題最多。 

二、製作宣導漁民福利及相關

政策規定之短片及製作漁

業政策施政推廣圖卡。 

十三、 卸魚聲明書來

源資料整合 

一、 生產地魚市場資料轉換。 

二、 電子磅秤使用與維護。 

三、 攜帶式電子磅秤示範區。 

一、針對 16 處生產地魚市場

完成開發專用轉換程式，

轉換匯入卸魚聲明書資料

計 5 萬餘筆，及就屏東縣

東港鹽埔漁港櫻花蝦漁業

所用之過磅軟體進行調

整。 

二、選定八斗子等 5 處漁港建

置攜帶式電子磅秤示範

區。 

十四、 臺灣沿近海帶

魚漁業永續發

展前導計畫 

一、 綜整分析國內外有關帶

魚相關文獻資料。 

一、經中央研究院陳昭倫研究

員文獻分析探究，國內外

文獻，以「生物資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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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二、 探究臺灣沿近海近五年

帶魚漁業作業漁場熱點

之時空分布特性。 

三、 召開「臺灣沿近海帶魚資

源研究重點」專家學者座

談會。 

四、 就漁場環境面、資源生物

面、產業經濟面等三方面

研擬「臺灣沿近海帶魚資

源研究統籌計畫」研究項

目與具體工作項目。 

45篇最多，綜整可知目前

全球帶魚共有 47種，但臺

灣漁獲紀錄上僅有 1 種白

帶魚，其中是否因外觀相

近或未有捕獲物種的侷限

因素，尚需深入研究探討

釐清。 

二、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廖正

信教授分析，臺灣沿近海

帶魚漁業漁獲量主要以一

支釣及拖網漁業為主，一

支釣漁法較為高效，拖網

漁獲選擇較低，混獲程度

較高，尚須依此二項漁業

先行深入探討。 

三、召開 4 場次「臺灣沿近海

帶魚資源研究重點」專家

學者會議，研擬出「臺灣沿

近海帶魚資源研究統籌計

畫」之具體工作項目，規劃

蒐集臺灣漁場環境、帶魚

生物資源、漁船投入努力

及市場產銷等基礎資料，

推動帶魚資源合理開發永

續利用。 

十五、 海洋保育計畫 一、海洋生態教育：舉辦社區

小丑魚計畫說明會 ，並規

劃小丑魚生物解說教育空

間。 

二、海洋食漁教育：製作永續

海鮮教育圖卡、舉辦愛海

廚房教室、永續海鮮網站

之食漁教育篇章頁面建

立。 

一、舉辦鼻頭角社區小丑魚計

畫說明會 1 場，並於鼻頭

角社區內設置 1 座供小丑

魚適應海葵之中間育成海

水缸，另規劃在地國小小

丑魚生物解說教育空間規

劃。 

二、永續海鮮教育：完成教育

圖卡製作、舉辦愛海廚房

教室 6 堂，及建置永續海

鮮網站之食漁教育篇章頁

面。 

十六、 東港放流 協助增裕東港區漁會漁業資源

與復育漁場生態功能。 

於屏東縣東港鎮鎮海公園辦理

3萬尾黃鰭鯛魚苗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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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本年度勞務收入決算數 117,448,869元，較預算數 117,480,000元，減

少 31,131元，約 0.03%，主要係承辦漁業署、海保署、原能會及澎湖縣

政府農漁局等各項補助、委辦計畫收入減少所致。 

（二）本年度受贈收入決算數 9,837,389 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9,837,389

元，主要係接受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捐贈、永續海鮮推廣及生態放流

魚苗民間受贈所致。 

（三）本年度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168,359元，較預算數 230,000元，減少 61,641

元，約 26.80%，主要係基金存款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四）本年度勞務成本決算數 114,043,556元，較預算數 117,480,000元，減

少 3,436,444 元，約 2.93%，主要係承辦漁業署、海保署、原能會及澎

湖縣政府農漁局等各項補助、委辦計畫收入減少，致勞務成本相對減少

所致。 

（五）本年度度其他業務支出 232,176 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232,176 元，

主要係辦理永續海鮮推廣及生態放流魚苗支出所致。 

（六）本年度管理費用決算數 1,224,424元，較預算數 230,000元，增加 994,424

元，約 432.36%，主要係辦理本會會務工作及章程所定各項任務相關工

作增加所致。 

（七）本年度所得稅費用決算數 616,689元，較預算數 0元，增加 616,689元。 

（八）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11,337,772 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11,337,772元，主要係接受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捐贈及承辦漁業署、

原能會及澎湖縣政府農漁局各項委辦計畫結餘所致。 

二、現金流量實況：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9,373,915元，較預算數 22,800,000元，增加

6,573,915元，約 28.83%，主要係應付款項及預收款項增加所致。 

（二）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700,000元，與預算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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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32,492,405元，係期末現金 34,992,591元，較期

初現金 2,500,186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28,000,186元，增加捐贈基金 3,700,000元及本年度賸餘

11,337,772元，期末淨值為 37,837,958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一）本年度資產決算數 53,738,195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22,800,186元，增

加 30,938,009元，約 135.69%，主要係流動資產、固定資產及其他資產

增加所致。 

（二）本年度負債決算數 15,900,237 元，較上年度負債決算數 0 元，增加

15,900,237元，主要係流動負債增加所致。 

（三）本年度淨值決算數 37,837,958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22,800,186元，增

加 15,037,772元，約 65.95%，主要係捐贈基金及累積賸餘增加所致。 



 

 

 

 

 

 

 

 

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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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收支營運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1) (2)
金額

(3)=(2)-(1)

%

(4)=(3)/(1)*100

收入

1,217,478 業務收入 117,480,000 127,286,258 9,806,258 8.35%

1,217,478      勞務收入 117,480,000 117,448,869 -31,131 -0.03%

0      受贈收入 0 9,837,389 9,837,389 -                             

186 業務外收入 230,000 168,359 -61,641 -26.80%

186      財務收入 230,000 168,359 -61,641 -26.80%

1,217,664 收  入  合  計 117,710,000 127,454,617 9,744,617 8.28%

支出

1,217,478   業務支出 117,710,000 115,500,156 -2,209,844 -1.88%

1,217,478 勞務成本 117,480,000 114,043,556 -3,436,444 -2.93%

0 其他業務支出 0 232,176 232,176 -                             

0 管理費用 230,000 1,224,424 994,424 432.36%

1,217,478 支  出  合  計 117,710,000 115,500,156 -2,209,844 -1.88%

186 稅前餘絀（-） 0 11,954,461 11,954,461 -                        

0   所得稅費用 0 616,689 616,689 -                        

186 本期賸餘(短絀-) 0 11,337,772 11,337,772
-                        

比較增(減-)

 科     目上年度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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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1) (2)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0 11,954,461 11,954,461 -                         

利息股利之調整 -230,000 -168,359 61,641 -26.80%

利息收入 -230,000 -168,359 61,641 -26.80%

利息支出 0 0 0 -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230,000 11,786,102 12,016,102 -5,224.39%

調整非現金項目 22,800,000 18,036,143 -4,763,857 -20.89%

折舊費用 0 36,562 36,562 -                         

應收帳款減少(增加) 22,800,000 2,113,329 -20,686,671 -90.73%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0 -13,985 -13,985 -                         

應付款項增加 0 14,991,237 14,991,237 -                         

預收款項增加 0 909,000 909,000 -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22,570,000 29,822,245 7,252,245 32.13%

收取利息 230,000 168,359 -61,641 -26.80%

支付所得稅 0 -616,689 -616,689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2,800,000 29,373,915 6,573,915 28.8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0 -436,510 -436,510 -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0 -145,000 -145,000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 0 -581,510 -581,510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基金及公積 3,700,000 3,700,000 0 0.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700,000 3,700,000 0 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6,500,000 32,492,405 5,992,405 22.6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0 2,500,186 2,500,186 -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6,500,000 34,992,591 8,492,591 32.05%

項 目
比較增(減-)



13 

 

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增加 減少

基金

    創立基金 22,800,000 0 0 22,800,000

    捐贈基金 0 3,700,000 0 3,700,000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186 11,337,772 11,337,958 本年度賸餘

合         計 22,800,186 15,037,772 0 37,837,958

財團法人台灣區遠

洋鮪魚類產銷發展

基金會清算後捐贈

說明科   目 本年度期初餘額
本年度

本年度期末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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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1) (2)
金額

(3)=(1)-(2)

%

(4)=(3)/(2)*100

資         產

流動資產 53,193,247 22,800,186 30,393,061 133.30%

     現金 34,992,591 2,500,186 32,492,405 1,299.60%

     應收款項 18,186,671 20,300,000 -2,113,329 -10.41%

     其他流動資產 13,985 0 13,985 -                            

固定資產 399,948 0 399,948 -                            

     什項設備 436,510 0 436,510 -                            

減：累積折舊－什項設備 -36,562 0 -36,562 -                            

其他資產 145,000 0 145,000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45,000 0 145,000 -                            

         資產合計 53,738,195 22,800,186 30,938,009 135.69%

負         債

流動負債 15,900,237 0 15,900,237 -                            

預收款項 909,000 0 909,000 -                            

應付款項 14,991,237 0 14,991,237 -                            

         負債合計 15,900,237 0 15,900,237 -                            

淨         值

基金 26,500,000 22,800,000 3,700,000 16.23%

創立基金 22,800,000 22,800,000 0 0.00%

捐贈基金 3,700,000 0 3,700,000 -

累積餘絀(-) 11,337,958 186 11,337,772 6,095,576.34%

累積賸餘 11,337,958 186 11,337,772 6,095,576.34%

         淨值合計 37,837,958 22,800,186 15,037,772 65.95%

  負債及淨值合計 53,738,195 22,800,186 30,938,009 135.69%

比較增(減-)



 

 

 

 

 

 

 

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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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1) (2)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收入 117,480,000 127,286,258 9,806,258 8.35%

  勞務收入 117,480,000 117,448,869 -31,131 -0.03%

委辦計畫收入 99,200,000 92,248,869 -6,951,131 -7.01% 決算所列 4 項委辦計畫實際數額如下：沿近海漁業

監控、管理及漁獲數據查報匯集分析計畫 60,152,630

元、沿近海漁港卸漁查核及漁船作業查緝計畫

30,023,129元、臺灣海域輻射調查計畫-海生物採樣

計畫 300,000 元、澎湖縣漁民多樣化經營計畫

1,773,110元。

  補助計畫收入 18,280,000 25,200,000 6,920,000 37.86% 決算所列 11 項補助計畫實際數額如下：沿近海漁業

永續發展-種苗放流計畫10,000,000 元、強化海洋水

產品及漁船符合對方國衛生管理規定計畫 1,610,000

元、漁船船員分紅制度研究與出勤紀錄合適方案計

畫 515,000 元、漁船職業安全衛生輔導計畫 535,000

元、漁船船員勞資會議說明與宣導計畫 620,000 元、

漁鄉連線：栽培漁業示範區社區資源整合與永續經

營模式建構計畫 2,500,000元、推動臺灣永續漁業水

產品試驗計畫 4,000,000元、卸魚聲明書來源資料整

合計畫 2,200,000元、漁民有約-臺灣漁業施政措施巡

迴座談 2,000,000元、臺灣沿近海帶魚漁業永續發展

前導計畫 770,000元、海洋保育計畫 450,000元。

受贈收入 0 9,837,389 9,837,389 -                         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捐贈 9,498,688元、永續海鮮

推廣與生態放流魚苗民間受贈收入 338,701元。

業務外收入 230,000 168,359 -61,641 -26.80%

財務收入 230,000 168,359 -61,641 -26.80% 利息收入

合        計 117,710,000 127,454,617 9,744,617 8.28%

科 目

比較增(減-)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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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1) (2)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支出 117,710,000 115,500,156 -2,209,844 -1.88%

勞務成本 117,480,000 114,043,556 -3,436,444 -2.93%

委辦計畫 99,200,000 88,843,556 -10,356,444 -10.44%

人事費 96,201,000 82,555,213 -13,645,787 -14.18%

業務費 2,999,000 6,288,343 3,289,343 109.68%

補助計畫 18,280,000 25,200,000 6,920,000 37.86%

人事費 3,226,000 5,190,763 1,964,763 60.90%

業務費 15,054,000 20,009,237 4,955,237 32.92%

其他業務支出 0 232,176 232,176 -                         永續海鮮推廣與生態放流魚苗計畫支出 232,176元。

管理費用 230,000 1,224,424 994,424 432.36% 辦理本會會務工作及章程所定各項任務相關工作

人事費 0 11,740 11,740 -                         本會計畫人員特休未休獎金

業務費 230,000 1,212,684 982,684 427.25% 行政業務雜項費用等相關費用

合        計 117,710,000 115,500,156 -2,209,844 -1.88%

決算所列 4 項委辦計畫實際數額如下：沿近海漁業監

控、管理及漁獲數據查報匯集分析計畫 58,333,624

元、沿近海漁港卸漁查核及漁船作業查緝計畫

29,380,819元、臺灣海域輻射調查計畫-海生物採樣計

畫 224,138 元、澎湖縣漁民多樣化經營計畫 904,975

元。

決算所列 11 項補助計畫實際數額如下：沿近海漁業永

續發展-種苗放流計畫10,000,000 元、強化海洋水產品

及漁船符合對方國衛生管理規定計畫 1,610,000 元、漁

船船員分紅制度研究與出勤紀錄合適方案計畫 515,000

元、漁船職業安全衛生輔導計畫 535,000 元、漁船船

員勞資會議說明與宣導計畫 620,000 元、漁鄉連線：

栽培漁業示範區社區資源整合與永續經營模式建構計

畫 2,500,000元、推動臺灣永續漁業水產品試驗計畫

4,000,000元、卸魚聲明書來源資料整合計畫 2,200,000

元、漁民有約-臺灣漁業施政措施巡迴座談 2,000,000

元、臺灣沿近海帶魚漁業永續發展前導計畫 770,000

元、海洋保育計畫 450,000元。

科 目
比較增(減-)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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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基金數額增減變動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創立時原始捐

助基金金額

本年度期初基

金金額

本年度基金增

(減-)金額

本年度期末基

金金額
說明

(1) (2) (3)=(1)+(2)

創立時原始捐

助基金金額占

其總額比率

本年度期末基

金金額占其總

額比率

政府捐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00,000 20,000,000 3,700,000 23,700,000 87.72% 89.43%

政府捐助小計 20,000,000 20,000,000 3,700,000 23,700,000 87.72% 89.43%

民間捐助:

   其他團體機構: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200,000 200,000 0 200,000 0.88% 0.75%

彰化區漁會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4.39% 3.77%

林園區漁會 300,000 300,000 0 300,000 1.32% 1.13%

臺中區漁會 200,000 200,000 0 200,000 0.88% 0.75%

東港區漁會 200,000 200,000 0 200,000 0.88% 0.75%

新港區漁會 200,000 200,000 0 200,000 0.88% 0.75%

雲林區漁會 200,000 200,000 0 200,000 0.88% 0.75%

基隆區漁會 100,000 100,000 0 100,000 0.44% 0.38%

新北市瑞芳區漁會 100,000 100,000 0 100,000 0.44% 0.38%

新北市貢寮區漁會 100,000 100,000 0 100,000 0.44% 0.38%

花蓮區漁會 100,000 100,000 0 100,000 0.44% 0.38%

台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100,000 100,000 0 100,000 0.44% 0.38%

民間捐助小計 2,800,000 2,800,000 0 2,800,000 12.28% 10.57%

合        計 22,800,000 22,800,000 3,700,000 26,500,000 100.00% 100.00%

捐  助  者

捐助基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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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人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1) (2) (3)=(2)-(1)

執行長 1 1 0

本會置執行長1人，由董事長提名，經

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執行長秉承董

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命，綜理本會

一切業務，並監督所屬人員。

組長 4 4 0

秘書組，資源管理組，海洋永續組及

創新企劃組各列組長1名，綜理各組工

作之規劃、執行、監督及管理安排

等。（4人薪資由「沿近海漁業監控、

管理及漁獲數據查報匯集分析」、

「卸魚聲明書來源資料合」、「栽培

漁業示範區社區資源整合與永續經營

模式建構計畫」、「沿近海漁業永續

發展-種苗放流」中支應。）

專員 1 1 0

秘書組 1 人。（薪資由「栽培漁業示

範區社區資源整合與永續經營模式建

構計畫」中支應。）

組員 8 6 -2

資源管理組4人，創新企劃組業務組 2

人。（6人薪資由「臺灣沿近海帶魚漁

業永續發展前導計畫」、「推動臺灣

永續漁業水產品試驗計畫」、「強化

海洋水產品及漁船符合對方國衛生管

理規定計畫」、「沿近海漁業永續發

展-種苗放流」、「推動臺灣永續漁業

水產品試驗計畫」中支應。）

辦事員 0 1 1

秘書組 1 人。（薪資由「沿近海漁港

卸魚查核及漁船作業查緝」中支

應。）

專案及計畫

助理
138 138 0

承辦計畫助理138 人。（薪資由「沿

近海漁港卸魚查核及漁船作業查

緝」、「沿近海漁業監控、管理及漁

獲數據查報匯集分析」中支應。）

合       計 152 151 -1

職 類 ( 稱 )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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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金、卹償

金及資遣費
分攤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合計

(1)
薪資 超時工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金、卹償

金及資遣費
分攤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合計

(2)

執行長 852,000     300,000   107,000    53,000      83,000     1,395,000   852,000      -             300,000   144,000     69,552      95,568      1,461,120       66,120               

組長 2,880,000   480,000   360,000    176,000     305,000    4,201,000   2,346,000    31,689          150,000   289,500     97,740      285,696     3,200,625       1,000,375-            

專員 649,000     82,000     40,000      73,000     844,000     106,000      -             53,000      6,360       11,976      177,336         666,664-              

組員 4,369,000   547,000    267,000     539,000    5,722,000   3,850,746    45,841          427,767     236,628     485,490     5,046,472       675,528-              

辦事員 -         -        -         -        -         78,700       -             39,350      4,812       9,914       132,776         132,776              

專案助理 2,455,000   307,000    152,000     312,000    3,226,000   382,431      -             33,545      23,832      55,121      494,929         2,731,071-            

專案人員 64,005,000  8,001,000  3,936,000   8,097,000  84,039,000  57,980,035   1,389,725       6,465,044   3,569,952   7,839,702   77,244,458      6,794,542-            

合計 75,210,000  780,000   9,404,000  4,624,000   9,409,000  99,427,000  65,595,912   1,467,255       450,000   7,452,206   4,008,876   8,783,467   87,757,716      11,669,284-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3)=(2)-(1)
說明

          科目名稱

職類(稱)

本年度預算數



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監察人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書及決算書(含收支

管運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淨值變動表、資產

負債表及收文明細表等財務報表)等資料，業依本

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經董事會通過並由本監察

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去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

及第 55 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常務監察人: 多1 本成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1 日



財圓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監察人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書及決算書(含收支

營運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 、 淨值變動表、資產

負債表及收支明細表等財務報表)等資料，業(衣本

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經董事會通過並由本監察

人查核完峻，尚無不合，愛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

及第 55 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監察人: 予字支吾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1 日



財團法人畫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監察人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書及決算書(含收支

營運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淨值變動表、資產

負債表及收支明細表等財務報表)等資料，業依本

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經董事會通過並由本監察

人查核完竣 尚無不合憂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

及第 55 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聽人: 年 一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1 日



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監察人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書及決算書(含收支

營運決算表 、 現金流量決算表 、 淨值變動表、資產

負債表及收支明細表等財務報表)等資料，業依本

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經董事會通過並由本監察

人查核完梭，尚無不合，愛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

及第 55 條規定，備員報告書 ， 敬請鑒察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1 日



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監察人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書及決算書(含收支

營運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淨值變動表、資產

負債表及收文明細表等財務報表)等資料，業依本

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經董事會通過並由本監察

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表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

及第 55 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監察人: 動俠客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