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財團法人華梵大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7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一、學校沿革

(一)財團法人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於民國 76 年 7 月 18 日奉教育部核准設

立，設立時原名「華梵工學院」，民國 82 年 7 月 2 日奉准更名為「華梵人

文科技學院」，民國 86 年 7 月 23 日奉准改制為「華梵大學」。

(二)截至民國 105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教職員工人數約為 383 人。

二、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係依「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

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中華民國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主要會計政策總說明如下：

(一)平衡表區分流動及非流動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為流動資產；資產不屬於流動資產者為非

流動資產：

(1)因營運所產生之資產，預期將於正常營運週期中變現、消耗或意圖出

售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

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除外。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為流動負債；負債不屬於流動負債者為非

流動負債：

(1)因營運而發生之債務，預期將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發生者。

(3)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

(4)不能無條件延期至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之負債。

(二)長期投資

本校長期投資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期末按公平

價值衡量，其與帳面價值之差額為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應列入權益基金

或餘絀項下之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上市(櫃)股票與基金市價係以會計年

度結束日公開市場之收盤價及淨值為公平價值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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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權益基金

1.「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中之「賸餘款權益基金」，係以計算賸餘款餘額

認列，應於決算依學校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撥補以前年度收支互

抵，其為正數者，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由累積餘絀轉入列

帳；其為負數者，不予列帳。

2.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支出科目先行轉列本期餘絀，並於次

學年度結轉至「累積餘絀」。

3.「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中之「其他權益基金」係依「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係指賸餘款權

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於每學年度決算時由累積餘絀轉列

至此「其他權益基金」科目。

(八)收入支出

學雜費收入於學生註冊完成時認列收入，補助及受贈收入於收迄款項時認列

收入，其餘收入於可實現時入帳，支出則依權責發生制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

費用。

(九)所得稅

依行政院頒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本校之收入及支出於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若不符合免納所得稅標準時，應

課徵所得稅。

(十)會計估計

本校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對

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或有事項，作必要之衡量、評估與揭露，其中包括若

干假設及估計之採用，惟對該等假設及估計與實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三、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銀行存款

105年7月31日 104年7月31日

零用金 225,000$ 225,000$

支票存款 40,747,444 9,302,417

活期存款 21,645,297 14,385,718

定期存款 354,828,396 516,375,649

合計 417,446,137$ 540,28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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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投資(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05年7月31日 104年7月31日

上市/櫃股票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41,971$ 2,441,971$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 2,203,132 2,203,132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940,779 1,940,779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743,601 1,743,601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1,997,958 1,997,958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1,100,088 1,100,088

基金

統一大滿貫基金 6,000,000 6,000,000

小計 17,427,529 17,427,52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361,703 3,278,515

合計 23,789,232$ 20,706,044$

上述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以取得當時公平價值入帳，續後按公平價值衡量，其與帳面價值

之差額為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帳列「權益其他項目-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三)特種基金

105年7月31日 104年7月31日

設校基金 302,276,578$ 302,276,578$

校務發展基金 536,970,512 529,653,008

興學基金 36,612,664 36,114,778

悟明長老獎學金 10,000,000 10,000,000

擴建校舍基金 65,608,805 64,716,608

整治景觀維護基金 21,186,847 20,898,733

籌備改設華梵學校財團法人基金 31,872,977 -

合計 1,004,528,383$ 963,659,705$

上述特種基金係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凡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

基金，其中校外人士捐贈校覺室創辦人曉雲導師思想暨天臺學研究中心、

學術思想研究及辦理曉雲導師志業等專款,故帳列「特種基金-籌備改設華

梵學校財團法人基金」，其對應科目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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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資產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類 期末金額

成本

土地 262,055,415$ -$ -$ -$ 262,055,415$

土地改良物 443,300,613 139,000 - - 443,439,613

房屋及建築 1,907,277,989 18,979,026 - 208,000 1,926,465,015

機械儀器及設備 172,621,878 18,376,492 19,444,889)( 28,386,344 199,939,825

圖書及博物 215,862,417 6,488,740 162,339)( - 222,188,818

其他設備 102,254,441 9,053,559 7,996,849)( 10,900 103,322,051

預付土地、工

程及設備款 198,495,453 30,262,421 - 28,605,244)( 200,152,630

3,301,868,206 83,299,238$ 27,604,077)($ -$ 3,357,563,367

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281,618,634 14,515,243$ -$ -$ 296,133,877

房屋及建築 419,147,992 42,037,090 - - 461,185,082

機械儀器及設備 79,163,396 28,083,265 19,430,482)( - 87,816,179

其他設備 54,757,238 16,159,876 7,924,093)( - 62,993,021

834,687,260 100,795,474$ 27,354,575)($ -$ 908,128,159

2,467,180,946$ 2,449,435,208$

104 學 年 度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類 期末金額

成本

土地 262,055,415$ -$ -$ -$ 262,055,415$

土地改良物 443,300,613 - - - 443,300,613

房屋及建築 1,876,381,291 25,946,433 - 4,950,265 1,907,277,989

機械儀器及設備 167,724,856 23,733,114 19,928,092)( 1,092,000 172,621,878

圖書及博物 208,250,545 7,724,945 113,073)( - 215,862,417

其他設備 104,778,278 10,991,918 13,515,755)( - 102,254,441

預付土地、工

程及設備款 198,940,855 6,376,863 - 6,822,265)( 198,495,453

3,261,431,853 74,773,273$ 33,556,920)($ 780,000)($ 3,301,868,206

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267,011,197 14,607,437$ -$ -$ 281,618,634

房屋及建築 379,155,955 39,992,037 - - 419,147,992

機械儀器及設備 71,256,159 27,766,555 19,859,318)( - 79,163,396

其他設備 52,071,315 16,201,678 13,515,755)( - 54,757,238

769,494,626 98,567,707$ 33,375,073)($ -$ 834,687,260

2,491,937,227$ 2,467,180,946$

103 學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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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形資產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類 期末餘額

電腦軟體 11,550,956$ 702,202$ 7,035,801)($ -$ 5,217,357$

減：累計攤銷 6,017,339)( 4,652,774)( 7,035,801 - 3,634,312)(

5,533,617$ 3,950,572)($ -$ -$ 1,583,045$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類 期末餘額

電腦軟體 16,993,867$ 3,825,155$ 10,048,066)($ 780,000$ 11,550,956$

減：累計攤銷 6,719,425)( 9,345,980)( 10,048,066 - 6,017,339)(

10,274,442$ 5,520,825)($ -$ 780,000$ 5,533,617$

104 學 年 度

103 學 年 度

(六)退休金

1.民國 104 學年及 103 學年度實際提撥至「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之 退 休 金 費 用 金 額 分 別 為 $10,048,900 及

$10,536,626， 餘 資 格 不 符 退 撫 會 規 定 而 由 本 校 自 行 支 付 部 分 分 別 計

$1,232,686 及$1,100,016。

2.本校因應公保年金制 103 年 6 月開始實施，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20 條規

定，被保險人每月可領養老年金給付中，屬於超過基本年金率計得之金

額，應由承保機關依本法審定後，通知負擔財務責任之最後服務機關(構)

學校按月支給被保險人，但私立學校之被保險人所領超額年金，由政府

及學校各負擔 50%。於 104 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由本校須自行負擔之超額

年金給付計$213,504 及$160,746，表列其他支出。

(七)權益基金及餘絀

1.截至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法人登記證書之財產總額分

別為$4,078,583,414 及$4,061,831,582。

2.累積餘絀係歷年收支剩餘之累積數，除依法彌補短絀及撥充學校基金

外，不得對任何人分配其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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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常門支出

104 學 年 度 103 學 年 度

董事會支出
人事費 1,602,530$ 1,580,647$
業務費 179,902 249,929
退休撫卹費 99,947 120,465
出席及交通費 180,000 391,224
折舊及攤銷 5,700 -

董事會支出小計 2,068,079 2,342,265

行政管理支出
人事費 72,195,663 74,544,377
業務費 15,970,620 16,066,002
維護費 3,031,759 5,087,791
退休撫卹費 3,942,336 4,096,368
折舊及攤銷 26,874,300 26,113,702

行政管理支出小計 122,014,678 125,908,240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人事費 213,404,253 219,168,120
業務費 83,522,910 86,078,807
維護費 8,602,037 7,836,477
退休撫卹費 7,156,405 7,333,025
折舊及攤銷 75,495,050 78,788,696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小計 388,180,655 399,205,125

獎助學金支出
獎學金支出 13,771,605 14,702,383
助學金支出 12,555,849 13,382,021
教育部獎助學金支出 27,329,182 27,479,594

獎助學金支出小計 53,656,636 55,563,998

推廣教育支出
人事費 1,581,828 1,624,452
業務費 2,069,498 3,783,846
退休撫卹費 82,898 86,784
折舊及攤銷 862,690 824,548

推廣教育支出小計 4,596,914 6,319,630

產學合作支出
人事費 3,544,359 3,140,408
業務費 23,051,353 15,886,175
折舊及攤銷 2,372,847 2,299,814

產學合作支出小計 28,968,559 21,326,397

其他支出

試務費支出 753,747 861,304

財產交易短絀 87,163 68,774
超額年金 213,504 160,746

其他支出小計 1,054,414 1,090,824
經常門支出合計 600,539,935$ 611,75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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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後，餘額新台幣 188,473,590 元(帳列「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三)已簽約但尚未發生之資本支出

104 學 年 度 103 學 年 度

固定資產 7,914,250$ 31,635,673$

六、關係人交易

無。

七、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

八、其他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全學年度薪酬資訊

104 學 年 度 103 學 年 度

交通費 180,000$ 391,224$

出席費明細如下：

104學年度：
董事會會議

出席次數 出席會議次數 出席及交通費 出席費合計

董事長 4 40,000$ 40,000$

董事甲 4 40,000 40,000

董事乙 1 10,000 10,000

董事丙 2 20,000 20,000

董事丁 2 20,000 20,000

董事戊 3 30,000 30,000

董事己 2 20,000 20,000

合計 180,000$

103學年度：
董事會會議

出席次數 出席會議次數 出席及交通費 合計

董事長 6 60,204$ 60,204$

董事甲 3 30,204 30,204

董事乙 6 60,204 60,204

董事丙 6 60,204 60,204

董事丁 2 20,000 20,000

董事戊 1 10,000 10,000

董事己 4 40,204 40,204

董事辛 1 10,000 10,000

董事壬 4 40,000 40,000

監察人甲 6 60,204 60,204

合計 3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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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附表 105 年 7 月臺教會(二)字第 1050089805 號函版

49.學校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間，有關本學年度學校對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增撥投資

付現數，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實際繳回學校數之帳載金額是否相符？

查核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無設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5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及其附屬機構最近 3 學年度(不含受查之本學年度)之決算財務

報表是否依據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 5 條之規定，於學年

度終了後 4 個月內，將(1)決算書：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收支概況

表收入明細表支出明細表(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併同於學校網站公告(查詢學校公

告網站路徑，應由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財務面\1-2.私立學校財務報表公告網址

(PDF 下載)之網頁點選)。

查核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註：若勾選 「是」，請列出查核學校公告資料之

日期，若勾選「否」，則請列出不符規定之項目及說明)

補充說明：

1. 查核日期:105.09.19，經查詢 101~103 學年度財務報表已於學校網站公告。

2. 公告網址: http://www.hfu.edu.tw/~acc/

51.查核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辦理情形？(註：請

列出學校尚未改善事項)

查核結果：[ ]是 [V]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經查學校銀行帳戶中有以董事名義開立的帳戶，且銀行印鑑含有董事章。

52.查核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本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已請列入

查核及改善事項是否已經改善？(註：不論改善與否，均請列出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

號、查核項目及改善情形，並說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V]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查核項目:依民國 105 年 8 月 8 日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50103000 號函指

出，學校銀行帳戶中有以董事名義開立的帳戶，且銀行印鑑含有董事長、校長、學校

章，仍應依規定以出納、會計主任、校長章作為印鑑，以符規定。改善情形:學校係董

事會自創校籌備期間（民國 79 年前）陸續募款之收入而成立，存於金融機構所

開立印鑑係遵循民國 65 年 1 月 28 日「私立學設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 19 條

「…屬於基金之存款得增加董事長之印鑑」規定辦理。另依私校法第 80 條「…

侵占、挪用或未依規定借用學校之設校基金或其他財產者…，致學校法人損害

者，由學校法人全體董事負連帶責任補足之」。截至目前，本校並未動支設校基

金，並於每年決算終了，將財產總額陳請董事會函轉教育部轉法院辦理財團法人

變更登記，皆依照規定辦理。目前學校尚未完成上述金融機構帳戶分別增加會計

人員及出納人員印鑑，預計於查核報告日後執行變更印鑑，以符現行法規定，另

以董事名義開立帳戶乙節，後續仍持續辦理中，以符規定。

53. 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並無異常交易情形存在？

查核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事。





財團法人華梵大學 

舉債指數計算表  

105年 7 月 31日 

項目  金額  

一、貨幣性負債     

(一)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  

(二) 短期債務  -  

(三) 應付款項 15,940,696                        

(四) 代收款項 10,911,336 

(五) 其他借款  -  

(六) 長期銀行借款  -  

(七) 長期應付款項  -  

(八) 應付退休金  -  

(九) 存入保證金 6,446,586 

貨幣性負債小計（A）   33,298,618 

二、貨幣性資產     

(一) 現金 225,000  

(二) 銀行存款  417,221,137 

(三) 短期投資  -  

(四) 應收款項 6, 031,659 

(五) 長期投資  -  

(六) 長期應收款項  -  

(七) 特種基金 1,004,528,383 

(八) 投資基金  23,789,232 

(九) 存出保證金  33,390  

貨幣性資產小計（B）  1,451,828,801 

三、借款淨額（C＝A－B）  (                1,418,530,183)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                   36,522,141) 

五、舉債指數 C / D （取小數點二

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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