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度  

 

（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中 央 政 府 總 決 算 

教育部主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非營業部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編 



 

 



甲、總說明 1-10

乙、主要表

  1. 收支餘絀表 12-15

 2. 餘絀撥補表 16-17

 3. 現金流量表 18-21

 4. 平衡表 22-25

丙、附屬表

 1. 業務收入明細表 27

 2. 教學成本明細表 28-37

 3. 其他業務成本明細表 38-39

 4.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表 40-43

 5. 其他業務費用明細表 44-45

 6. 財務費用明細表 46-47

 7. 其他業務外費用明細表 48-51

 8. 資產折舊明細表 52-55

 9. 資產報廢明細表 56-57

10.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58-65

11.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預算與實際進度比較表 66-67

12. 長期債務增減明細表 68-69

13. 主要營運項目執行績效摘要表 70-71

14. 基金數額增減明細表 7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目                次

中華民國 1 0 9年度



15. 員工人數彙計表 74-75

16. 用人費用彙計表 76-81

17. 增購及汰舊換新管理用公務車輛明細表 82

18. 各項費用彙計表 84-87

19.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88-89



 

 

 

甲、 總說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校務基金制度，自 88 年下半年起學校預算改以校

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編列，以吸收社會資源投入教育、減輕政府負擔，並加強

財務有效運作，提升資源使用率、辦學績效及品質，培育優秀工業技術與管理

人才，以因應技職教育發展趨勢，促進與社會良性互動關係為宗旨。本年度各

項業務計畫實施績效略述如下： 

（一）行政及管理 

積極辦理各項行政業務及管理工作，並推動行政作業資訊化，有效支援

教學與研究之進行，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 

（二）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 

１.培育專業理論與實務技術兼具之專業人才：本校教學兼顧知識的傳授

與技術養成，培育理論實務兼顧之專業人才，同時開設證照加強課程，

鼓勵學生專業證照的取得，證照數由 106 學年度 2,775 張、107 學年度

2,504 張及 108 學年度上學期 1,139 張；並積極深耕學生基礎能力與實

務技術兼具之教學方針下，本校近年來於國內外各項競賽場合屢獲佳

績，如本校電子系參加「2018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榮獲 1 金 2 銀，

飛機系參加「2018 第七十屆德國紐倫堡發明展大專組」榮獲金牌，多

媒體設計系參加「月亮城杯」2018 揚州．臺灣文創設計大賽榮獲銀牌，

機械設計系參加「2018 東京威力科創機器人大賽-鋼鐵擂台」榮獲冠

軍、亞軍，參加「2019 第十二屆全國大學生日語配音比賽」榮獲冠軍、

季軍等九個獎項，參加「第十三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全國創意大賽」

榮獲 1 金 1 銀 1 銅及多項佳績，本校整體教學目標正逐步邁向「知能

並進，學用合一」之理想。 

２.加強跨領域知識及技術整合能力：隨著科技之進步及產業發展，為配

合產業需求及大學教育趨勢，本校設立跨領域學程及建構契合式產業學

院，建立模組化課程創新學習，運用產業人才需求分析進行全面化課程

模組，規劃多元學習課程，並加強跨院系資源整合，結合企業資源，提

供師生有效利用校內各項資源，以期育成國家專業人才，每年新申請修

讀學程人數已達 480 人次以上及申請學程證書人數已達 1,400 人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３.提升學生外語能力，拓展國際視野：為邁向國際化並提升技職教育外

語教學水準及研究風氣，本校鼓勵教師進行全英語授課，並致力提升學

生外語能力，提供各類英語學習資源及環境，配合 ETS 成立多益測驗協

辦中心，鼓勵學生考取語言證照，進行 6個學期分段檢驗學生英語能力

與英語畢業門檻檢核。結合選送學生海外學習辦理英語能力加強班、每

年舉辦英語及台日交流夏令營，以提升學生語言學習成效，並強化學生

國際觀。全英文授課課程數由 98學年度的 3門，至 107 學年度已增加

到 62 門，預計 108 學年度開設 65 門課程。語言證照取得人數由 98 學

年度 452 人，至 107 學年度已達 6,747 人；外籍學生人數由 98 學年度

0人，至 107 學年度已達 289 人，預計 108 學年度入學人數為 35人。 

４.增進自主學習能力：致力優化圖書資源，豐富專業圖書及電子資料

庫，成立技職認證資源中心，提供充足數位學習資源，104 年度建置電

子資源集中式整合查詢系統，至 108 年度中英文電子書已達 35萬本以

上，電子點閱率逐年成長至 43 萬次以上，資料庫檢索人次成長至 185

萬人次以上。102 年度至 108 年度圖書館進館平均人次達 30萬人以上，

平均滿意度為 91%。建置數位學習平台，作為教師授課，學生學習之共

通平台，並可進行遠距同步與非同步視訊教學；建置 e 化教室，成立

各式專業工程、電資、管理及文理等特色實驗室，建置專題製作創意

實踐夢工場環境，供學生學習應用。並透過建構多元學習資源環境，

鼓勵學生主動學習，藉由各項資源進行實務專題製作，以期育成自主

學習能力。於 103 學年度推動雲端行動學習功能，增進校園資訊流通

與應用，104 學年度更新數位學習系統，提供遠距同步教學及透過智慧

行動裝置學習介面增進科技輔具，如教學逐步推動數位化學習模式，

104 學年度下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8門、105 學年度 12門、106 學年

度 7門、107 學年度 13 門、至 108 學年度上學期預計開設 7門；另 108

年度為深化跨學科教學與學習形式，建置 STEAM 實作室，落實情境教

學，以科技導入發展整合型跨域學習空間。 

５.強化產學實作經驗，精進學生就業能力：完善產學合作機制，包括法

規修訂，制訂定型化合作契約，使學生獲得實務實習機會，本校校外

實習 108 學年度計有 685 人次。另以校內特色實驗室與研發技術團隊

之資源，提供企業諮詢服務，利用產學合作的機會，強化整合商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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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系統的技術與經驗，建立商業智慧實務輔導流程，並透過產學成果

經驗分享，邀請校外產學專家進行專題演講與協同教學，每年配合教

育部政策，聘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提供學生零距離之產業科技認知，

縮短學校教育與業界人才需求之差距，並以產學經驗回饋教學，提升

學生在產業專業技術與能力，以因應未來產業之需求。除了強化學生

專業技術證照的量化表現外，並在質化方面，積極推動各系所之專業

技能對接到乙級證照以上或 iPAS 專業證照，以提升學生實務技術與專

業職能，進而落實各系所專業課程與產業技術之實質對接，達成學生

專業技能接軌產業所需技術之目標，以有效縮短及平衡產學落差。 

６.鼓勵與補助師生踴躍參與國際發明展與競賽：透過國際發明展之展出

以吸引全球各國工商人士及新聞媒體前往參觀及採訪報導，使獲獎作

品耀揚國際，藉此啟發參與師生之靈感，以提升學習及改進參考；另

將參加國際發明展之得獎作品做系列曝光與行銷包裝等策略，藉此提

升技轉或商品化的成功機會。 

７.連結區域產業，戮力進行技術與人才媒合:與在地工策會、中小企業

協進會、榮指會服務中心及社團法人廠商協進會等進行策略聯盟，擴

大多方交流與合作，就近輔導區域產業。積極與學校所在的區域工業

區進行實質交流，透過經理人進行產學媒合，結合政府資源舉辦定期

與不定期的研討會，讓產業與學校緊密結合，使產業產值能更明顯的

增加。推動研究生入學前校外實習方案，研議四下學生校外長期實習

專案，透過人才養成與業界建立緊密關鍵技術研發，開創學生學用合

一，教師技術領先開發。使區域企業所屬產業與學校師生研發技術完

成連結，藉以拉近與產業界距離，以利學校研究技術能充分被產業界

使用，成功活化產學合作。 

８.研訂研究獎勵與補助辦法，激勵教師提升研發與產學能量：為鼓勵教

師積極投入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積極建置親產學校園環境，並增修

訂相關獎補助辦法，例如講座、特聘教授、教師研究績優奬及產學合

作績優獎等設置辦法、專題計畫獎助配合款實施辦法、新進教師補助

辦法、專利申請補助及獎勵辦法等。透過獎助辦法激勵教師與產業交

流及合作之動機，增進教師專利技轉成效，提升教學暨研究水準，鼓

勵教師積極進行研究及國際學術交流。本校 108 年度簽訂研究計畫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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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件，期刊論文發表篇數計 170 篇、研討會論文發表篇數 399 篇。近

年來並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研發方向朝向務實致用之目標，不再

以論文發表為唯一指標。 

９.積極推廣研發成果，促進產學合作之媒合率：培訓或聘任專業研發管

理推廣人才，提供全方位研發加值服務，主動瞭解產業需求，媒合並

推薦學校研發成果給產業界。由研發處與產學處舉辦研發成果發表

會、工業區產學合作媒合會、產學服務熱線及專利技術媒合會等各類

產學服務及推廣活動。並透過參加國內外發明展及資訊電腦展等活

動，增加校外交流與本校研發成果曝光機會，進而提升師生視野和創

新技術商品化的機會。每年至少舉辦 12 場次以上技術推廣與媒合及教

師產學合作技術交流等活動，促成學校研發成果之推展與媒合。亦積

極強化與產官研等單位之交流互動及策略聯盟合作，活絡產業發展，

帶動跨領域創新研發與產學媒合，並持續輔導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提

供企業更完整服務。 

10.提供「專利諮詢平台」及「建置專利檢索及分析系統」：專利諮詢平

台包括專利檢索及分析、專利寫作及申請、專利申覆答辯及舉發以及

專利侵害鑑定等相關專利實務問題，提供產業界及全校師生相關專利

服務。所建置專利檢索及分析系統應用於全校師生授課、專題製作、

碩士畢業論文及產學合作等專利佈局，預期增進教師專利實務教學應

用、學生專利實務分析能力、學生專題及碩博士論文專利實務分析，

並提供產學媒合與專利地圖分佈等服務。 

11.提升學校國際知名度，積極招收國際優秀學生，薦送並補助學生國外

研習及姐妹校交換學生：積極拜訪國際優秀大學進行招生宣傳，參加

教育部舉辦全球性「台灣高等教育展」以招收國際優秀生，目前本校

國際學生共計 144 位，分別來自越南、泰國、印度、印尼、日本及俄

羅斯。為提升全英語授課教學品質，訂定相關辦法如優先聘任具國外

學經歷之新進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另開授華語課程，提

供外籍人士及華僑子弟修讀，以提升海外學生就讀之意願。鼓勵學生

出國擔任交換學生，擴展國際視野，本校選送學生至海外研習的學校

有：日本近畿大學、日本明治大學、日本大阪工業大學、美國匹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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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學、美國南伊利諾大學、美國印第安那普渡大學韋恩堡分校、

美國羅徹特斯大學、加拿大聯邦學院、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學院、加

拿大奧卡納干學院、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經濟大學、俄羅斯 MATI 大學、

俄羅斯聖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學、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資訊科技機

械與光學大學、匈牙利布達佩斯商學院、韓國東西大學、大陸大連理

工大學及江蘇大學等，外送學生交流人數逐年增加。94-109 年短期課

程研修人數計 420 人、交換學生計 243 人、海外實習計 20 人。 

12.研究發展行政支援策略與作法，舉辦專利實務課程：鼓勵組成跨校院

系之跨領域研發團隊，進行團隊研發與產業合作，推動產業共同研究

經營達到資源共享，以跨領域團隊研發進行國際合作，建立研發特色

與研發國際化。另邀請專家學者親自授課，建立專利基礎知識，鼓勵

區域學校教師及學生等參加研習，以提升學校及師生相關專利實務能

力。本校教師與各研發中心累計已取得 897 件專利，並榮獲科技部績

優技轉中心 5次獎助。 

13.活絡國際交流活動：積極辦理各項國際研討會並邀請國外學者專家蒞

校演講，提升本校國際聲譽，推動教師國際交流，努力爭取國外姐妹

校提供交換教師名額，鼓勵校內教師至國外擔任交換學者，以強化教

師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及參與國際學術會議。訂定「教師研究獎助要

點」，每年鼓勵並補助教師出國發表論文及師生參與國際競賽或發明

展，以助本校在國際間展露鋒芒。推動姐妹校專責聯絡教師制度，促

進對雙方有實質效益之學術交流與合作，如選送學生出國進修與推動

姊妹校學生至臺灣修讀課程。鼓勵各學院舉辦並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掌握國際學習及教育趨勢，提升師生參加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之

風氣，舉辦國際英語夏令營、臺日交流夏令營及國際交流經驗分享等

活動，提升學生國際觀，激發學生海外學習意願，同時吸引外籍青年

至我國認識傳統文化。 

14.實踐社會責任： 

(1)整合資源強化人才培育：透過校內外產官學研資源整合，完善人

才培育機制。於校內規劃系列性引導課程，鏈結大型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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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發展知識與技能整合之人才培植策略，紮實人才根基，反饋

地方發展，建構良善之資源循環網絡。 

(2)鏈結區域產業共構網絡：盤點地方產業聚點，透過網絡交流平台

建構區域產業網絡為主軸，以本校具備實務技術整合實作人才共

構導入，推動產業創新加值，協助地方產業升級。 

(3)攜手地方發展共創共生：配合國家政策發展趨勢，落實大學立基

於地方發展推動關鍵。自 108 年起以關注地方議題整合社會當前

發展，擴大推動發展策略。對內，鼓勵師生透過觀察蹲點，挖掘

地方現況；對外，攜手地方共同開展，漸進式尋求合適且具前瞻

性之積極策略，冀以達到區域永續發展之目標。 

  15.推動適性學習彈性學分課程，增加學習廣度：單一領域學習已無法解 

     決目前社會快速變遷所面臨之複雜問題，積極推動適性學習彈性學分 

     課程，包含微學分、自主學習及深碗等課程，視課程需求與學生學習 

     型態進行適性教學。結合跨領域以及社會實踐精神，彈性利用正式課 

     程以外的時間，提供學生更多元且彈性的學習機會，帶動校內自主學 

  習風氣；延展本位課程進行深層學習，將有助於學生針對其職能擇取 

  合適領域進行規劃與學習，增加學生學習廣度及面對問題之應變能力 

  。107 學年度(含暑假)共開課 112 門，108 學年度(未含暑假)開課共開 

  課 92 門，109 學年度預計開設 95門課程。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 

１.培養社會關懷行動力，深化人文素養：除了加強學生專業學科知識外，

同時著重人文素養的培養，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例如志工服務、藝

文欣賞、社團活動、運動保健、地區藝術體驗與創作、生命教育工作坊

及偏鄉服務等，建構全人教育學習環境，開設融入服務學習教育理念之

相關課程，營造校園服務學習氛圍，讓學生實際於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擴

展人際關係與了解社會的多元面向，促進學生對社會關懷與培養其社會

公民之責任。107 學年度新生校定共同必修科目「服務學習（一）、（二）」

課程開課班級數為 39班，修課人數為 1,995 人。並與校外弱勢團體及

非營利組織或機構簽訂服務學習策略聯盟合作機構契約，提供資源讓學

生學習社會關懷及社區服務，養成樂於助人的品格，截至 108 年 5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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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簽訂 35 個校外合作機構及 57 個校內行政及教學單位，107 學年度共

計提供 27,608 小時的服務學習機會。  

２.落實輔導機制，提升學科能力：於大一新生入學開始，立即進行英語、

數學、物理、國文及資訊基礎能力檢核，鑑定學生相應之基礎能力，

作為教師調整授課方向之參考，以落實因材施教之教學方針，並提供

全方位 TA輔導，以輔助學生並強化學習成效，106學年度 TA人數 1,119

人，配置課程數 1,020 門，107 學年度 TA 人數 1,150 人，配置課程數

964 門，108 學年度上學期 TA 人數 746 人，配置課程數 659 門。並持

續辦理「補救教學追蹤輔導」，輔導特殊招生入學管道學生(技優、體

優生及特殊入學身分學生等)。107 學年度共開設輔導課程 132 門計

6,072 人次，108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輔導課程 64 門計 3,170 人次，整

體 TA 平均滿意度調查達 93.4%。另配合退學預警制度、教師輔導時間

(office hour)及輔導機制，以期逐年降低因學習成效不佳而退學之學

生人數。 

   （四）強化節能措施:配合政府節能政策，擬訂整體短、中、長期節能設備改 

         善計畫，並逐年推動實施，計劃辦理 LED 省電燈具、變頻冷氣汰換更新 

         及老舊電力設備汰換改善，以期每年總用電量不成長為目標；並積極爭 

         取相關單位補助建築能源效率提升或綠建築改造計畫，持續推動節能改 

         善方案。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部份： 

１.業務收入：決算數 18億 8,739 萬 3,401 元，較預算數 17 億 6,831 萬

8,000 元，增加 1 億 1,907 萬 5,401 元，約 6.73%，主要係獲教育部

補助計畫與推廣教育計畫增加，致「其他補助收入」與「推廣教育收

入」實收數較預計數增加。 

２.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8,045 萬 615 元，較預算數 8,070 萬元，減少

24 萬 9,385 元，約 0.31%，主要係場地及設備收入等減少，致「資產

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實收數較預計數減少。 

（二）支出部份： 

１.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20 億 2,198 萬 5,412 元，較預算數 18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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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7 萬 3,000 元，增加 1 億 4,871 萬 2,412 元，約 7.94%，分述如

下： 

（１）「教學成本」決算數17億 7,664萬 4,332 元，包括「教學研究及

訓輔成本」14億 8,798 萬 6,623元、「建教合作成本」2億6,568

萬 5,964 元、「推廣教育成本」2,297 萬 1,745 元，較預算數 16

億 2,479 萬 8,000 元，增加 1億 5,184 萬 6,332 元，約 9.35%，

主要係因「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及「推廣教育成本」依執行計

畫所需覈實列支，致決算數較預算數分別增加 2 億 121 萬 3,623

元及 807萬 6,745元。 

（２）「其他業務成本」決算數 5,980 萬 3,292 元，較預算數 5,400 萬

元，增加 580 萬 3,292 元，約 10.75%，主要係因配合本校各學

制獎助措施及學生急難救助所需及執行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

依支出屬性覈實列支，致「學生公費及獎勵金」實支數較預計

數增加。 

（３）「管理及總務費用」決算數 1億 8,049 萬 8,958 元，較預算數 1

億 8,895 萬 5,000 元，減少 845 萬 6,042 元，約 4.48%，主要係

因員額出缺尚未補實且實際進用人員職級較預算數低，致用人

費用實支數較預計數減少。 

（４）「其他業務費用」決算數 503 萬 8,830 元，較預算數 552 萬元，

減少 48 萬 1,170 元，約 8.72%，主要係因招生報名人數減少，

並依實際需求列支，致雜項業務費用實支數較預計數減少。 

２.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3,480 萬 6,548 元，較預算數 3,691 萬 5,000 元，

減少 210 萬 8,452 元，約 5.71%，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減少，其相

對其他業務外費用雜項費用減少，致實支數較預計數減少。 

（三）賸餘(短絀)部份： 

１.業務賸餘(短絀)：決算短絀數 1億 3,459 萬 2,011 元，較預算短絀數

1億 495 萬 5,000 元，計增加 2,963 萬 7,011 元，約 28.24%。 

２.業務外賸餘(短絀)：決算賸餘數 4,564 萬 4,067 元，較預算賸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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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8 萬 5,000 元，計增加 185 萬 9,067 元，約 4.25%。 

３.本年度賸餘(短絀)：決算短絀數 8,894 萬 7,944 元，較預算短絀數

6,117 萬元，計增加短絀 2,777 萬 7,944 元，增加短絀約 45.41%。 

三、餘絀撥補實況 

預算數「短絀之部」包括本期短絀 6,117 萬元及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0元，

合共 6,117 萬元，編列撥用公積予以填補。 

決算數本年度收支結果短絀 8,894 萬 7,944 元，連同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0

元，「短絀之部」合共 8,894 萬 7,944 元，累積短絀數由撥用公積 8,894 萬 7,944

元予以填補，本年度決算「待填補之短絀」0元。 

四、現金流量結果 

本年度決算期初及約當現金 1億 4,122 萬 6,065 元，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

入 2億 1,221 萬 1,388 元，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億 5,740 萬 1,726 元，籌

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 億 3,501 萬 1,922 元，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1,017 萬

8,416 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億 3,104 萬 7,649 元，茲說明如下：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本年度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 億 1,221 萬 1,388

元，係本年度收支短絀8,894萬 7,944元，利息股利之調整2,306萬 9,720

元，以及調整非現金項目，包括折舊及攤銷數 2億 7,742 萬 9,858 元，其

他 886 萬 8,634 元，流動資產淨增 518 萬 6,736 元，流動負債淨增 3,659

萬 8,939 元與利息收現數 2,425 萬 5,625 元。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本年度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 億 5,740 萬 1,726

元，包括流動金融資產增加 4,900 萬元，短期墊款增加 8,211 萬 4,060

元、減少 6,169 萬 3,653 元，投資增加 6億 1,250 萬元、減少 8億 9,250

萬元，準備金增加 44 萬 3,714 元、減少 356 萬 1,552 元，固定資產增加

5億2,076萬5,636元、減少456萬6,642元，無形資產增加1,625萬4,798

元，其他資產增加 3,972 萬 312 元、減少 107 萬 4,947 元。 

（三）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本年度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 億 3,501 萬 1,922

元，包括其他負債增加 4,944 萬 7,050 元、減少 5,400 萬 1,461 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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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億 4,058 萬 7,675 元與支付利息 102 萬 1,342 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本年度決算資產總額 65億 4,023 萬 4,605 元，包括： 

１.「流動資產」3億 1,164 萬 118 元，占資產總額 4.76%。 

２.「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23 億 6,476 萬 818 元，占資

產總額 36.16%。 

３.「不動產、廠房及設備」22億 5,257 萬 6,075 元，占資產總額 34.44%。 

４.「無形資產」5,349 萬 6,464 元，占資產總額 0.82%。 

５.「其他資產」15 億 5,776 萬 1,130 元，占資產總額 23.82%。 

（二）本年度決算負債總額 21億 6,293 萬 4,187 元，占資產總額 33.07%，包括： 

１.「流動負債」5億 1,834 萬 3,475 元，占資產總額 7.93％。 

２.「長期負債」1億元，占資產總額 1.53%。 

３.「其他負債」15 億 4,459 萬 712 元，占資產總額 23.61%。 

（三）本年度決算淨值總額 43億 7,730 萬 418 元，占資產總額 66.93%，包括： 

１.「基金」29億 5,191 萬 5,042 元，占資產總額 45.14%。 

２.「公積」14億 2,538 萬 5,376 元，占資產總額 21.79%。 

３.「累積餘絀(-)」0 元，占資產總額 0.00%。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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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建   

學生宿舍大樓，108 年度借款 1億元，截至 109 年底止利息費用 172 萬 7,834      

元、借款餘額 1 億元。為自籌收入之自償性借款，還款財源為宿舍收入及場

地租金收入等。本計畫係以住宿率作為自償貸款財務分析指標，以住宿率

90%、學人會館 40%及場地租金收入估計，宿費收入約 2,320 萬元，足以支付

營運費用與攤還本息。 



 

 

 

乙、 主要表 

 

 

 

 

 



 



 































 



 

 

 

丙、 附屬表 

 

 

 

 

 



 































































































 





















 

















 
 

 

 

 

 

 

 

主辦會計人員： 蔡 素 枝 

 

 

 

基 金 主 持 人 ： 覺 文 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