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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學校免填，每 3、4 月由教育部會計處匯入) 

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單位:元) 決算金額(單位:元) 

41 業務收入    

411  勞務收入     

4112   服務收入     

4113   演藝收入     

411B     報名費收入(105.03 新增)   

411Y   其他勞務收入     

412  銷貨收入     

4121   印刷出版品銷貨收入    

4123   製成品銷貨收入    

4127   農林漁牧銷貨收入    

412Y   其他銷貨收入     

413  教學收入     

4131   學雜費收入     

4132   學雜費減免(-)    

4135   建教合作收入    

4137   推廣教育收入    

414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4147   權利金收入    

416  醫療收入    

4161   門診醫療收入     

4162   住院醫療收入    

416X   其他醫療收入    

41A  其他業務收入    

41A1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41AX   其他補助收入    

41AY   雜項業務收入    

51 業務成本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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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單位:元) 決算金額(單位:元) 

511  勞務成本     

5112   服務成本    

5113   演藝成本    

511B     試務成本(105.03 新增)   

512  銷貨成本    

5121   印刷出版品成本    

5123   製成品銷貨成本    

5127   農林漁牧銷貨成本    

512Y   其他銷貨成本    

513  教學成本    

513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5132   建教合作成本    

5133   推廣教育成本    

516  醫療成本    

5161   門診醫療成本    

5162   住院醫療成本    

516Y   其他醫療成本    

518  其他業務成本    

5181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518Y   雜項業務成本    

519  行銷及業務費用    

5191   行銷費用    

51A  管理及總務費用    

51A1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51B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51B1   研究發展費用    

51B2   訓練費用    

51D  其他業務費用    

51DY   雜項業務費用    

61 業務賸餘(短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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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單位:元) 決算金額(單位:元) 

42 業務外收入    

421  財務收入    

4211   利息收入    

4213   兌換賸餘    

4214   投資賸餘    

422  其他業務外收入    

4221   財產交易賸餘    

4226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4229   受贈收入     

422A   賠(補)償收入    

422B   違規罰款收入    

422Y   雜項收入    

52 業務外費用    

521  財務費用    

5211   利息費用    

5212   兌換短絀    

5213   投資短絀    

522  其他業務外費用    

5221   財產交易短絀    

5225   舊有房(眷營)舍處理費    

522Y   雜項費用    

62 業務外賸餘(短絀-)    

66 本期賸餘(短絀-)    

填表說明： 

年度 1. 本表國立大學校院免填，將由「教育部會計處」於每年 3 至 4 月將各校前一年度預、決算資料匯入，惟「臺北市立大學」

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請填報學校年度預、決算資料填報於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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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2.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餘絀撥補決算表」(學校免填，每 3、4 月由教育部會計處匯入) 

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決算金額 (單位:元) 

71 賸餘之部   

7111     本期賸餘       

7112     前期未分配賸餘  

7113     公積轉列數    

72 分配之部    

7211     填補累積短絀              

7212     提存公積   

7213     賸餘撥充基金數    

7214     解繳國庫淨額   

7215     其他依法分配數    

73 未分配賸餘  

74 短絀之部  

7411     本期短絀   

7412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75 填補之部   

7511     撥用賸餘   

7512     撥用公積  

7513     折減基金    

7514     國庫撥款   

76 待填補之短絀  

填表說明： 

年度 1. 本表國立大學校院免填，將由「教育部會計處」於每年 3 至 4 月將各校前一年度預、決算資料匯入，惟「臺北市立大學」

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請填報學校年度預、決算資料填報於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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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學校免填，每 3、4 月由教育部會計處匯入) 

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 (單位:元) 決算金額 (單位:元) 

81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811   本期賸餘(短絀-)                            

812   調整非現金項目                             

813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821   減少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貸墊款       

822   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823   減少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824   減少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829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82A   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貸墊款                

82B   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82C   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82D   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82Y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82Z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3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831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832   增加長期負債                                     

833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                       

8331    增加基金     

8332    增加公積   

8333    撥款填補短絀   

839   其他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83A   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83B   減少長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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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 (單位:元) 決算金額 (單位:元) 

83C   減少基金及公積                                  

83D   賸餘分配款                                        

83Y   其他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83Z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4 ▼匯率變動影響數                                      

85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8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填表說明： 

年度 1. 本表國立大學校院免填，將由「教育部會計處」於每年 3 至 4 月將各校前一年度預、決算資料匯入，惟「臺北市立大學」

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請填報學校年度預、決算資料填報於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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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4.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平衡決算表」(學校免填，每 3、4 月由教育部會計處匯入) 
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決算金額 (單位:元) 

1 資產   

11 ▼流動資產   

111   現金   

112   流動金融資產   

113   應收款項   

114   存貨   

115   預付款項   

116   短期貸墊款   

12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21   長期投資   

125   準備金   

13 ▼固定資產   

131   土地   

132   土地改良物   

133   房屋及建築   

134   機械及設備   

135   交通及運輸設備   

136   什項設備   

137   租賃資產   

138   租賃權益改良   

139   購建中固定資產   

14 ▼遞耗資產   

142   經濟動物   

15 ▼無形資產   

151   無形資產   

16 ▼遞延借項   

161   遞延費用   

17 ▼其他資產   

172   什項資產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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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決算金額 (單位:元) 

2 負債   

21 ▼流動負債   

211   短期債務   

212   應付款項   

213   預收款項   

22 ▼長期負債   

221   長期債務   

23 ▼其他負債   

236   什項負債   

3 業主權益(淨值)   

31 ▼基金   

311   基金   

32 ▼公積   

321   資本公積   

322   特別公積   

33 ▼累積餘絀(-)   

331   累積賸餘   

332   累積短絀(-)   

34 ▼淨值其他項目   

341   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344   未實現重估增值   

  合        計   

填表說明： 

年度 1. 本表國立大學校院免填，將由「教育部會計處」於每年 3 至 4 月將各校前一年度預、決算資料匯入，惟「臺北市立大學」

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請填報學校年度預、決算資料填報於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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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5.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項費用彙計明細表」(學校免填，每 3、4 月由教育部會計處匯入) 

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 (單位:元) 決算金額 (單位:元) 

1 用人費用   

11  正式員額薪資   

12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3  超時工作報酬   

14  津貼   

15  獎金   

16  退休及卹償金   

17  資遣費   

18  福利費   

19  提繳費   

2 服務費用   

21  水電費   

22  郵電費   

23  旅運費   

231   國內旅費   

232   國外旅費   

233   大陸地區旅費   

234   員工通勤交通費   

235   專力費   

236   貨物運費   

237   裝卸費   

238   港埠費   

23Y   其他旅運費   

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5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6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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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 (單位:元) 決算金額 (單位:元) 

27  一般服務費   

271   棧儲費   

272   包裝費   

273   公證費   

274   報關費   

275   理貨費   

276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費   

277   代理(辦)費   

278   加工費   

279   外包費   

27A   節目演出費   

27B   義工服務費   

27C   勞作金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27E 體育活動費(104.03 新增)   

28  專業服務費   

29  公共關係費   

3 材料及用品費   

31  使用材料費   

32  用品消耗   

33  商品及醫療用品   

4 租金與利息   

41  地租及水租   

42  房租   

43  機器租金   

44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45  什項設備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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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 (單位:元) 決算金額 (單位:元) 

46  利息   

5 折舊、折耗及攤銷   

51  土地改良物折舊   

52  房屋折舊   

53  機械及設備折舊   

54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55  什項設備折舊   

56  租賃資產及租賃權益改良折舊   

57  非業務資產折舊   

58  代管資產折舊   

59  折耗   

5A  攤銷   

6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62  土地稅   

63  契稅   

64  房屋稅   

65  消費與行為稅   

66  特別稅課   

68  規費   

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

流活動費 

  

71  會費   

72  捐助、補助與獎助   

73  分擔   

74  補貼(償)、獎勵、慰問與救助(濟)   

75  競賽及交流活動費   

8 短絀、賠償與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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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預算金額 (單位:元) 決算金額 (單位:元) 

81  各項短絀   

82  賠償給付   

83  保險給付   

84  提存   

9 其他   

92  其他費用   

 合  計   

填表說明： 

年度 1. 本表國立大學校院免填，將由「教育部會計處」於每年 3 至 4 月將各校前一年度預、決算資料匯入，惟「臺北市立大學」

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請填報學校年度預、決算資料填報於本資料庫。 

 



【105.10 校庫表冊】                                                        第 182頁 

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校 

會計科目編號 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本學年度預算數(單位:元) 

4100 (A) 各項收入 各項收入(A)=編號 1+2+3+4+5+6+7+8 

4110 1     學雜費收入  

4120 2     推廣教育收入  

4130 3     產學合作收入(101.12 修改)  

4140 4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4150 5     補助及受贈收入(104.12 修改) 補助及受贈收入(5)=5.1+5.2 

4151 5.1    補助收入  

4152 5.2    受贈收入(104.12 修改)  

4160 6     附屬機構收益  

4170 7     財務收入  

4190 8     其他收入  

5100 (B) 各項支出 各項支出(B)=編號 9+10+11+12+13+14+15+16+17+18 

5110 9     董事會支出  

5120 10     行政管理支出  

5130 11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5140 12     獎助學金支出  

5150 13     推廣教育支出  

5160 14     產學合作支出(101.12 修改)   

5170 15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5180 16     附屬機構損失  

5190 17     財務支出  

51A0 18     其他支出  

 (C) 本年度純餘(絀) 本年度純餘(絀)(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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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 5114 、 5121 、

5124 、 5131 、 5134 、

5151 、 5154 、 5161 、

5164、5171、5174 

人事費(含退休撫恤)  

5116 、 5125 、 5135 、

5155、5165、5175 
折舊及攤銷  

說明：本表為表示預計本年度「收支餘絀」、「人事費」及「折舊及攤銷」之報告。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請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當學年度教育部會計處核定預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教育部會計處核定 105 學年

度「收支餘絀預計表」之預算經費。 

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備註 1.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使用，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

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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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7. 私立大學校院「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預算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校 

會計科目編號 
編

號 
會計科目名稱 本學年度預計增加金額(單位:元) 

1300 (A)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A)=編號 1+2+3+4+5+6+7+8+9 

1310 1   土地  

1321 2   土地改良物  

1331 3   房屋及建築        

1341 4   機械儀器及設備  

1350 5   圖書及博物  

1361 6   其他設備  

1370 7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1381 8   租賃資產    

1391 9   租賃權益改良物  

 (B) 累計折舊 累計折舊(B)=編號 10+11+12+13+14+15+16 

1329 10   土地改良物  

1339 11   房屋及建築        

1349 12   機械儀器及設備  

 13   圖書及博物(本期報廢數)（101.12.04 修正）  

1369 14   其他設備  

1389 15   租賃資產    

1399 16   租賃權益改良物  

 (C) 固定資產淨額 固定資產淨額(C)=(A)-(B) 

1400 (D)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D)=編號 17+18+19+20 

1411 17   專利權  

1421 18   電腦軟體  

1431 19   租賃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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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 20   其他無形資產  

 (E) 累計攤銷 累計攤銷(E)=編號 21+22+23+24 

1419 21   專利權  

1429 22   電腦軟體  

1439 23   租賃權益  

1499 24   其他無形資產  

 (F) 無形資產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F)=編號(D)-(E) 

 (G)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合計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合計(G)=編號(C)+(F) 

編表注意事項： 

1. 本表表示本學年度內，預計財產增減及其結存情形之報告。 

2. 「本學年度預計增加金額」─資產：係為估列本學年度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增加金額。 

3. 「本學年度預計增加金額」─累計折舊及累計攤銷：係為估列本學年度所提列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之折舊及攤銷總金額。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請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當學年度教育部會計處核定預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教育部會計處核定 105 學年度

「固定資產預算表」之預算經費。 

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備註 1.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使用，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

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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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8. 私立大學校院「現金收支概況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獎校 

會計科目編號 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決算金額 (單位:元) 

 (A) 經常門現金收入 經常門現金收入(A)=編號 1+2+3+4+5+6+7+8+9+10 

4110 1  學雜費收入  

4120 2  推廣教育收入  

4130 3  產學合作收入(102.12 修改)  

4140 4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4150 5 補助及受贈收入(104.12 修改)  

4160 6  附屬機構收益  

4170 7  財務收入  

4190 8  其他收入  

 9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10  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  

 (B) 經常門現金支出 
經常門現金支出(B)=編號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5110 11  董事會支出  

5120 12  行政管理支出  

5130 13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5140 14  獎助學金支出  

5150 15  推廣教育支出  

5160 16  產學合作支出(102.12 修改)  

5170 17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5180 18  附屬機構損失  

5190 19  財務支出  

51A0 20  其他支出  

 21  減：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支出  

 22  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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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經常門現金餘絀 經常門現金餘絀(C)=(A)-(B) 

 (D) 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出售資產現金收入(D) 

 (E) 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E)=23+24+25+26+27+28+29+30+31+32+33 

1341 23  機械儀器及設備  

1350 24  圖書及博物  

1361 25  其他設備  

 26  應付租賃款減少數  

1374 27  預付設備款  

1411 28  專利權  

1421 29  電腦軟體  

1431 30  租賃權益  

1491 31  其他無形資產  

1510 32 遞延費用  

1590 33 什項資產  

 (F)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F)=C+D-E 

 (G) 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G)=編號 34+35+36+37+38+39+40+41 

1310 34  土地  

1320 35  土地改良物  

1330 36  房屋及建築  

 37  土地權利金  

1371 38  預付土地款  

1372、1373 39  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  

1377 40  待過戶房地產(104.12 新增)  

 41 其他(凡填報此欄者，請敘明經費項目) 101.12.07 修改新增 

 (H) 本期現金餘絀 本期現金餘絀(H)=編號(F)-(G)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 104 學年度「現金收支概況表」決算經費。 

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備註 
1. 本表俟教育部會計處審核決算確定後，再由本系統工作小組協助更新各校核定決算數。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

位使用，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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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獎校 

會計科目編號 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決算金額 (單位:元) 

4110 (A) 學雜費收入 學雜費收入(A)=編號 1+2+3 

4111 1  學費收入  

4112 2  雜費收入  

4113 3  實習實驗費收入  

4120 (B) 推廣教育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B) 

4130 (C) 產學合作收入(102.12 修改) 產學合作收入(C) 

4140 (D)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D) 

4150 (E) 補助及受贈收入(104.12 修改) 補助及受贈收入(E)=編號 4+5 

4151 4  補助收入 4=4.1+4.2 

 4.1   教育部  

 4.2   其他部會  

4152 5 受贈收入(104.12 修改)  

4160 (F) 附屬機構收益 附屬機構收益(F) 

4170 (G) 財務收入 財務收入(G)=編號 6+7+8+9 

4171 6  利息收入  

4172 7  投資收益  

4173 8  基金收益  

4174 9  投資基金收益  

4190 (H)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H)=編號 10+11+12+13 

4191 10 財產交易賸餘(102.12 修改)  

4192 11  試務費收入  

4193 12  住宿費收入  

4199 13  雜項收入  

 (I) 經常收入合計 經常收入合計(I)=(A)+(B)+(C)+(D)+(E)+(F)+(G)+(H)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 104 學年度「收入明細表」決算經費。 
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備註 
1. 本表俟教育部會計處審核決算確定後，再由本系統工作小組協助更新各校核定決算數。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提供「教育部會計處」、「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
使用，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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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0. 私立大學校院「支出明細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獎校 

會計科目編號 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決算金額 (單位:元) 

5110 (A) 董事會支出 董事會支出(A)=編號 1+2+3+4+5+6 

5111 1  人事費  

5112 2  業務費  

5113 3  維護費(102.12 修改)  

5114 4  退休撫卹費  

5115 5  出席及交通費(102.12 修改)  

5116 6  折舊及攤銷  

5120 (B) 行政管理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B)=編號 7+8+9+10+11 

5121 7  人事費  

5122 8  業務費  

5123 9  維護費(102.12 修改)  

5124 10  退休撫卹費  

5125 11  折舊及攤銷  

5130 (C)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C)=編號 12+13+14+15+16 

5131 12  人事費  

5132 13  業務費  

5133 14  維護費(102.12 修改)  

5134 15  退休撫卹費  

5135 16  折舊及攤銷  

5140 (D) 獎助學金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D)=編號 17+18 

5141 17  獎學金支出 17=17.1+17.2+17.3 

 17.1   政府補助獎學金支出  

 17.2   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17.3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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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18  助學金支出 18=18.1+18.2+18.3 

 18.1   政府補助助學金支出  

 18.2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18.3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  

5150 (E) 推廣教育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E)=編號 19+20+21+22+23 

5151 19  人事費  

5152 20  業務費  

5153 21  維護費(102.12 修改)  

5154 22  退休撫卹費  

5155 23  折舊及攤銷  

5160 (F) 產學合作支出(102.12 修改) 產學合作支出(F)=編號 24+25+26+27+28 

5161 24  人事費  

5162 25  業務費  

5163 26  維護費(102.12 修改)  

5164 27  退休撫卹費  

5165 28  折舊及攤銷  

5170 (G)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G)=編號 29+30+31+32+33 

5171 29  人事費  

5172 30  業務費  

5173 31  維護費(102.12 修改)  

5174 32  退休撫卹費  

5175 33  折舊及攤銷  

5180 (H) 附屬機構損失 附屬機構損失(H) 

5190 (I) 財務支出 財務支出(I)=編號 34+35+36+37 

5191 34  利息費用  

5192 35  投資損失  

5193 36  投資基金損失  

5194 37 特種基金損失(102.1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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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A0 (J) 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J)=編號 38+39+40+41 

51A1 38  試務費支出  

51A2 39  財產交易短絀(102.12 新增)  

51A3 40 超額年金給付(104.12 新增)  

51A9 41 雜項支出  

 (K) 經常支出合計 
經常支出合計

(K)=(A)+(B)+(C)+(D)+(E)+(F)+(G)+(H)+(I)+(J)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 104 學年度「支出明細表」決算經費。 

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備註 
1. 本表俟教育部會計處審核決算確定後，再由本系統工作小組協助更新各校核定決算數。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

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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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1. 私立大學校院「現金流量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校 

項目名稱 編號 決算金額 (單位:元)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A)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A)=編號 1+2+(-3)+4+5 

  本期餘(絀) 1  

  加：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支出 2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3  

  流動資產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4  

  流動負債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5  

                 營運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A)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B)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B)=編號 6+7+8+9+10+11+12+13+14-15-16-

17-18-19-20-21-22-23-24-25 

  出售流動金融資產及長期投資收現數(102.12 修改) 6  

  出售固定資產收現數 7  

  出售無形資產收現數 8  

  出售其他資產收現數 9  

  減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數(104.12 修改) 10  

  減少特種基金收現數(104.12 修改) 11  

  減少投資基金收現數(104.12 修改) 12  

  收回存出保證金收現數 13  

  減少或處分其他投資活動收現數(104.12 修改) 14  

      減：購置流動金融資產及長期投資付現數(102.12 修改) 15  

          購置固定資產付現數 16  

          購置無形資產付現數 17  

          購置其他資產付現數 18  

          增撥附屬機構投資付現數 19  

          增撥特種基金付現數 20  

          增撥投資基金付現數 21  

          減少長期應付款項付現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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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租土地權利金付現數 23  

          支付存出保證金付現數 24  

          其他投資活動付現數 25  

                 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B)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C)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C)=編號 26+27+28+29+30+31+32+33-34-

35-36-37-38-39-40-41 

  舉借長短期銀行借款收現數 26  

  舉借其他借款收現數 27  

  增加代收款項收現數 28  

  增加應付退休及離職金收現數(102.12 新增) 29  

  減少長期應收款項收現數(融資部分) (104.12 修改) 30  

  收取存入保證金收現數 31  

  其他融資活動收現數 32  

  賸餘款基金流入數(102.12 新增)  33  

      減：償還長短期銀行借款付現數 34  

          償還其他借款付現數 35  

          減少代收款項付現數 36  

          減少應付退休及離職金付現數(102.12 新增) 37  

          增加長期應收款項付現數(融資部分) (104.12 修改) 38  

          退回存入保證金付現數 39  

          其他融資活動付現數 40  

          賸餘款基金流出數(102.12 新增) 41  

                 融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C)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 (D)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D)=(A)+(B)+(C) +51 

  匯率影響數(104.12 新增) 51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E)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E)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F)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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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G)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G)=編號 42+43+44 

   本期支付利息 42  

   出售投資基金價款及股息等收益數(104.12 刪除) 43  

   購置投資基金價款(104.12 刪除) 44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H)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H)=編號 45+46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轉列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45  

    上學年度賸餘撥充權益基金數 46  

同時支付現金及長期應付票據交換土地、房屋及建築： 
(102.12 修改) 

 (I) 
同時支付現金及長期應付票據交換土地及房屋(I)=編號

47+48=49+50 

   土地 47  

   房屋及建築(102.12 修改) 48  

   長期應付票據 49  

   支付現金 50 50=47+48-49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 104 學年度「現金流量表」決算經費。 

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備註 
1. 本表俟教育部會計處審核決算確定後，再由本系統工作小組協助更新各校核定決算數。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

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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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2.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校 

會計科目編號 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本學年度決算數(單位:元) 

4100 (A) 各項收入 各項收入(A)=編號 1+2+3+4+5+6+7+8 

4110 1     學雜費收入  

4120 2     推廣教育收入  

4130 3     產學合作收入(102.12 修改)  

4140 4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4150 5     補助及受贈收入(104.12 修改)  

4160 6     附屬機構收益  

4170 7     財務收入  

4190 8     其他收入  

5100 (B) 各項支出 
各項支出(B)=編號

9+10+11+12+13+14+15+16+17+18 

5110 9     董事會支出  

5120 10     行政管理支出  

5130 11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5140 12     獎助學金支出  

5150 13     推廣教育支出  

5160 14     產學合作支出(102.12 修改)  

5170 15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5180 16     附屬機構損失  

5190 17     財務支出  

51A0 18     其他支出  

 (C) 本年度純餘(絀) 本年度純餘(絀)(C)=(A)-(B) 

  接受政府機關委託研究經費收入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 104 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決算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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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接受政府委託研
究計畫經費 

1. 所稱「接受政府機關委託研究經費收入」係指學校接受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之核定經費為填報基準，其中「政

府機關」係指科技部、教育部、其他中央、地方政府部門等單位，惟不包括企業部門或非政府部門單位。 

2. 若學校接受政府機關委託研究經費屬於「分期(年)撥付者」或「撥付數個合作研究學校者」，請以「實際入學校
會計帳之金額」為填報基準。 

例如： 

(1) 學校於 103 年 7 月接受科技部委託 2 年期研究計畫，經費為新臺幣 200 萬元，惟計畫經費分 2 期撥付，每次
各新臺幣 100 萬元，其撥付時間分別為 103 年 8 月 2 日及 104 年 8 月 2 日，故 103 學年度之填報金額應為
新臺幣 100 萬元，其餘額新臺幣 100 萬元請填報為 104 學年度委託研究金額。 

(2) 若有 A、B 等 2 校於 103 年 7 月共同接受科技部委託 2 年期研究計畫新臺幣 200 萬元(A 校 150 萬，B 校 50

萬)，而該計畫經費以 1 次撥付方式核撥至主要承辦計畫之學校，故本案經費若由政府機關於 103 年 8 月 2 日
撥付 A 校 200 萬元，再由 A 校於 103 年 9 月 2 日撥付 50 萬元予 B 校，則 103 學年度 A 校填報金額應為新
臺幣 150 萬元，B 校應為新臺幣 50 萬元。 

備註 
1. 本表俟教育部會計處審核決算確定後，再由本系統工作小組協助更新各校核定決算數。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
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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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3. 私立大學校院「平衡表」(私校 12 月填報) 
會校 

會計科目編號 編號 會計科目名稱 決算金額 (單位:元) 

1000 (A) 資產 
資產(A)=「資產總計」=編號

(B)+(C)+(E)+(G)+(H) 

1100 (B)  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B)=編號 1+2+3+4+5+6 

1110 1   現金  

1120 2   銀行存款  

1130 3   流動金融資產(102.12 修改)  

1140 4   應收款項淨額(104.12 修改)  

1150 5   材料  

1160 6   預付款項  

1200 (C)  長期投資、應收款及基金 長期投資、應收款及基金(C)=編號 7+8+9+10+11 

1210 7   長期投資  

1220 8   長期應收款項淨額(104.12 修改)  

1230 9   附屬機構投資  

1240 10   特種基金  

1250 11   投資基金  

1300 (D)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D)=編號

12+13+14+15+16+17+18+19+20 

1310 12   土地  

1321 13   土地改良物  

1331 14   房屋及建築  

1341 15   機械儀器及設備  

1350 16   圖書及博物  

1361 17   其他設備  

1370 18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1381 19   租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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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 20   租賃權益改良物  

 21   減：累積折舊總額  

 (E) 固定資產淨額 固定資產淨額(E)=編號(D)+21 

1400 (F)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F)=編號 22+23+24+25 

1411 22   專利權  

1421 23   電腦軟體  

1431 24   租賃權益  

1491 25   其他無形資產  

 26   減：累計攤銷總額  

 (G) 無形資產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G)=編號(F)+26 

1500 (H)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H)=編號 27+28+29+30+31+32+33 

1510 27   遞延費用  

1520 28   存出保證金  

1530 29   存出保證品  

1540 30   代管資產  

1550 31   閒置資產(102.12 新增)  

1560 32   學校流用(102.12 新增)  

1590 33   什項資產  

 (I) 資產總計 資產總計(I)=(B)+(C)+(E)+(G)+(H)=(A) 

2000 (J) 負債 負債(J)=(K)+(L)+(M) 

2100 (K)  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K)=編號 34+35+36+37+38 

2110 34   短期債務  

2120 35   應付款項  

2130 36   預收款項  

2140 37   代收款項  

2150 38   其他借款  

2200 (L)  長期負債 長期負債(L)=編號 39+40 

2210 39   長期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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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 40   長期應付款項  

2300 (M)  其他負債 其他負債(M)=編號 41+42+43+44+45 

2310 41   存入保證金  

2320 42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102.12 修改)  

2330 43   應付代管資產  

2340  44   學校流用(102.12 新增)  

2390  45   什項負債(102.12 新增)  

3000 (N) 權益基金及餘絀 權益基金及餘絀(N)=編號 46+47+48 

3100 46  權益基金 權益基金(46)=編號 46.1+46.2 

3110 46.1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3120 46.2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3200 47  餘(絀) 餘(絀) (47)=編號 47.1+47.2 

3210 47.1   累積餘(絀)  

3220 47.2   本期餘(絀)  

3300 48 權益其他項目 權益其他項目(48)=編號 48.1+48.2+48.3 

3310 48.1   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102.12 新增)  

3320 48.2   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  

3330 48.3   累計換算調整數(104.12 新增)  

 (O) 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總計 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總計(O)=(J)+(N) 

填表說明 

學年度 
1. 學校每年 12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12 月填報 104 學年度「平衡表」決算經費。 

2. 本表填報期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止。 

備註 
1. 本表俟教育部會計處審核決算確定後，再由本系統工作小組協助更新各校核定決算數。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

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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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4.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餘額、利息收入、投資金額及投資收益」統計表(本表刪除) 

年

度 

月

份 

A 版(政府補助及學雜費等收入)資料 B 版(5 項自籌收入)資料 合併版(即 A+B)版資料 投資項

目及差

異情形 

現金餘

額 

利息收

入 

投資金

額 

投資收

益 

現金餘

額 

利息收

入 

投資金

額 

投資收

益 

現金餘

額 

利息收

入 

投資金

額 

投資收

益 

本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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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5.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接受捐贈」決算情形表(3 月填報) 
 

會校 會校 會校 會校 會校 會校 

年

度 
單位 

接受

捐贈

總金

額 

非指定

用途捐

贈金額 

指定用途捐贈 實體捐贈   (單位：元) 

指定用於非資本支出用途 指定用

於資本

支出用

途 

土

地 

土地

改良

物 

房屋

及建

築 

機械

及設

備 

交通運

輸及設

備 

什項

設備 

有價證券(例如

股票、基金) 
其他 

獎助學金 

其他 留本獎

助學金 

其他獎

助學金 
金額 說明 

金

額 

說

明 

 

□大學 

□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填表說明： 

年度[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4 年度(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決算資

料。 

單位 1.請依【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分開查填。 

接受捐贈總金額 

1. 請填報前一年度校務基金接受捐贈總金額。 

2. 所稱「接受捐贈總金額」係指學校接受外界之捐贈，包括一般捐贈、指定用途捐贈及實體捐贈等，其科目依「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性規定」帳列科目可能涉及「受贈收入」、「其他準備金」及「受贈公積」等科目。 

非指定用途捐贈金額 2. 「非指定用途捐贈金額」係指學校接受捐贈之金額，該捐贈者未指定捐贈金額之用途。 

指定用途捐贈 

1. 「指定用於非資本支出用途」之「獎助學金」之「留本獎助學金」係指留住本金之獎學金，本金不可動用，而以本金

孳息作為獎學金等。 

2. 「指定為資本支出用途」係指其捐贈款項之用途經捐贈人指定所捐贈款項須用於資本支出項目之金額。 

實體捐贈 

1. 請分別填報【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及設備；什項設備；有價證券(例如股票、基

金)；其他(不屬上開項目之實體捐贈)】之金額，並請逐項說明接受實體捐贈之「有價證券」及「其他」之含括內容。 

2. 「有價證券」及「其他」欄位之說明內容以 100 字(含標點符號)為限。 

備註 

1. 本表不包括政府補助金額，並依「非指定用途」、「指定用途」及「實體捐贈」用途查填；另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

臺幣「元」為填報單位，且填報金額請以「決算數」為準。 

2. 本表請將「大學」及「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資料分開查填，其中須分開填報之學校包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

臺東大學等 9 校，其餘學校僅需填報學校校務基金「接受捐贈決算」情形即可。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及本部相關單位，該處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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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6.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育成中心年度營運績效表」(3 月填報)本表改列「研 20」蒐集      

單位：元 

年

度 

進駐廠商繳款 政府補助款 D.學

校自

籌支

出經

費 

E.進

駐家

數 

該中心營運成本總支出 
I.平均每

家所繳之

配合款金

額(I=A/E) 

J.平均輔

導 1 家廠

商所需之

營運成本

(J=H/E) 

K.人事費

用占總支

出率

(K=F/H) 

A. 

收入 

B. 

支出 
餘絀 收入 

C. 

支出 
餘絀 

F.支用人事

費用之金額 

G.

其

他 

H.合計

(H=B+C+D=F+G) 

本表改列「研 20」蒐集 

 

.. 

 

 

 

財 17.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基金科目」決算增減明細表(1 月填報)(本表刪除) 

年

度 

A.前期

基金餘

額 

B.本期增加 C.本期減少 
D.本期基金

餘額 (A＋B

－C) 

基金變動

說明或文

號 

國庫增撥購置固

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遞延借項 

賸餘撥

充 

公積撥

充 

撥入財產

增撥基金 

其他增加

事項 

折減基金

填補短絀 

撥出財產

折減基金 

其他減少

事項 

本表刪除 

 



【105.10 校庫表冊】                                                        第 203頁 

財 18.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及人事費支應情形表」(決算數-C 版)(3 月填報)(本表刪除) 

單位：元 

會 會 會 會 會 
項目  

收

支

餘

絀

數 

人事費用  
依行政

院核定

以學校

6 項自

籌收入

50％為

上限所

支給人

事支出

占 6 項

自籌收

入比率 

補
充
說
明 

A.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金額及人數 

B.依行政院核定以學校 6 項自籌收入 50％為上限所支給範圍 人事支出 

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

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金額及

人數 

編制外人事費 
行政人員工

作酬勞 

未包括

編制內

人員本

薪︹年

功薪︺

與加給

金 額

(B) 

包括編

制內人

員本薪

︹年功

薪︺與

加給金

額

(A+B) 

專任教師 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 

退休人

員慰問

金 

占

收

入

％ 

專任教

師 

研究人

員 
小計 

占

收

入

％ 

專任教

師 

兼任教

師 

研究人

員 

行政人

員 
小計 

占

收

入

％ 

金

額 

人

數 

占

收

入

％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本

薪

與

加

給

金

額 

兼職

酬金 

本

薪

與

加

給

金

額 

兼

職

酬

金 

本

薪

與

加

給

金

額 

兼

職

酬

金 

業務總收入

C 

                                      

6 項自籌收入

小 計

D=D1+D2 

 

此列免填 
 

 

 

 

學雜費收入

D1 

 

5 項自籌收入

D2 

 

業務總支出E 
 

本期餘絀 

F=C-E 

 

不發生財務

短絀計算方

案可加回之

折舊、折耗

及攤銷數 G 

 

加回折舊、

折耗及攤銷

數之本期餘

絀 H=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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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19.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編列「特教預算情形表」(3 月填報) (本表刪除)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年
度 

預算數 

A.身心障礙學
生學雜費減免
補助(不含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 

B.身心障礙學
生獎助學金
(不含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 

C.改善無
障礙環境
學校經費 

D.特教學生
輔導工作(資
源教室)學校
經費 

E.3 所師範大學、5 所教育
大學、4 所一般大學特教教
職前培育經費 

F.小計
(A+B+C
+D+E) 

G.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特
教經費 

H.合
計
(F+G) 

人事費 業務費及其他 

 
自籌經費          

政府補助經費          

填表說明： 

年度[預期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次年度預算資料，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6 年度預算資料。 

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補助
(不含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補助預算金額(不包括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附屬實驗國
民小學經費)。 

2. 請依自籌經費及政府補助經費分別查填。 

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不含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之獎助學金預算金額(不包括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附屬實驗國民小
學經費)。 

2. 請依自籌經費及政府補助經費分別查填。 

改善無障礙環境學校經費 
1.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用於改善無障礙環境之預算金額(不包括附屬實驗國民小學經費)。 
2. 有關「改善無障礙環境學校經費」之認列由學校自行認列。 
3. 請依自籌經費及政府補助經費分別查填。 

特教學生輔導工作(資源教室)學
校經費 

1.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用於特教學生輔導工作(資源教室)之預算金額(不包括附屬實驗國民小學經費)。 
2. 有關「特教學生輔導工作(資源教室)學校經費」之認列由學校自行認列。 
3. 請依自籌經費及政府補助經費分別查填。 

3 所師範大學、3 所教育大學、6
所一般大學特教教職前培育經費 

1. 本欄位請以下幾所學校填報特教職前培育之「人事費」及「業務費及其他」預算經費，其餘學校免
填： 
(1) 師範大學：包括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等 3 校。 
(2) 教育大學：包括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等 3 校。  
(3) 一般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東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及臺北

市立大學等 6 校。 
2. 請填報學校特教系所學程相關經費，不包括附屬實驗國民小學經費。 
3. 請依自籌經費及政府補助經費分別查填。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教經費 
1.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自籌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之特教預算經費(不包括附屬實驗國民小學經費)，包括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學雜費減免經費。 
2. 請區分為自籌經費及政府補助經費查填。 

備註 1.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該處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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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20.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編列「原住民經費預算情形表」(3 月填報) (本表刪除) 

單位：元 

年度 單位 A.次(104)年度學雜費減免 B.次(104)年度獎助學金 
C.次(104)年度學雜費減免

及獎助學金合計(C=A+B) 

當(103)年度學雜費減免及

獎助學金合計 

 

□大學 

□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填表說明： 

年度[預期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次年度預算資料，例如 103 年 3 月填報 104 年度預算資料。 

單位 1.請依【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分開查填。 

次 (104)年度學雜費

減免 

1.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編列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預算經費，亦即編列於「收支餘絀表」項下之「學雜費

減免」科目中有關原住民學生部分之預算經費；例如 103 年 3 月填報 104 度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預算經

費。 

次 (104)年度獎助學

金 

1.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編列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預算經費，亦即編列於「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之「獎助

學員生給與」科目中有關原住民學生部分之預算經費；例如 103 年 3 月填報 104 年度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預

算經費。 

次 (104)年度學雜費

減免及獎助學金合

計 

1. 由系統自動計算次年度學校編列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預算之加總金額，例如 103 年 3

月填報 104 年度學雜費減免預算經費及獎助學金預算經費。 

當 (103)年度學雜費

減免及獎助學金合

計 

1. 請學校填報當年度編列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預算之加總金額，例如 103 年 3 月填報

103 年度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預算加總金額。 

2. 如 103 年度預算無遭刪減，則應等於上一年度查填之金額。 

備註 

1. 本表請將「大學」及「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資料分開查填，其中須分開填報之學校包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東華大

學、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臺東大學等 9 校，其餘學校僅需填報學校校務基金編列「原住民經費預算情形」即

可。 

2.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該處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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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20-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編列「原住民經費預算情形表」(3 月填報) (本表刪除) 

單位：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年度 單位 

A.次

(106)年

度學雜

費減免 

B.次(106)年度獎助學金 

C.次(106)年度

學雜費減免及

獎助學金合計

(C=A+B) 

次(106)年度其他(學雜費減免

及獎助學金以外部分) 

備註(倘有學

雜費減免或獎

助學金以外部

分，請簡要說

明其內容) 

當

(105)

年度學

雜費減

免及獎

助學金

合計 

 

□大學 

□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小計 
政府補

助經費 
自籌經費 小計 

政府補

助經費 
自籌經費 

          

填表說明： 

年度[預期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次年度預算資料，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6 年度預算資料。 

單位 1. 請依【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分開查填。 

次 (105)年度學雜費減

免 

2.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編列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預算經費，亦即編列於「收支餘絀表」項下之「學雜費減

免」科目中有關原住民學生部分之預算經費；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6 年度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預算經

費。 

次(106)年度獎助學金 

2. 請填報次年度學校編列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預算經費，亦即編列於「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之「獎助

學員生給與」科目中有關原住民學生部分之預算經費；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6 年度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預

算經費。 

3. 請依政府補助經費及自籌經費分別查填。 

4. 小計由系統自動計算「政府補助經費」及「自籌經費」預算之相加金額。 

次 (106)年度學雜費減

免及獎助學金合計 

2. 由系統自動計算次年度學校編列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預算之加總金額，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6 年度學雜費減免預算經費及獎助學金預算經費。 

次(106)年度其他(學雜

費減免及獎助學金以外

部分) 

3. 請學校填報次年度除「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外編列對原住民學生支出之預算金額，例如 105 年 3 月

填報 106 年度其他對原住民學支出之預算經費。 

4. 請依政府補助經費及自籌經費分別查填。 

5. 小計由系統自動計算「政府補助經費」及「自籌經費」預算之相加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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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倘有學雜費減免

或獎助學金以外部分，

請簡要說明其內容) 

1.  請簡要說明除學雜費減免或獎助學金以外對原住民學生支出預算編列之內容。 

當 (105)年度學雜費減

免及獎助學金合計 

6. 請學校填報當年度編列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預算之加總金額，例如 102年 3月填報 102

年度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預算加總金額。 

7. 如 102 年度預算無遭刪減，則應等於上一年度查填之金額。 

備註 

3. 本表請將「大學」及「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資料分開查填，其中須分開填報之學校包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

立臺南大學及國立臺東大學等 9 校，其餘學校僅需填報學校校務基金編列「原住民經費預算情形」即可。 

4.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該處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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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2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附屬實驗國民小學編列特教預算情形表」(3 月填報) (本表刪除) 

單位：元 
會 會 會 

年度 
國立大學附小特教班(含資源班)經費 國立大學附小特教班(資優班)經費 

人事費 業務費及其他 人事費 業務費及其他 

     

填表說明： 

年度[預期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次年度預算資料，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6 年度預算資料。 

國立大學附小

特教班(含資源

班)經費 

人事費 
1. 請學校填報次年度「國立大學附小特教班(含資源班)」之人事預算經費(不包括教育部年度專案補助

經費)。 

業務費及其他 
1. 請學校填報次年度「國立大學附小特教班(含資源班)」之業務費及其他預算經費(不包括教育部年度

專案補助經費)。 

國立大學附小

特教班 ( 資優

班)經費 

人事費 
1. 請學校填報次年度「國立大學附小特教班(資優班)」之人事預算經費(不包括教育部年度專案補助經

費)。 

業務費及其他 
1. 請學校填報次年度「國立大學附小特教班(資優班)」之業務費及其他預算經費(不包括教育部年度專

案補助經費)。 

備註 

1.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2. 本表請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臺東大學等 9 校填報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

特教預算情形，其餘學校免填。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該處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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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22.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級政府簡明資產項目表(3 月填報) (本表刪除) 

會 會 會 

科目名稱 
前一(104)年度決算經

費(單位：元) 
說明 

一、放(墊)款  指以自有資金對各經濟部門之計息融資。 

1、政府  指對各級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公立學校、公立醫療院所等之融資。 

2、公營事業  指對台電、中油、台糖等公營事業之融資(不包括公營機構) 

3、民營事業  指對民營企業之融資 

4、金融機構  指對金融機構之融資 

5、個人及非營利團體  指對個人及非營利團體之融資 

6、國外  指對非居住民之融資 

7、減：備抵呆帳 減： 為放款之減項科目，前面不須加負號。 

二、附條件交易  指從事各種有價證券之附條件交易。請附註說明：_________________ 

三、有價證券及投資  =(一)+(二)，指有價證券及投資之合計數 

(一) 金融資產  指有價證券及投資之取得成本，即不含評價調整 

1、短期票券  指商業本票、銀行承兌匯票、可專讓定存單等。請附註說明：________ 

2、政府債券  指政府發行之公債及國庫券 

3、國內公司債   

4、金融債券   

5、共同基金  指國內投信公司及信託業發行之受益憑證，如股票型基金、ETF 等 

6、上市上櫃公司股權  指上市上櫃公股票。 

7、其他企業權益  指非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獨資合夥事業股權。 

8、非營業基金   

9、國外有價證券投資  指於國外發行之有價證券。請附註說明：_____________ 

10、其他  非屬上述各項之金融資產，如衍生性金融商品等。請附註說明：_________ 

11、減：備抵跌價損失 減： 為有價證券及投資之減項科目。(未適用 34 號公報者填之) 

(二) 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指各項有價證券及投資之評價調整(適用 34 號公報者填之) 

1、短期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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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債券   

3、國內公司債   

4、金融債券   

5、共同基金   

6、上市上櫃公司股權   

7、其他企業權益   

8、非營業基金   

9、國外有價證券投資   

10、其他   

說明： 

1. 本表僅針對資產負債表之特定金融性資產科目調查，包括企業(私人)捐贈或學校自行購買等皆應填報，惟不動產、應收及預付款等其

他科目無須填報。 

2. 本調查表中之有價證券係指所有權確屬該機關者，代管資產、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不計入。 

3. 金融資產請按本表所列之工具別區分。同一金融工具可能分別歸屬於公平價值變動列入餘絀、備供出售、持有至到期日、以成本衡

量、無活絡市場之債券等金融性資產，請彙總後填入(一)金融資產項下。其對應之評價調整則填入(二)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4. 本表填報資料係以交易事項查填非以會計科目查填。 

填表說明： 

年度[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5 年 3 月填報 104 年度決算資料。 

備註 1.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該處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105.10 校庫表冊】                                                        第 211頁 

財 23. 獲教育部補助「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情形調查表(1 月填報)(本表刪除) 
單位：元 

年

度 
計畫類別 

A.計畫核定

金額 

收款情形 
B.實際支出數 

差 異

說 明

(A-
B)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

門 

資本

門 

實際

收款

數 

已認列

「其他補

助收入/補

助收入」

金額 

差異

數 

差異

原因 

實際

收款

數 

已認列

「受贈公

積/補助收

入」金額 

差異

數 

差異

原因 

經常

門 

資本

門 

 □頂尖大學 

□教學卓越 

□區域資源中心(中心學校) 

□區域資源中心(夥伴學校) 

□重要特色人才 

             

填表說明： 

年度[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2 月填報前一年度決算資料，例如 101 年 1 月填報 100 年度決算資料。 

2. 填報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 月 15 日為止。 

計畫類別 
1. 請學校填報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區域資源中心(中心學校)；區域資源中心(夥伴學

校)；重要特色人才】等類別填報。 

收款情形 

1. 請填報學校每年度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區域資源中心(中心學校)；區域資源中心(夥伴學

校)；重要特色人才】等預算科目之「實際獲得計畫補助經費」。 

2. 本項目經常門之「已認列其他補助收入/補助收入金額」部分，其中國立大學校院請填「已認列其他補助收入金

額」，私立大學校院請填「已認列補助收入金額」等項目。 

3. 本項資本門之「已認列受贈公積/補助收入金額」部分，其中國立大學校院請填「已認列受贈公積金額」，私立大學

校院請填「已認列補助收入金額」等項目。 

實際支出數 
1. 請填報學校每年度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區域資源中心(中心學校)；區域資源中心(夥伴學

校)；重要特色人才】等預算科目之實際支出數，其中實際支出數包括「實支數」及「應付未付數」。 

備註 

1. 凡學校曾獲教育部補助【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區域資源中心(中心學校)；區域資源中心(夥伴學

校)；重要特色人才】之各類分項計畫者，皆須填報。 

2. 本表查填資料不含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3.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會計處」，該處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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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24. 教育經費收支預、決算數統計表(學校免填，每年由本系統匯入) 

統整 統整 統整 統整 

代號 項目 
預算數(單位：元)

【1】 

決算數(單位：元)

【2】 

【A】 一、收入面總計 【A1】 【A2】 

【B】   1.學雜費收入(總額) 【B1】 【B2】 

【C】 減：學雜費減免(私校若無此科目，則免填) 【C1】 【C2】 

【D】   2.產學合作收入 【D1】 【D2】 

【E】   3.推廣教育收入(包括其他教學活動)  【E1】 【E2】 

【F】   4.政府補助 【F1】 【F2】 

【G】   5.國內外團體或私人捐助 【G1】 【G2】 

【H】   6.財務收入 【H1】 【H2】 

【I】   7.其他(場地管理、服務、學生宿舍費收入…等)  【I1】 【I2】 

【J】   8.國立學校增撥基金及受贈公積 

(資料來源：現金流量表) 
【J1】 【J2】 

【K】 二、支出面總計 【K1】 【K2】 

【L】   1.經常支出 【L1】 【L2】 

【M】 (1)人事費(含退撫支出)  【M1】 【M2】 

【N】 (2)折舊、折耗、攤銷 【N1】 【N2】 

【O】 (3)其他 【O1】 【O2】 

【P】   2 資本支出 【P1】 【P2】 

【Q】 (1)購建固定資產支出 【Q1】 【Q2】 

【R】 (2)購置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支出 【R1】 【R2】 

【S】 三、扣除折舊、折耗、攤銷之支出總計 【S1】 【S2】 

 



【105.10 校庫表冊】                                                        第 213頁 

填表說明： 

代號 年度 1. 本表學校免填，將由「財 1」至「財 13」等表冊由本系統自動產出。 

【A】 收入面總計 

1. 預算數：【A1=B1+C1+D1+E1+F1+G1+H1+I1】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業務收入(41)、業務外收入

(42)」及「財 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8331)及增加公積(8332)」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

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各項收入」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A2=B2+C2+D2+E2+F2+G2+H2+I2】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業務收入(41)、業務外收入

(42)」及「財 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8331)及增加公積(833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

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經常收入合計」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B】 學雜費收入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學雜費收入

(4131)」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各項收入」之「學雜費收入(4110)」之學校

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學雜費收入

(4131)」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學雜費收入(4110)」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C】 減：學雜費減免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學雜費減免

(4132)」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免填。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學雜費減免

(413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免填。 

【D】 產學(建教)合作收入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產學合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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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各項收入」之「產學合作收入(4130)」之學

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建教合作收入

(4135)」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產學合作收入(4130)」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

生。 

【E】 
推廣教育收入(包括其

他教學活動)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推廣教育收入

(4137)」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各項收入」之「推廣教育收入(4120)」及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4140)」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教學收入」之「推廣教育收入

(4137)」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推廣教育收入(4120)」及「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4140)」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F】 政府補助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其他業務收入」之「學校教

學研究補助收入(41A1)及其他補助收入(41AX)」與「財 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

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

(8331)及增加公積(8332)」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補助及受贈收入」之「補助收入(4151)」之

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其他業務收入」之「學校教

學研究補助收入(41A1)及其他補助收入(41AX)」與「財 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

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

(8331)及增加公積(833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補助及受贈收入」之「補助收入(4151)」之學校

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G】 國內外團私人捐助 1. 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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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其他業務外收入」之「受贈收

入(4229)」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補助及受贈收入」之「受贈收入(4152)」之

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其他業務外收入」之「受贈收

入(4229)」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受贈收入(415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H】 財務收入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業務外收入」之「財務收入

(421)」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各項收入」之「財務收入(4170)」之學校預

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業務外收入」之「財務收入

(421)」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財務收入(4170)」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I】 

其他 (場地管理、服

務 、 學 生 宿 舍 費 收

入…等)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業務收入(41)及業務外收入

(42)」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後扣除上述項目【B1、C1、D1、E1、F1、G1、H1】之金額加

總，並加上「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8331)及增加公積(8332)」【J1】 之學校預算金

額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各項收入」之「附屬機構收益(4160)及其他

收入(4190)」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 1.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餘絀預、決算表」中「業務收入(41)及業務外收入

(4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後扣除上述項目【B2、C2、D2、E2、F2、G2、H2】之金額加

總，並加上「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8331)及增加公積(8332)」【J2】之學校決算金

額產生。 

(2) 私校由「財 9. 私立大學校院收入明細表」中「「附屬機構收益(4160)及其他收入(4190)」之學

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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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國立學校增撥基金及

受贈公積 

1. 預算數： 

(1) 公校「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加

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8331)及增加公積(8332)」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免填。 

2. 決算數： 

(1) 公校「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加

基金、公積及填補短絀」之「增加基金(8331)及增加公積(833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免填。 

【K】 支出總計 

1. 預算數： 

(1) 公校支出總計將由系統自動加總「經常支出」【L】、「資本支出」【P】等經費產生。 

(2) 私校支出總計將由系統自動加總「經常支出」【L】、「資本支出」【P】等經費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支出總計將由系統自動加總「經常支出」【L】、「資本支出」【P】等經費產生。 

(2) 私校支出總計將由系統自動加總「經常支出」【L】、「資本支出」【P】等經費產生。 

【L】 經常支出 
經常支出經費將由系統自動加總「人事費(含退撫支出)」【M】、「折舊、折耗、攤銷」【N】及「其

他」【O】等經費產生。 

【M】 人事費(含退撫支出)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 5.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項費用彙計明細表」中「用人費用(1)及計時計件人員酬

金(27D)」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人事費(含退休撫恤)(5111、5114、5121、

5124、5131、5134、5151、5154、5161、5164、5171、5174)」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 5.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項費用彙計明細表」中「用人費用(1)及計時計件人員酬

金(27D)」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10. 私立大學校院支出明細表」中「董事會支出」之「人事費(5111)及退休撫卹費

(5114)」、行政管理支出之「人事費(5121)及退休撫卹費(5124)」、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之

「人事費 (5131)及退休撫卹費 (5134)」、推廣教育支出之「人事費 (5151)及退休撫卹費

(5154)」、產學合作支出之「人事費(5161)及退休撫卹費(5164)」、其他教學活動支出之「人

事費(5171)及退休撫卹費(5174)」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N】 折舊、折耗、攤銷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 5.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項費用彙計明細表」中「折舊、折耗及攤銷(5)」之學校

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折舊及攤銷(5116、5125、5135、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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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5、5175)」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 5.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項費用彙計明細表」中「折舊、折耗及攤銷(5)」之學校

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10. 私立大學校院支出明細表」中董事會支出之「折舊及攤銷(5116)」、行政管理

支出之「折舊及攤銷(5125)」、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之「折舊及攤銷(5135)」、推廣教育支出

之「折舊及攤銷(5155)」、產學合作支出之「折舊及攤銷(5165)」、其他教學活動支出之「折

舊及攤銷(5175)」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O】 其他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 5.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項費用彙計明細表」中合計扣除上述「人事費(1)」

【M1】及「折舊、折耗及攤銷(5)」【N1】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6. 私立大學校院收支餘絀預計表」中「各項支出」合計扣除上述「人事費」

【M1】及「折舊及攤銷」【N1】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 5.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各項費用彙計明細表」中合計扣除上述「人事費(1)」

【M2】及「折舊、折耗及攤銷(5)」【N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10. 私立大學校院支出明細表」中經常支出合計扣除上述「人事費」【M2】及「折

舊及攤銷」【N2】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P】 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經費將由系統自動加總「購建固定資產支出」【Q】及「購置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支出」

【R】等經費產生。 

【Q】 購建固定資產支出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

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82C)」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7. 私立大學校院固定資產預算表」中「固定資產」之「土地(1310)、土地改良物

(1321)、房屋及建築(1331)、機械儀器及設備(1341)、圖書及博物(1350)、其他設備(1361)、預

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1370)、租賃資產(1381)、租賃權益改良物(1391)」之學校預算金額加

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

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82C)」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8. 私立大學校院現金收支概況表」中「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及「購置動產、無形

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扣除「專利權(1411)、電腦軟體(1421)、租賃權益(1431)、其他無

形資產(1491)」、遞延費用(1510)、什項資產(1590)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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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購置無形資產及其他

資產支出 

1. 預算數： 

(1) 公校由「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

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82D)」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私校由「財 7. 私立大學校院固定資產預算表」中「專利權(1411)、電腦軟體(1421)、租賃權益

(1431)及其他無形資產(1491)」之學校預算金額加總產生。 

2. 決算數： 

(1) 公校由「財3.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現金流量預、決算表」中「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增

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82D)」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出。 

(2) 私校由「財8. 私立大學校院現金收支概況表」中「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之「專利權 (1411)、電腦軟體 (1421)、租賃權益 (1431)、其他無形資產 (1491)、遞延費用

(1510)、什項資產(1590)」之學校決算金額加總產生。 

【S】 
扣除折舊、折耗、攤

銷之支出總計 

1. 資本支出經費將由系統自動加總「經常支出」【L】及「資本支出」【P】並扣除「經常支出折舊、

折耗、攤銷預算」【N】之經費產生。 

備註 1. 本表之各項金額數據，請以新臺幣「元」為填報單位。 

表冊對應單位 
1.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提供予「教育部統計處」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

值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