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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3及 102學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一、學校沿革 

本校於民國 54 年 10 月經教育部核准設立，原名私立正修工業專科學校，其後分別於

民國 80年 1月更名為「私立正修工商專科學校」、88年 3月更名為「正修技術學院」及 92

年 8月更名為「正修科技大學」。截至民國 104年 7月底止，本校經教育部核轉法院辦理財

團法人登記之財產總額為 6,132,455,126元(包括本校民國 102學年度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

成本，不含預付工程、設備款及租賃設備)。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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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重要會

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1.會計年度 

每年 8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學年度名稱。 

2.會計基礎及會計事務 

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會計事務。 

3.特種基金 

凡因契約、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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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屬之。 

4.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本校依據「大學校院辦理學生就學補助原則」規定，提撥學雜費收入總額百分之三經費作

為辦理學生就學補助。經費全數使用於學生就學補助項目，每學年度至少應執行百分之八

十額度，剩餘款及孳息部份設「學生就學補助基金」帳戶專款專用。 

5.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及使固定資產達於可用狀態及地點所支付之所有款項。上開資產之

成本，應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利息。於使用期間所發生

之相關支出，應列為修護費用。但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增添、改

良、重置及大修等支出，應予以資本化。 

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採直線法提列折舊；

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

不予提列折舊。 

固定資產處分變賣及報廢時沖轉成本及累計折舊，處分損益以當期收支類處理，處分損益

列入「財產交易短絀」或「財產交易賸餘」科目。 

6.電腦軟體 

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行發展開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以直線法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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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退休辦法 

依教育部民國 81 年 7 月 24 日公佈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撥繳、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規定加入「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自民國 81學年度至 96學年度，

於學費百分之二範圍內收取教職員工退休撫卹經費，連同本校相對提撥學費百分之一提

繳，由各私立學校共同成立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統籌管理與運用，凡符

合該辦法所訂年齡及服務年資之私立學校專任教職員工，皆可於退休時由「私立學校教職

員工退休撫卹基金」領取一定金額之退休金，民國 97學年度起，由本校於每學期提撥相當

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提繳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依

教育部民國 98年 7月 8日公布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

例」規定，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儲金管理會）」，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審

定事宜。原「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儲金管理會，

合併後基金管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會概括承受。自民國 99年 1月 1日起由本校於每

學期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提繳至儲金管理會。 

8.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本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經一定程序提撥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屬之。依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本科目之對應科目為「特種基金」，

本科目期末餘額與「特種基金」科目期末餘額之差額應自累積餘絀結轉至指定用途權益基

金項下，將俟主管機關備查當學年度決算後轉入。 

9.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1)賸餘款權益基金 

自民國 97學年度起依私立學校法第 46條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

計算賸餘款，賸餘款累積餘額小於 0元者以 0元計，俟累積數為正數後始由累積餘絀調

整轉列。 

(2)其他權益基金 

自民國 101 學年度起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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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其他權益基金，其他權益基金指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其計

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於每學

年度決算時由累積餘絀轉入。 

10.餘絀 

餘絀係各會計年度收支相抵後之剩餘，未轉列權益基金者；或歷年累積之短絀，未經填補

者皆屬之。 

11.收入 

收入主要係提供教育服務所產生，於獲利過程大部分已完成，且已實現或可實現時認列，

另所有以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均以總額入帳。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無。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3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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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銀行存款 

項            目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專戶存款   $6,903,668  $5,168,736 

  銀行存款  87,946,067   196,988,907 

  定期存款    685,000,000    368,000,000 

  合計  $779,849,735  $570,157,643 

上列專戶存款係科技部補助專戶。 

 

2.應收款項淨額 

項            目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應收產學合作收入款  $28,679,926  $44,745,493 

  應收利息  7,103,023  5,898,952 

  其他  21,683,992  21,226,604 

 小計  57,466,941  71,871,049 

 減：備抵呆帳  -  - 

  淨額  $57,466,941  $71,871,049 

 

3.特種基金 

項            目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王忠耀捐入獎助基金  $1,374,400  $1,357,196 

 

4.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項            目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期初餘額   $-  $- 

  本期提撥數  54,358,354  54,389,330 

  利息收入  16,219  15,450 

  撥付獎助學金支出  (54,374,573)  (54,404,780) 

  期末餘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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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之增減變動情形如下： 

  103學年度 

項  目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金額 

[成本]           

土地  $564,856,707  $-   $-   $-  $564,856,707 

土地改良物  74,186,302  2,518,000  -   -  76,704,302 

房屋及建築  3,224,623,723  16,059,767  -   11,479,775  3,252,163,265 

機械儀器及設備  1,513,844,134  151,477,590  (81,158,432)  627,512  1,584,790,804 

圖書及博物  217,113,977  18,148,483  (670,221)  -  234,592,239 

其他設備  424,837,413  102,251,793  (12,535,256)  1,698,273  516,252,223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59,570,283  76,641,744    -   (13,805,560)  122,406,467 

租賃資產  7,753,515    -     -   -  7,753,515 

成本合計  6,086,786,054   $367,097,377  $(94,363,909)  $-  6,359,519,522 

[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59,821,669  $3,390,609  $-   $-  63,212,278 

房屋及建築  812,362,090  64,957,129    -   -  877,319,219 

機械儀器及設備  1,147,046,175  133,254,099  (80,990,573)  -  1,199,309,701 

其他設備  314,602,032  45,300,232  (12,523,296)  -  347,378,968 

租賃資產  5,411,322  969,192  -   -  6,380,514 

累計折舊合計  2,339,243,288  $247,871,261  $(93,513,869)  $-  2,493,600,680 

固定資產淨額  $3,747,542,766        $3,865,918,842 

 
  102學年度 

項目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金額 

[成本]           

土地  $564,856,707  $-   $-   $-  $564,856,707 

土地改良物  73,086,302  1,100,000  -   -  74,186,302 

房屋及建築  2,744,287,253  3,065,000  (7,063,530)  484,335,000  3,224,623,723 

機械儀器及設備  1,429,063,098  121,638,701  (43,010,222)  6,152,557  1,513,844,134 

圖書及博物  202,891,797  17,392,401  (3,170,221)  -  217,113,977 

其他設備  380,296,178  46,922,485  (4,785,750)  2,404,500  424,837,413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367,335,000   185,079,440    -   (492,844,157)  59,570,283 

租賃資產  7,753,515    -     -   -  7,753,515 

成本合計  5,769,569,850   $375,198,027  $(58,029,723)  $47,900  6,086,78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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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56,515,086  $3,306,583  $-   $-  59,821,669 

房屋及建築  758,737,093  60,688,527  (7,063,530)  -  812,362,090 

機械儀器及設備  1,058,632,662  131,416,749  (43,010,222)  6,986  1,147,046,175 

其他設備  282,869,522  36,518,260  (4,785,750)  -  314,602,032 

租賃資產  4,442,130  969,192  -   -  5,411,322 

累計折舊合計  2,161,196,493  $232,899,311  $(54,859,502)  $6,986  2,339,243,288 

固定資產淨額  $3,608,373,357        $3,747,542,766 

(1)民國 103 學年度固定資產成本減少數 94,363,909 元減除累計折舊減少數 93,513,869

元後計 850,040元，分別帳列財產交易短絀 179,819元及折舊費用 670,221元。 

(2)民國 102 學年度固定資產成本減少數 58,029,723 元減除累計折舊減少數 54,859,502

元後計 3,170,221元，帳列折舊費用。 

(3)民國 102 學年度本期移轉係取得受贈之固定資產原值及截至移撥日止之累計折舊金

額。 

(4)截至民國 104年及 103年 7月 31日止，上述固定資產皆未提供擔保。 

6.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之增減變動情形如下： 

  103學年度 

項  目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金額 

[成本]           

電腦軟體  $112,992,870  $16,519,240  $(2,702,030)  $-  $126,810,080 

[累計攤銷]           

電腦軟體  87,486,141  $14,764,875  $(2,702,030)  $-  99,548,986 

無形資產淨額  $25,506,729        $27,261,094 

  102學年度 

項  目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金額 

[成本]           

電腦軟體  $97,527,839  $19,339,205  $(3,874,174)  $-  $112,992,870 

[累計攤銷]           

電腦軟體  76,364,686  $14,995,629  $(3,874,174)  $-  87,486,141 

無形資產淨額  $21,163,153        $25,506,729 

7.應付款項 

項            目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年終獎金   $40,465,767  $39,872,535 

  設備及工程款  31,331,391  12,975,837 

  利息  214,663   125,059 

  其他  14,511,178  13,023,819 

  合計  $86,522,999  $65,99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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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長期銀行借款 

借款銀行  借款用途  借款種類  還款條件  104年7月31日  103年7月31日 

合作金庫  興建綜合大樓  信用借款  自88年10月起分32期，

平均償還至104年3月，

年利率103與102學年均

為1.61% 

   $-    $5,500,000 

陽信商銀  興建資訊館  信用借款  自90年10月起分32期，

平均償還至106年5月，

年利率103與102學年均

為1.55% 

   2,500,000    3,750,000 

台灣中小企銀  取得長庚段土地  信用借款  自96年10月起分32期，

平均償還至 112 年 10

月，年利率103與102學

年均為1.52% 

   67,500,000    101,250,000 

三信商銀  興建資訊館  信用借款  自102年7月起分8期，

平均償還至106年7月，

年利率103與102學年均

為1.50% 

   22,500,000    33,750,000 

台灣中小企銀  興建生活創意大樓  信用借款  自102年6月起分12期，

平均償還至108年6月，

年利率103與102學年均

為1.52% 

   63,000,000    81,000,000 

台灣中小企銀  興建生活創意大樓  信用借款  自104年5月起分12期，

平均償還至108年6月，

年利率103學年為1.52% 

   113,750,000    - 

小計          269,250,000    225,250,000 

減：轉列短期債務       (96,750,000)   (69,750,000) 

合計      $172,500,000  $155,500,000 

(1)興建綜合大樓之貸款，依教育部 82.7.20台(82)技字第 040626號函核備。 

(2)興建資訊館之貸款，分別依教育部 85.9.21台(85)技(二)字第 85516372號函及 86.2.12

台(86)技(二)字第 85117961號函核備。 

(3)取得長庚段土地，依教育部 94.2.14台(94)技(二)字第 0940016606號函核備。 

(4)上述銀行借款關係人提供擔保情形，請詳附註五。 

 

9.權益基金及累積餘絀 

(1)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計算如下： 

項  目  104年7月31日  103年7月31日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   $292,448,752    $159,306,600  

其他權益基金   2,953,192,777    2,991,482,973  

合計   $3,245,641,529    $3,150,78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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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賸餘款權益基金 

自民國97學年度起係依私立學校法第46條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

計算賸餘款。 

項  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期初金額   $159,306,600    $105,445,178  

累積餘絀結轉   133,142,152    53,861,422  

期末餘額   $292,448,752    $159,306,600  

b.其他權益基金 

自民國 101 學年度起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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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其他權益基金，其他權益基金指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其計

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於每學

年度決算時由累積餘絀轉入。 

項  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期初金額    $2,991,482,973     $2,566,978,083  

(結轉累積餘絀)累積餘絀結轉   (38,290,196 )   424,504,890  

期末餘額   $2,953,192,777    $2,991,482,973   

(2)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依期末特種基金及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餘額認列如下： 

項  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特種基金期初餘額    $1,340,047     $1,322,953  

特種基金孳息   17,149    17,094  

小計   1,357,196     1,340,047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期初餘額   (1,340,047 )   (1,322,953 ) 

累積餘絀結轉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17,149    $17,094   

(3)累積餘絀之變動如下： 

項  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期初金額    $585,503,773     $813,866,360  

(結轉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17,149 )    (17,094 ) 

(結轉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94,851,956 )   (478,366,312 ) 

上學年度結餘   259,592,114    250,020,819  

期末餘額    $750,226,782     $585,503,773  

 

10.退撫基金 

本校遵照教育部相關規定，按學費比例提撥退撫基金存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

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私立退撫基金)，民國 103及 102學年度提撥金額

分別為 38,886,360 元及 35,637,628 元，列入收支餘絀表之經常門支出「行政管理支

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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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得稅及保留款 

依照行政院頒訂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稅

標準)規定，學校每年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

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保留者，不在此限。本校歷

年均符合前述標準。本校截至民國 102學年度止之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業經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 

 

12.學雜費收入 

項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學費收入  $1,210,170,095   $1,180,687,899  

雜費收入    217,669,195     213,334,182  

實習實驗費收入  24,386,860   23,680,830  

合    計  $1,452,226,150   $1,417,702,911  

 

13.補助及受贈收入 

項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補助收入  $322,385,934   $274,760,552  

受贈收入  6,250,106    5,989,048  

合    計  $328,636,040   $280,749,600  

 

14.行政管理支出 

項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人事費  $170,147,988   $154,395,218  

業務費  65,923,164   60,231,866  

維護費  7,630,590   10,017,968  

退休撫卹費  5,518,583   5,345,645  

折舊及攤銷  38,268,772   48,619,629  

合    計  $287,489,097   $278,610,326  

 

15.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項目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人事費  $828,562,457   $817,943,367  

業務費  243,227,912   247,356,210  

維護費  19,101,350   9,982,551  

退休撫卹費  33,367,777   31,007,231  

折舊及攤銷  225,028,225   202,436,172  

合    計  $1,349,287,721   $1,308,72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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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姓名  職稱  薪資  出席及交通費  薪資  出席及交通費 

A  董事長   $1,260,000         $-   $1,260,000         $- 
B  董事  600,000            -  1,200,000            - 
C  董事  1,200,000            -  1,200,000            - 
D  董事  1,026,667            -  1,191,001            - 
E  董事  1,200,000            -  1,200,000            - 
F  董事  1,200,000            -  1,200,000            - 
G  董事  1,200,000            -  1,200,000            - 
H  董事  219,355            -            -            - 
I  董事            -  105,000            -  105,300 

J  董事            -  105,000            -  120,000 

K  董事            -  105,000            -  120,000 

L  董事            -  60,000            -  105,000 

M  董事            -  105,000            -  120,000 

N  董事            -  105,000            -  105,000 

O  董事            -  105,000            -  120,000 

P  董事            -  105,000            -  120,000 

Q  董事            -  30,000            -            - 
R  監察人  1,092,000            -  1,092,000            - 

合計     $8,998,022  $825,000   $9,543,001  $915,300 

五、關係人交易 

1.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校關係  

鄭林雪娥  董事長 

龔瑞璋  本校校長 

李偉山  本校副校長 

2.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 

關係人為本校借款保證人如下： 

關係人名稱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鄭林雪娥、龔瑞璋、李偉山  $269,250,000  $225,250,000 

六、質抵押之資產 

截至民國 104年及 103年 7月 31日止，本校計有下列資產提供予產學合作廠商作為履約之

保證。 

項目  104年 7月 31日  103年 7月 31日  質抵押用途 

存出保證金       $16,078,064      $19,769,021  履約保證                                                                                                                                                                                                                                                                                                                                                          

七、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無。 

八、重大期後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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