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臺北基督學院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07 及 106 學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一、組織沿革  

臺北基督學院 (以下簡稱本校 )原名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美國基督教効力會臺

北基督學院，係於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奉教育部核准設立，並於民國 102 年 9

月 25 日更名為臺北基督學院。本校設有博雅學系及大傳、英文及音樂等三種主

修。截至民國 108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教職員人數為 43 人。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 108 年 11 月 16 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會計政策變動  

無。  

四、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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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及其解釋編製，會計基礎採應計基礎，主要會計政策總說明如下：  

(一 )遵循聲明  

民國 107 學年度財務報表係依據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之首份財

務報表。民國 106 學年度財務報表係依據先前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並已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相關分類規定，作適當之重分類，請詳

附註十之說明。  

(二 )會計年度  

自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以學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

為其年度名稱。  

(三 )編製基礎  

本財務報表係按歷史成本編製。  

(四 )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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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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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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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本校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五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包含使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達於可用狀態及地點所支付之所有款項，上開資產之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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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相關支出，列為修護費用。可延長資產耐用年限、

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等支出，予以資本化。  

2.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出售價值高於帳面價值者、收益列入「財產交易賸餘」

項目；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值者，短絀列入「財產交易短絀」項目。已無

使用價值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經核准報廢，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依

直線法提列折舊者，將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成本與累計折舊項目沖銷，如

有殘值，轉列「財產交易短絀」項目；依報廢法提列折舊者，將成本轉列

為「折舊及攤銷」項目。適用不予提折舊項目者，將成本轉列為「財產交

易短絀」項目。  

3.除圖書及博物外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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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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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主要設備之耐用年數如下：機械儀器及設備耐用年限為 3～ 5 年，其他設

備耐用年限為 3～ 10 年。  

(六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主要係電腦軟體，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並按其估計效益年數採

直線法攤銷，攤銷年限為 2～ 5 年。  

(七 )退休金計劃  

1.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本校訂有教職退休撫卹辦法，每學期按

學費收入之 3%將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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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運用與管理。本校教職員退休時，退

休金由該私校退撫基金支付，倘有不足，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支付。  

2.本校依「財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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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教職員本 (年功 )薪加一倍 12%之費率，以教職員撥繳 35%、學校儲金準

備專戶撥繳 26%、私立學校撥繳 6.5%及學校主管機關撥繳 32.5%之比例按

月共同提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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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校依退休金依應計基礎將應提撥之退休基金數額認列為當期之退休金

成本。  

(八 )權益基金及餘絀  

1.權益基金包括私立學校法第 36 條及第 38 條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之財產總

額、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撥入之基金暨收受政府機關之補助或國內外機關

團體及個人之捐助經指定用途者。  

2.「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經一定程序撥充之基

金，以作為特定目的使用。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該基金期末餘額係依「特種基金」項目辦理決算之餘額認列。  

3.「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中之「賸餘款權益基金」係依照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規定應於接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同意備查年度決算後一個月內，依

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 1 月 20 日所訂定「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

算原則」之規定，於年度決算後所計算之累積賸餘款為「未指定用途權益

基金－賸餘款權益基金」之餘額，若其累積賸餘款不足而需仰賴以後年度

剩餘彌補收支不足數，則將不足之賸餘款自「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賸餘

款權益基金」轉列至「累積餘絀」項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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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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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5.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支出項目結轉至「累積餘絀」項下。  

(九 )收入及成本與費用認列  

學雜費收入於學生註冊完成時承認，補助及捐贈收入於收迄款項時認列收

入，其餘收入於可實現時入帳，支出則依應計基礎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費用。 

(十 )所得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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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所得稅之會計處理採跨期間與同期間之所得稅分攤，以前年度溢低估之

所得稅，列為當期所得稅費用之調整項目。  

(十一 )政府補助  

政府補助於可合理確信本校將遵循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且將可收到

該項補助時，按公允價值認列。若政府補助之性質係補償本校發生之費用，

則在相關費用發生期間依有系統之基礎將政府補助認列為當期損益。  

(十二 )兩年度會計政策之主要差異  

本校民國 107 學年度及 106 學年度會計政策之差異請詳附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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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校編製本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依據資產負債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來事件

之合理預期，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所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際

結果存有差異，將考量歷史經驗及其他因子持續評估及調整。該等估計及假設

具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會計年度重大調整之風險。經評估本校並

無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情形。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銀行存款  

 

 

(二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08 年 7 月 31 日 107 年 7 月 31 日

現金 36,180$              40,444$              

活期存款及支票存款 16,110,631           17,456,952           

定期存款 25,000,000           20,000,000           

合計 41,146,811$          37,497,396$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金額

成本

 機械儀器及設備 4,202,841$    914,809$      418,772)($      4,698,878$    

 圖書及博物 2,853,236     614,621       -             3,467,857     

 其他設備 4,877,633     1,424,252     903,985)(       5,397,900     

11,933,710    2,953,682     1,322,757)(     13,564,635    

累計折舊

 機械儀器及設備 1,690,285)(     1,018,348)(     418,772       2,289,861)(     

 其他設備 2,139,728)(     995,450)(       903,985       2,231,193)(     

3,830,013)(     2,013,798)($    1,322,757$    4,521,054)(     

8,103,697$    9,043,581$    

107      學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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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形資產  

 

 

(四 )退休金  

1.本校依據「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於民國 107 及 106 學年度提撥

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之

退休金分別為＄ 688,718 及＄ 749,233。  

2.本校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訂有確定提撥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本國籍

之員工。本校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所訂之勞工退休金制度

部份，每月按薪資之 6%~10%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帳戶，員

工退休金之支付依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及累積收益之金額採月退休金

或一次退休金方式領取。本校民國 107 及 106 學年度依上開退休金辦法

認列之退休金成本分別為 $1,079,145 及 $940,460。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金額

成本

 機械儀器及設備 4,672,414$    774,200$      1,243,773)($    4,202,841$    

 圖書及博物 2,209,359     643,877       -             2,853,236     

 其他設備 4,616,229     630,153       368,749)(       4,877,633     

11,498,002    2,048,230     1,612,522)(     11,933,710    

累計折舊

 機械儀器及設備 1,856,733)(     1,077,325)(     1,243,773     1,690,285)(     

 其他設備 1,567,623)(     940,854)(       368,749       2,139,728)(     

3,424,356)(     2,018,179)($    1,612,522$    3,830,013)(     

8,073,646$    8,103,697$    

106      學      年      度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金額

成本

 電腦軟體 3,038,698$    409,890$      401,000)($    3,047,588$    

累計攤銷

 電腦軟體 1,744,989)(     592,158)($      401,000$    1,936,147)(     

1,293,709$    1,111,441$    

107      學      年      度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金額

成本

 電腦軟體 3,594,418$    69,490$       625,210)($    3,038,698$    

累計攤銷

 電腦軟體 1,753,457)(     616,742)($      625,210$    1,744,989)(     

1,840,961$    1,293,709$    

106      學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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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權益基金及餘絀  

1.本校奉教育部核准立案完成後，由財團法人新北市美國基督教効力會撥

充 $50,000,000 作為設校基金，帳列「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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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學

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

資及流用辦法」及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 1 月 20 日公佈「私立專科以上學

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之規定，分別於民國 107 及 106 學年度將賸餘款

不足數 $185,824 及 $5,455,751 自「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

金」轉列至「累積賸餘」項目。截至民國 108 年 7 月 31 日及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止，「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餘額分別為

$33,235,066 及 $33,420,890，其他權益基金皆為 $0。民國 107 及 106 學

年度權益基金及餘絀變動明細如下：  

 

 

註 1： 106 學年度之決算經接獲教育部備查後轉列之。  

註 2： 105 學年度之決算經接獲教育部備查後轉列之。  

(六 )所得稅  

本校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暨行政院發布之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之規定。  

指定用途 賸餘款 其他
權益基金 權益基金(註1)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合計

期初餘額 50,000,000$ 33,420,890$  -$        11,156,386$ 94,577,276$ 

本學年度餘絀 -           -            -         2,572,669   2,572,669   

本學年度決算時轉列 -           185,824)(      -         185,824     -           

期末餘額 50,000,000$ 33,235,066$  -$        13,914,879$ 97,149,945$ 

107 學 年 度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指定用途 賸餘款 其他

權益基金 權益基金(註2)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合計

期初餘額 50,000,000$  38,876,641$  -$        3,683,366$  92,560,007$  

本學年度餘絀 -            -            -         2,017,269   2,017,269    

本學年度決算時轉列 -            5,455,751)(    -         5,455,751   -            

期末餘額 50,000,000$  33,420,890$  -$        11,156,386$ 94,577,276$  

106 學 年 度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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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用人、折舊及攤銷費用  

 

 

(八 )現金流量補充資訊  

1.  僅有部分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活動：  

 

2.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七、關係人交易  

(一 )主要關係人名稱及其關係  

 

(二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  受贈收入  

 

 

性質別 107 學 年 度 106 學 年 度

用人費用

  薪資費用 32,235,894$          34,178,788$          

  公勞健保費用 2,961,505            2,095,564            

  退休撫卹費用 1,767,863            1,689,693            

  其他用人費用 95,900               -                    

折舊費用 2,013,798            2,018,179            

攤銷費用 592,158              616,742              

107學年度 106學年度

支付現金購入不動產、房屋

及設備及無形資產

購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2,953,682$           2,048,230$           

購置無形資產 409,890              69,490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67,883               709,215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 469,693)(              67,883)(               

本期支付現金數 2,961,762$           2,759,052$           

107學年度 106學年度

上年度賸餘款自權益基金轉

回累積餘絀數 185,824)($             5,455,751)($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校  之  關  係

財團法人新北市美國基督教効力會(効力會) 本校之設校法人

107學年度 106學年度

效力會 8,098,916$           9,59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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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應付款 (表列應付款項 ) 

 

截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帳列其他應付款主係效力會代墊本校 107 學年

度健保與勞保費。  

截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帳列其他應付款主係效力會代墊本校 106 學年

度電費及電話費。  

3.  其他  

效力會無償提供本校使用效力會所持有淡水鎮關渡段地號 803、 805 及

竹圍段地號 977 等數筆土地，及該等土地上 2 棟專供本校使用之建築物

(行政大樓及賈嘉美紀念館 )，其餘之建築物由效力會及本校共同使用，

並以支援本校教育用途為優先。  

(三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全學年度薪酬資訊  

 

 

出席費明細如下：  

 

八、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無此情形。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情形。  

十、首次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本財務報表係本校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所編製之首份財務報表，於編制民國 106

學年度財務報表時，係依照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但業已依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之相關規定重分類，相關重分類說明如下：  

佔該項目 佔該項目

金        額 比   例 金        額 比   例

効力會 101,775$     3       149,614$     7       

108年7月31日 107年7月31日

107學年度 106學年度

出席費 12,000$              6,000$               

107學年度 106學年度

孫寶年 3,000$               3,000$               

葉維輝 3,000                3,000                

林茂安 3,000                -                    

蔡亞平 3,000                -                    

12,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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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衡表之重大重分類調整  

 

上述重分類調節原因說明如下：  

(1)依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凡學校歷年累積之賸餘，未轉列權益基金者，

或歷年累積之短絀，未經填補者皆屬「累積餘絀」，凡學校本期賸餘或短

絀者屬「本期餘絀」；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凡學校截至本期累積之餘絀

或累積之短絀，與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等屬「累積餘絀」，本校

因此於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調增「累積餘絀」$2,017,269，並調減「本

期餘絀」 $2,017,269。  

(二 )收支餘絀表之重大重分類調整  

自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對本校之收支餘絀表

並無重大影響。  

(三 )現金流量表之重大重分類調整  

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本校將利息收入及

收取利息於現金流量表單獨揭露，並不影響各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流出 )。  

(四 )現金收支概況表之重大重分類調整  

自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對本校之現金收支概

況表並無重大影響。  

十一、其  他  

舉債指數計算表  

 先前一般  企業會計

平衡表項目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準則公報  說明

餘絀

  累積餘絀  $  9,139,117  $  2,017,269  $ 11,156,386 (1)

　本期餘絀     2,017,269 (   2,017,26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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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一、貨幣性負債

   (一)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                           
   (二)短期債券 -                            
   (三)應付款項 3,199,297
   (四)代收款項 3,575,499
   (五)其他借款 -                            

   (六)長期銀行借款 -                            
   (七)長期應付款項 -                            
   (八)其他長期借款 -                            
   (九)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                            
   (十)存入保證金 500

貨幣性負債小計(A) 6,775,296
二、貨幣性資產

   (一)現金 36,180
   (二)銀行存款 41,110,631
   (三)流動金融資產 -                            
   (四)應收款項 778,219
   (五)採權益法之投資 -                            

   (六)非流動金融資產 -                            
   (七)長期應收款項 -                            
   (八)特種基金 50,000,000
   (九)投資基金 -                            
   (十)存出保證金 -                            

貨幣性資產小計(B) 91,925,030
三、借款淨額(C=A-B) -85,149,734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2,832,583

五、舉債指數 C / D  (取小數點二位) 0

舉債指數計算表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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