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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守 耕 公 益 基 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依據： 

（一） 莊守耕公益基金捐助及組織章程（附錄一）。 

（二） 莊守耕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莊守耕獎學金簡則（附

錄二）。 

（三） 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僑民學校輔助

金要點（附錄三）。 

（四）依 89年 4月 6 日修正通過之莊守耕獎學金簡則，有

關僑生獎學金申請手續、名單核定及頒獎等相關事

項委由管理委員會彙辦。 

二、 設立目的： 

菲律賓三己兄弟煙草公司於創業 20 週年之際（民國 58

年 12 月），以該公司莊董事長材美先翁莊守耕先生之

名，捐獻新臺幣 500 萬元，定名為「莊守耕公益基金」，

以基金孳息辦理國內公益事業。沿用 30年後，因時空

環境變遷及利率降低，爰於 89年修訂組織章程及獎學

金簡則，原則以不得低於孳息 2/3 辦理僑生獎學金，另

1/3 作為貧困歸僑補助之用。 

三、 組織概況： 

（一） 依據莊守耕公益基金捐助及組織章程，為妥善管理

及運用基金孳息，得設管理委員會，會址設於僑務

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本會委

員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 1 人，由本會委員長指定

副委員長兼任之；委員 5 人，除請菲律賓三己兄弟

煙草公司推派 1 人代表擔任外，並由本會僑民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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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僑教處處長、僑生處處長及主計室主任兼任之；

為處理日常事務置秘書 1 人，由主任委員指定之，

均為無給職。 

（二） 復依前述章程有關僑生獎學金，另訂莊守耕公益基

金管理委員會莊守耕獎學金簡則，該簡則規定有關

僑生獎學金業務，授權本會處理。本會依據「僑務

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僑民學校輔助金要

點」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之。另有關貧困歸僑

補助，授權本會全權處理。 

（三） 有關僑生獎學金部分，本會設有管理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 1 人，由本會委員長指定副委員長兼任之，

委員 10 人（其中 1 位委員兼執行秘書），由本會就

社會熱心人士及僑務有關人員分別聘任之，任期 3

年，期滿得續聘。另置會計 1 人及幹事 3 人，負責

辦理相關事宜。本管理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職。 

貳、 業務（工作）計畫之執行成果 

一、 計畫名稱：僑務委員會辦理莊守耕公益基金核發計畫。 

二、 公益基金執行相關事宜： 

（一）計畫內容： 

1. 僑生獎學金：原則以不得低於孳息 2/3 作為核發僑生

獎學金，並復依本獎學金簡則規定，相關獎學金事

項委由本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彙辦，以嘉惠在臺

就學優秀僑生。 

2. 貧困歸僑補助：以孳息 1/3作為補助款項，辦理核發

貧困歸僑之補助，協助渠等渡過難關。 

（二）執行情形： 

1. 僑生獎學金核發情形： 

（1）108 年度僑生獎學金併本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

金辦理，1 月函告全國各大專院校獎助學金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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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請資格，並請學校周知僑生同學，截至 3 月

11 日止，共計 102 所大專院校 1,731 人提出申請，

經初審符合申請資格者 1,670人。 

（2）108 年 4 月復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逐案複審，

經審核後共計核發 2 名，每名獎助學金新臺幣

7,000 元，總計核發新臺幣 1萬 4,000 元。 

（3）108 年 5 月將獲獎名單函知各校並請其代為頒發

獎狀與獎金。另將名單公布於本會網站。 

2. 貧困歸僑之補助：108年度未接獲申請補助案件。 

（三）執行效益：本年度公益基金核發計畫不僅充分發揮

捐贈人捐贈意旨，鼓勵僑生戮力向學，並藉此吸引

更多優秀僑生回國就學，落實高等教育輸出計畫之

政策目標。 

參、 決算概要 

一、 收支餘絀實況 

（一） 利息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2萬 3,000 元，決算數 2萬

4,500 元，較預算數增加 1,500元，增加 6.52％。 

（二） 捐贈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0元，決算數 2,500元，主

要係為鼓勵學生積極向學，本公益基金捐款單位菲

律賓三己兄弟煙草公司續捐贈挹注，致捐贈收入增

加。 

（三） 獎學金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2 萬 8,000 元，決算數 1

萬 4,000 元，較預算數減少 1 萬 4,000 元，減少 50

％，係因銀行利率下降孳息不足，近年係以累積賸

餘填補短絀，爰減少獎學金發放數額以符現況。 

（四） 本期餘絀：本年度預算數短絀 5,000 元，決算數賸餘

1 萬 3,000 元，較預算數減少短絀 1 萬 8,000 元，減

少 360％。 

二、 餘絀撥補實況：本期賸餘 1萬 3,000 元，加計前期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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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賸餘 4 萬 5,012.24 元，合共 5 萬 8,012.24 元列入本

年度未分配賸餘。 

三、 現金流量實況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本年度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

入決算數 1萬 3,000 元。 

（二） 本年度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 萬 4,595.24 元，加計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 萬 3,000 元，合計期末現金

及約當現金為 3萬 7,595.24元。 

四、 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總額本年度決算數 505 萬 8,012.24 元，包括流

動資產 5 萬 8,012.24 元（含現金 3 萬 7,595.24 元，

應收利息收入 2萬 417元），準備金 500萬元。資產

總額較上年度決算數 504 萬 5,012.24 元增加 1 萬

3,000 元。 

（二） 淨值本年度決算數 505 萬 8,012.24 元，包括基金 500

萬元，累積餘絀 5 萬 8,012.24 元。淨值總額較上年

度決算數 504 萬 5,012.24元增加 1 萬 3,000元。 

 



 

 

 
 

主   要   表 

 



金額
（1）

％ 金額
（2）

％ 金額
（3）=（2）-（1）

％
（4）=（3）/（1）

*100

金額 ％

總收入 23,000 100.00 27,000 100.00 4,000 17.39 27,000 100.00

利息收入 23,000 100.00 24,500 90.74 1,500 6.52 24,500 90.74

捐贈收入 2,500 9.26 2,500 2,500 9.26

總支出 28,000 121.74 14,000 51.85 -14,000 50.00 28,000 103.70

獎學金支出 28,000 121.74 14,000 51.85 -14,000 50.00 28,000 103.70

本期賸餘(短絀) -5,000 -21.74 13,000 48.15 18,000 360.00 -1,000 -3.70

莊守耕公益基金

收支餘絀決算表

上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減 (－)

5



金額
（1）

％ 金額
（2）

％ 金額
（3）=（2）-（1）

％ 金　額 ％

賸餘之部 41,000.00 100.00 58,012.24 100.00 17,012.24 41.49 46,012.24 100.00

本期賸餘 13,000.00 22.41 13,000.00

前期未分配賸餘 41,000.00 100.00 45,012.24 77.59 4,012.24 9.79 46,012.24 100.00

分配之部 5,000.00 12.20 -5,000.00 100.00 1,000.00 2.17

填補累積短絀 5,000.00 12.20 -5,000.00 100.00 1,000.00 2.17

未分配賸餘 36,000.00 87.80 58,012.24 100.00 22,012.24 61.15 45,012.24 97.83

短絀之部 5,000.00 100.00 -5,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本期短絀 5,000.00 100.00 -5,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填補之部 5,000.00 100.00 -5,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撥用賸餘 5,000.00 100.00 -5,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待填補之短絀

上年度決算數本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

莊守耕公益基金

餘絀撥補決算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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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3）=（2）-（1）

％
（4）=（3）/（1）

*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5,000.00 13,000.00 18,000.00 360.00

  利息股利之調整 -23,000.00 -24,500.00 -1,500.00 6.52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短絀） -28,000.00 -11,500.00 16,500.00 58.93

 調整非現金項目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28,000.00 -11,500.00 16,500.00 58.93

  收取利息 23,000.00 24,500.00 1,500.00 6.52

  收取股利

  支付利息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000.00 13,000.00 18,000.00 36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5,000.00 13,000.00 18,000.00 360.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2,000.00 24,595.24 2,595.24 11.8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7,000.00 37,595.24 20,595.24 121.15

莊守耕公益基金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比較增減 (－)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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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3）=（1）-（2）

％
（4）=（3）/（2）*100

資　　　產 5,058,012.24 5,045,012.24 13,000.00 0.26

流動資產 58,012.24 45,012.24 13,000.00 28.88

現金 37,595.24 24,595.24 13,000.00 52.86

活期存款 37,595.24 24,595.24 13,000.00 52.86

應收利息收入 20,417.00 20,417.00 0.00 0.00

準備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其他準備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資 產 合 計 5,058,012.24 5,045,012.24 13,000.00 0.26

淨　　　值 5,058,012.24 5,045,012.24 13,000.00 0.26

基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基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基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累積餘絀 58,012.24 45,012.24 13,000.00 28.88

累積賸餘 58,012.24 45,012.24 13,000.00 28.88

累積賸餘 58,012.24 45,012.24 13,000.00 28.88

淨 值 合 計 5,058,012.24 5,045,012.24 13,000.00 0.26

負債及淨值合計 5,058,012.24 5,045,012.24 13,000.00 0.26

莊守耕公益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科　　目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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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利息收入                23,000              24,500 1,500 6.52

合　　　計                23,000              24,500 1,500 6.52

莊守耕公益基金

利息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

科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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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捐贈收入                2,500 2,500

合　　　計                2,500               2,500

為鼓勵學生積極向

學，本公益基金捐

款單位菲律賓三己

兄弟煙草公司續捐

贈挹注，致捐贈收

入增加。

莊守耕公益基金

捐贈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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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獎學金支出                 28,000             14,000 -14,000 50.00

合　　　計                 28,000             14,000 -14,000 50.00

因銀行利率下降

孳息不足，近年

係以累積賸餘填

補短絀，爰減少

獎學金發放數額

以符現況。

莊守耕公益基金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

科     目 說     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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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單位：人

主任委員                            1 1 0

副主任委員 1 1 0

委員 5 5 0

秘書 1 1 0

    合　　　計                            8                            8 0

莊守耕公益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職類（稱） 說     明

比較增減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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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0 0 0

    合　　　計 0 0 0

本管理委員會成員均為

無給職。

莊守耕公益基金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科     目 說     明

比較增減 (－)

（3）=（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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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守耕公益基金捐助及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六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三十日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基金以照顧清寒優秀僑生及貧困歸僑為宗旨，定名為「莊守耕公益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本基金會址設在僑務委員會。 

第三條：本基金辦理下列各項業務： 

（一） 辦理清寒優秀大專僑生獎學金。 

（二） 辦理貧困歸僑之補助：主要對象為安養於老人院、孤兒院及住院

之貧困歸僑醫療補助費。 

第四條：本基金共新臺幣五百萬元整，由菲律賓華商三己兄弟煙草公司捐助。 

前項基金以定期優利存款，儲存於信譽卓著之公（民）營金融機構，其

每年孳息，依前條所列之規定辦理獎（助）工作。 

第五條：為照顧清寒優秀大專僑生，獎學金數額每年以孳息多寡而定，原則以不

得低於孳息之三分之二為標準。 

前項獎學金頒給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安養於老人院、孤兒院及住院之貧困歸僑醫療補助費，授權僑務委員會

全權處理轉發補助，並定期將績效送管理委員會備查。 

第七條：本基金為妥善管理及運用基金孳息，得設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指

定副委員長兼任之；委員五人，除請菲律賓三己兄弟煙草公司推派一人

代表擔任外，並由僑務委員會僑民處處長、僑教處處長、僑生處處長及

主計室主任兼任之；為處理日常事務置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之，

均為無給職。 

第八條：本基金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

能出席會議時，應指定副主任委員代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九條：本基金不得動用本金，至其基金孳息不得移供第三條所定業務以外之用

途。 

第十條：本基金係永久性質，如因故解散時，其基金及剩餘孳息全部捐與主業務

所在地與僑務有關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機構。 

第十一條：本章程經莊守耕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施行之，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錄一 



16 

莊守耕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莊守耕獎學金簡則 

中華民國 89年 4月 6日修正通過 

 

莊守耕公益基金，為紀念僑胞莊守耕先生生前熱心教育，沿自 89學年

度起，每年原則上從基金孳息撥出三分之二充作學生獎學金，其頒給辦法

如下： 

一、名稱：莊守耕獎學金。 

二、名額：依每年孳息，授權主任委員核定之。 

三、金額：每名獎學金為新臺幣 7,000元正。 

四、獎助對象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就讀公私立大專院校（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以上）在學僑生。 

（二）學業成績上學年平均在 75 分以上（各科均須及格），操行成績全

學年列甲等者。 

（三）申請之學年度未獲得僑務委員會其他獎助學金者。 

（四）符合前項資格者，以家境較清寒者優先。 

五、申請日期：函請學校公布 

六、申請手續：填寫申請書連同上學年學行成績單送交學校於限期內核轉

僑務委員會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彙辦，逾期不予受理。 

七、獎學金頒獎：本獎學金得獎名單核定後，由僑務委員會定期集中頒獎。 

八、本獎學金簡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僑務委員會修正之。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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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僑民學校輔助金要點 

中華民國 61年 11月僑務委員會核准公告實施 
中華民國 68年 4月 19日僑務委員會核定修正 

中華民國 90年 8月 17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03030735-1號函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中華民國 92年 5月 27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230227591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16點 
中華民國 96年 7月 20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630236261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6點 

中華民國 97年 8月 13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730288601號令修正發布第 1點及第 4點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6日僑務委員會僑生聯字第 1030501063號令修正發布第 6點及第 8點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0日僑務委員會僑生聯字第 10705009311號令修正發布第 1點及第 9點 

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22日僑務委員會僑生聯字第 1070502164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僑
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僑民學校輔助金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7日僑務委員會僑生聯字第 10805003951號令修正發布第 13點 

一、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受理僑民團體、熱心僑胞及社會人士捐贈作

育優秀在學僑生之獎助學金（以下簡稱獎助學金）與協助資源匱乏之僑民學

校充實師資等相關項目之輔助金（以下簡稱輔助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助學金及輔助金之核發，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依個別獎

助學金申請須知或輔助金相關規定辦理。 

三、凡海外僑胞或國內人士欲以其個人名義或依遺囑之遺產以專款方式捐贈獎

助學金或輔助金以為紀念，或僑社團體企業機構籌撥專款作為獎助學金或輔

助金者，均可依本要點之規定向本會表示捐贈。 

四、獎助學金以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在學僑生為獎助對象： 

（一）就讀國內大專以上校院。 

（二）品學兼優。 

（三）該學年度未獲得本會其他獎助學金。 

本獎助學金之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留級、重讀、延畢

及研究所一年級在學僑生均不得請領。 

捐贈人得增訂獎助對象之資格條件，但該學年度如無符合增訂資格條件之僑

生時，本會得依前項規定核發給其他僑生。 

五、第一點所稱僑民學校，指經本會立案或依「僑民學校聯繫輔助要點」備查，

並積極配合政府僑教政策者。 

輔助金之核發，由本會視海外僑教現況，研提相關計畫送管理委員會審查。 

六、獎助學金捐贈及動用方式如下： 

（一）一次捐贈基金，每年以其孳息所得為獎助學金。 

（二）一次捐贈基金，每年以其本金或本金併同孳息所得為獎助學金。 

（三）一次捐贈基金，以其本金為獎助學金，於單次發放完畢。 

（四）按年捐贈獎助學金並指定獎助名額。 

輔助金捐贈及動用方式為一次或按年捐贈基金，以其本金為輔助金，於年度

內一次或多次發放。輔助金基金發放後若有結餘，併入下年度統籌運用。 

七、獎助學金及輔助金之名稱，由捐贈人自行定名，捐贈人未定名者，由本會代

為決定。 

八、捐贈之獎助學金及輔助金款項，應於銀行開立基金專戶存放，並於本會列帳

備查。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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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獎助學基金發放後，若有不足核發一名之餘額者，經捐贈人同意，由本會就

該餘額統籌設置綜合性獎助學基金逕為核發。 

按年捐贈獎助學金並指定獎助名額者，每年頒發獎助學金，其間之孳息併入

綜合性獎助學基金。 

十、本會受理捐贈獎助學金或輔助金，對捐贈人依僑民熱心公益自動捐獻輔助要

點輔助之。 

十一、 本會受理捐贈獎助學金及輔助金，應設置獎助學金及輔助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十二、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獎助學金及輔助金來源之籌集事項。 

（二）關於獎助學金及輔助金運用之規劃事項。 

（三）關於獎助學金及輔助金之保管存放及其孳息運用事項。 

（四）關於申請獎助學金之審核事項。 

（五）關於輔助金運用之審核事項。 

（六）關於獎助學金及輔助金捐贈提請輔助事項。 

（七）其他有關獎助學金及輔助金之管理事項。 

十三、 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委員長指定副委員長兼任之，委員十

人至十五人，由本會就社會熱心人士及僑務有關人員分別聘任之，任期三

年，期滿得續聘；均為無給職。 

前項管理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十四、 管理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會計一人，幹事二人或三人辦理獎助學金及

輔助金事務，均由本會指定有關人員兼任之。 

十五、 管理委員會每年開會一次，處理第十二點各款事項。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十六、 獎助學金之發放，每學年度辦理一次，其名額及金額，由管理委員會審查

核定之。 

輔助金之發放對象、金額等事項，由管理委員會審查核定之。 

十七、 獎助學金及輔助金捐贈人得請求本會，依第六點規定變更捐款之動用方式、

告知收支帳目或獲獎助、輔助名單。 

 



莊守耕公益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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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次 內        容 

 一、 通案決議部分： 通案決議均未涉及本信託基金業務。 

 

 

 二、 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08年度本信託基金預算審議結果，照

案通過。 

 

 

 

附錄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