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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 

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年度 

 

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依據： 

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

校師資輔助金要點（原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

學金要點於 107年 8 月 22日修正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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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5 月 26 日名稱修正為「僑務委員會受

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要

點」；110年 9 月 30 日名稱再修正為「僑務委員會受理

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要

點」）。 

二、 設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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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助艱困地區之僑民學校充實

師資及加強僑民學校退休撫卹機制建立等相關項目之

輔助金。 

三、 組織概況： 

（一）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二）本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僑務委員會（以

下稱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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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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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業務（工作）計畫之執行成果 

一、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一）計畫名稱：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核發

計畫。 

（二）執行成果： 

1. 計畫內容：接受各界捐贈獎助學金，依捐贈人意願

設定獎助條件，並依「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

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要點」辦

理，以嘉惠優秀在學僑生。每年由管理委員會召開

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核定獲獎僑生名單、公告核發獎

助學金情形及辦理核銷，並通知捐贈人當年核發情

形。 

2. 執行情形： 

(1)110 年 2 月函告全國各大專院校獎助學金名額及

申請資格，並請學校周知僑生同學，截至 3 月 3

日止，共計 112所大專院校 1,806 人提出申請，經

初審符合申請資格者 1,667 人；110 年 4 月復由管

理委員會召開會議逐案複審，經審查核發 390名，

每名獎助學金新臺幣 5,000 元至 3 萬 6,000 元不

等，核發金額新臺幣 428 萬 9,500 元。110 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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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3 月柬埔寨地區葉僑務委員詩卉捐贈「僑務

委員會傑出應屆畢業僑生委員長獎」新臺幣 100

萬元，予 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優秀僑生，經各校

推薦傑出應屆畢業僑生名冊，110年 5 月邀請專家

學者組成評選會，擇優評選 20 位獲獎學生，每名

獎學金新臺幣 5萬元，核發金額新臺幣 100 萬元。 

(3)110 年 3 月美國休士頓地區王僑務諮詢委員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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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新臺幣 30萬元，捐助 2名嘉南藥理大學 1年

級僑生新生學雜費及住宿費，110 年 12 月經嘉南

藥理大學獎助學金審核會決議通過，推薦 1 年級

僑生新生 2 名提報本會，依捐贈人意旨於 110 年

12 月核發獎助學金，每名獎助學金新臺幣 6 萬

7,318 元，核發金額新臺幣 13 萬 4,636 元。 

(4)以上合計核發 412 名，總計核發新臺幣 542 萬

4,136 元。 

3. 執行效益：本年度獎助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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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 

（一）計畫名稱：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艱困地區僑校師資

輔助金核發計畫。 

（二）執行成果： 

1. 計畫內容：接受各界捐贈輔助金，依捐款人意願並

依「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

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要點」辦理，補助泰北等艱困

地區僑民學校師資充實專案及僑民學校教師退休撫

卹基金。每年由管理委員會召開輔助金審查會議核

定輔助金之補助名單及金額、公告核發輔助金情形

及辦理核銷。 

2. 執行情形：  

(1)110年 7月將經管理委員會於 109年 9月審查通過

之「僑務委員會受理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

金核發計畫-捐助泰北僑民學校教師退休撫卹基

金」函告駐泰國代表處，並將專案申請條件轉知

泰北地區僑教組織，110 年 9月由駐泰國代表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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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當地僑教組織提具申請資料予本會初審。110

年 11 月復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複審，核定核發

「清邁地區華校聯合會教師退休撫卹基金」

15 萬 5,000美元(約 509 萬 2,470 泰銖 )，折合新

臺幣 431 萬 550 元。110 年 11 月將核發金額函請

駐泰國代表處轉知僑教組織，並公布於本會網站。 

(2)110年 6月駐泰國代表處函送僑民學校依本會 109

年 11 月函告之「僑務委員會受理艱困地區僑民學

校師資輔助金核發計畫-泰北僑民學校師資充實

專案」提具 109年第 2 學期申請資料予本會初審。

110 年 7月復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複審，核定核

發全勤獎學金 9名每人每學期 50美元及成績優良

獎學金 6 名每人每學期 160美元，總計核發 1,410

美元，折合新臺幣 3 萬 9,565元。110 年 7月將獲

獎名單函請駐泰國代表處轉知僑民學校核發獎學

金，並將名單公布於本會網站。 

(3)110 年 12 月駐泰國代表處函送僑民學校依本會

109 年 11 月函告之「僑務委員會受理艱困地區僑

民學校師資輔助金核發計畫-泰北僑民學校師資

充實專案」提具 110 年第 1 學期申請資料予本會

初審。110 年 12 月復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複

審，核定核發全勤獎學金 14 名，每人每學期 50

美元及成績優良獎學金 6 名，每人每學期 160 美

元，總計核發 1,660 美元，折合新臺幣 4 萬 6,165

元。110 年 12 月將獲獎名單函請駐泰國代表處轉

知僑民學校核發獎學金，並將名單公布於本會網

站。 

3. 執行效益：本年度輔助金核發計畫透過補助泰北建

華高中核發簡易師範班學生獎學金，鼓勵簡易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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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學生努力向學，期畢業後至泰北僑民學校任教，

以就地培訓及充實在地師資，逐步根本解決當地師

資不足問題，另並核發泰北當地「清邁地區華校

聯合會教師退休撫卹基金」15 萬 5,000美元作為

基金本金，以協助泰北教師退休撫卹機制建立，使

僑民學校持續發揮華語文教學及文化傳承功能。 

參、 決算概要 

一、 收支餘絀實況 

（一）利息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1萬 8,000元，決算數 11萬

4,539元，較預算數減少 3,461元，減少 2.93％。 

（二）捐贈收入：本年度預算數982萬3,000元，決算數981萬

6,733元，較預算數減少 6,267元，減少 0.06％。 

（三）獎學金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474 萬 2,000元，決算數

542 萬 4,136 元，較預算數增加 68萬 2,136元，增加

14.38％，主要係為發揮基金設立宗旨，鼓勵僑生戮

力向學，以及配合捐贈收入增加，爰提高獎助學金

發放數額。 

（四）輔助金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527 萬 6,000元，決算數

439 萬 6,280 元，較預算數減少 87萬 9,720元，減少

16.67％，主要係因實際申請獎學金人數較預估減

少，另核發捐助泰北僑民學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及

簡易師範班獎學金以臺幣兌換美元之匯率實際較預

估低。 

（五）本期餘絀：本年度預算數短絀 7 萬 7,000元，決算數

賸餘 11萬 856元，較預算數減少短絀 18萬 7,856元，

減少 243.97％。 

二、 餘絀撥補實況：本期賸餘 11 萬 856 元，加計前期未分

配賸餘 36 萬 5,590 元，合共 47 萬 6,446 元列入本年度

未分配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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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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萬 2,834 元。 

（二）本年度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0 萬 8,612 元，加計業

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 萬 2,834 元，合計期末現金

及約當現金為 42萬 1,446元。 

四、 資產負債實況 

（一）資產總額本年度決算數 4,911 萬 8,687元，包括流動

資產 47萬 6,446元（含現金 42萬 1,446元，應收利

息收入 5 萬 5,000 元），準備金 4,864 萬 2,241元。資

產總額較上年度決算數 5,047萬 4,964元減少 135萬

6,277 元。 

（二） 淨值本年度決算數 4,911萬 8,687元，包括基金 4,864

萬 2,241 元，累積餘絀 47 萬 6,446 元。淨值總額較

上年度決算數 5,047萬 4,964元減少 135萬 6,2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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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1）

％ 金額
（2）

％ 金額
（3）=（2）-（1）

％
（4）=（3）

/（1）*100

金額 ％

總收入 9,941,000.00 100.00 9,931,272.00 100.00 -9,728.00 0.10 5,322,283.62 100.00

利息收入 118,000.00 1.19 114,539.00 1.15 -3,461.00 2.93 148,056.00 2.78

捐贈收入 9,823,000.00 98.81 9,816,733.00 98.85 -6,267.00 0.06 5,174,227.62 97.22

總支出 10,018,000.00 100.77 9,820,416.00 98.88 -197,584.00 1.97 5,384,522.00 101.17

獎學金支出 4,742,000.00 47.70 5,424,136.00 54.62 682,136.00 14.38 5,342,000.00 100.37

輔助金支出 5,276,000.00 53.07 4,396,280.00 44.27 -879,720.00 16.67 42,522.00 0.80

本期賸餘(短絀) -77,000.00 -0.77 110,856.00 1.12 187,856.00 243.97 -62,238.38 -1.17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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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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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1）

％ 金額
（2）

％ 金額
（3）=（2）-（1）

％ 金　額 ％

賸餘之部 430,000.00 100.00 476,446.00 100.00 46,446.00 10.80 427,828.38 100.00

本期賸餘 110,856.00 23.27 110,856.00

前期未分配賸餘 430,000.00 100.00 365,590.00 76.73 -64,410.00 14.98 427,828.38 100.00

分配之部 77,000.00 17.91 -77,000.00 100.00 62,238.38 14.55

填補累積短絀 77,000.00 17.91 -77,000.00 100.00 62,238.38 14.55

未分配賸餘 353,000.00 82.09 476,446.00 100.00 123,446.00 34.97 365,590.00 85.45

短絀之部 77,000.00 100.00 -77,000.00 100.00 62,238.38 100.00

本期短絀 77,000.00 100.00 -77,000.00 100.00 62,238.38 100.00

前期待填補之短

絀

填補之部 77,000.00 100.00 -77,000.00 100.00 62,238.38 100.00

撥用賸餘 77,000.00 100.00 -77,000.00 100.00 62,238.38 100.00

待填補之短絀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餘絀撥補決算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決算數本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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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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00.00 110,856.00 187,856.00 243.97

  利息股利之調整 -118,000.00 -114,539.00 3,461.00 2.93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短絀） -195,000.00 -3,683.00 191,317.00 98.11

 調整非現金項目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195,000.00 -3,683.00 191,317.00 98.11

  收取利息 107,000.00 116,517.00 9,517.00 8.89

  收取股利

  支付利息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8,000.00 112,834.00 200,834.00 228.22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88,000.00 112,834.00 200,834.00 228.2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80,000.00 308,612.00 -71,388.00 18.7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92,000.00 421,446.00 129,446.00 44.33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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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18,687.00 50,474,964.00 -1,356,277.00 2.69

流動資產 476,446.00 365,590.00 110,856.00 30.32

現金 421,446.00 308,612.00 112,834.00 36.56

活期存款 421,446.00 308,612.00 112,834.00 36.56

應收利息收入 55,000.00 56,978.00 -1,978.00 3.47

準備金 48,642,241.00 50,109,374.00 -1,467,133.00 2.93

其他準備金 48,642,241.00 50,109,374.00 -1,467,133.00 2.93

資 產 合 計 49,118,687.00 50,474,964.00 -1,356,277.00 2.69

淨　　　值 49,118,687.00 50,474,964.00 -1,356,277.00 2.69

基金 48,642,241.00 50,109,374.00 -1,467,133.00 2.93

基金 48,642,241.00 50,109,374.00 -1,467,133.00 2.93

基金 48,642,241.00 50,109,374.00 -1,467,133.00 2.93

累積餘絀 476,446.00 365,590.00 110,856.00 30.32

累積賸餘 476,446.00 365,590.00 110,856.00 30.32

累積賸餘 476,446.00 365,590.00 110,856.00 30.32

淨 值 合 計 49,118,687.00 50,474,964.00 -1,356,277.00 2.69

負債及淨值合計 49,118,687.00 50,474,964.00 -1,356,277.00 2.69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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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00.00 114,539.00 -3,461.00 2.93

合　　　計 118,000.00 114,539.00 -3,461.00 2.93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利息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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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3,000.00 9,816,733.00 -6,267.00 0.06

合　　　計 9,823,000.00 9,816,733.00 -6,267.00 0.06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捐贈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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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支出 4,742,000.00 5,424,136.00 682,136.00 14.38

輔助金支出 5,276,000.00 4,396,280.00 -879,720.00 16.67

合　　　計 10,018,000.00 9,820,416.00 -197,584.00 1.97

主要係實際申請

獎學金人數較預

估減少；另核發

捐助泰北僑民學

校教師退休撫卹

基金及簡易師範

班獎學金以臺幣

兌換美元之匯率

實際較預估低。

主要係為發揮基

金設立宗旨，鼓

勵僑生戮力向學

，以及配合捐贈

收入增加，爰提

高獎助學金發放

數額。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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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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單位：人

主任委員 1 1 0

委員 10 10 0

會計 1 1 0

幹事 3 3 0

    合　　　計                          15                          15 0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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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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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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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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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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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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務委員會感於東南亞地區僑

民學校（以下簡稱僑校）師資待

遇不高，僑校教師流動率高，致

長期以來普遍存在師資不足問

題，積極研擬相對應之多元方

案，包括補助僑校聘用臺灣教

師、遴派替代役男教學支援教

學、辦理師資培訓活動等，爰於

107 年 8 月 22 日修訂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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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僑校納入要點適用對象，受理民

間單位捐款，以協助資源匱乏地

區之僑校發展；另為加強前開 

教師退休撫卹機制建立，鼓勵僑

校教師久任教學，以根本解決艱

困地區僑校師資缺乏問題，於

109 年5 月26 日修訂發布前開

要點，將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

亦納入要點補助範圍，並將要點

名稱改為「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

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

師資輔助金要點」。查 110 年度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

相關書面報告業於 111 年 2 月 11 日以

僑生聯字第 1110500399號函送立法院。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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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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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次 內        容 

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因新增「補助僑校教師退休撫卹

金（輔助金）」部分，致收支預

算均較 109 年度大幅成長近一

倍。依該基金設置之收入來源，

主要仰賴利息與捐贈收入，為確

保基金永續，請僑務委員會針對

提升捐贈收入之具體計畫及階

段目標，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