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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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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附

錄一）。 

二、 設立目的： 

為獎勵學行優良在學僑生，受理各界華僑團體、愛國

僑胞及社會人士等捐款，作為獎助學金，鼓勵僑生積

極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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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業務（工作）計畫之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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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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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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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情形： 

1.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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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止，

共計 111 所大專院校 1,758 人提出申請，經初審符合

申請資格者 1,687 人。 

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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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名，每名獎助學金新臺幣 5,000 元

至 3 萬 6,000 元不等，總計核發新臺幣 397 萬 1,900

元。 

3.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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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服務圈」網站

及宏觀周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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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決算概要 

一、 收支餘絀實況 

（一）利息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249,000 元，決算數 198,057

元，較預算數減少 50,943 元，減少 20.46％，主要係

中央銀行調降定存利率，致利息收入減少。 

（二）捐贈收入：本年度預算數2,532,000元，決算數3,748,871

元，較預算數增加 1,216,871 元，增加 48.06％，主

要係各界捐款踴躍，以及配合捐贈人意願動支基金

本金發放獎助學金，致捐贈收入大幅增加。 

（三）獎學金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2,948,000 元，決算數

3,971,900 元，較預算數增加 1,023,900 元，增加 34.73

％，主要係配合本年度捐贈收入大幅增加，為充分

發揮基金設立宗旨，鼓勵優秀僑生專心向學，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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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獎助學金發放數額。 

（四）本期餘絀：本年度預算數短絀 167,000 元，決算數短

絀 24,972 元，較預算數減少短絀 142,028 元，減少

85.05％。 

二、 餘絀撥補實況：前期未分配賸餘 512,486.38 元，填補

本期短絀 24,972 元，餘 487,5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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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88 元，為本期短絀 24,972 元，加計調

整非現金項目 55,860 元（流動資產淨減 55,860 元）。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本年度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

出決算數 40,000 元，係增加其他準備金。 

（三）本年度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78,641.38 元，加計業

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0,888 元及扣除投資活動之淨

現金流出 40,000 元，合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369,529.38 元。 

四、 資產負債實況 

（一）資產總額本年度決算數 40,356,209.38 元，包括流動

資產 447,514.38 元（含現金 369,529.38 元，應收利

息收入 77,985 元），準備金 39,908,695 元。資產總額

較上年度決算數 39,764,971.38 元增加 591,238 元。 

（二）淨值本年度決算數 40,356,209.38 元，包括基金

39,868,695 元，累積餘絀 487,514.38 元。淨值總額較

上年度決算數 39,764,971.38 元增加 59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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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000 100.00 3,946,928 100.00 1,165,928 41.92 5,278,260 100.00

利息收入 249,000 8.95 198,057 5.02 -50,943 20.46 257,329 4.88

捐贈收入 2,532,000 91.05 3,748,871 94.98 1,216,871 48.06 5,020,931 95.12

總支出 2,948,000 106.01 3,971,900 100.63 1,023,900 34.73 5,306,126 100.53

獎學金支出 2,948,000 106.01 3,971,900 100.63 1,023,900 34.73 5,306,126 100.53

本期賸餘(短絀－) -167,000 -6.01 -24,972 -0.63 142,028 85.05 -27,866 -0.53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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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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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0.00 100.00 512,486.38 100.00 206,486.38 67.48 540,352.38 100.00

本期賸餘

前期未分配賸餘 306,000.00 100.00 512,486.38 100.00 206,486.38 67.48 540,352.38 100.00

分配之部 167,000.00 54.58 24,972.00 4.87 -142,028.00 85.05 27,866.00 5.16

填補累積短絀 167,000.00 54.58 24,972.00 4.87 -142,028.00 85.05 27,866.00 5.16

未分配賸餘 139,000.00 45.42 487,514.38 95.13 348,514.38 250.73 512,486.38 94.84

短絀之部 167,000.00 100.00 24,972.00 100.00 -142,028.00 85.05 27,866.00 100.00

本期短絀 167,000.00 100.00 24,972.00 100.00 -142,028.00 85.05 27,866.00 100.00

前期待填補之短

絀

填補之部 167,000.00 100.00 24,972.00 100.00 -142,028.00 85.05 27,866.00 100.00

撥用賸餘 167,000.00 100.00 24,972.00 100.00 -142,028.00 85.05 27,866.00 100.00

待填補之短絀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餘絀撥補決算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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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00.00 -24,972.00 142,028.00 85.05

調整非現金項目 10,000.00 55,860.00 45,860.00 458.60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10,000.00 55,860.00 45,860.00 458.6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57,000.00 30,888.00 187,888.00 119.6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其他準備金 -40,000.00 -40,000.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0,000.00 -40,00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57,000.00 -9,112.00 147,888.00 94.2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69,000.00 378,641.38 209,641.38 124.0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2,000.00 369,529.38 357,529.38 2,979.41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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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6,209.38 39,764,971.38 591,238.00 1.49

流動資產 447,514.38 512,486.38 -64,972.00 12.68

現金 369,529.38 378,641.38 -9,112.00 2.41

活期存款 369,529.38 378,641.38 -9,112.00 2.41

應收利息收入 77,985.00 133,845.00 -55,860.00 41.73

準備金 39,908,695.00 39,252,485.00 656,210.00 1.67

其他準備金 39,908,695.00 39,252,485.00 656,210.00 1.67

資 產 合 計 40,356,209.38 39,764,971.38 591,238.00 1.49

淨　　　值 40,356,209.38 39,764,971.38 591,238.00 1.49

基金 39,868,695.00 39,252,485.00 616,210.00 1.57

基金 39,868,695.00 39,252,485.00 616,210.00 1.57

基金 39,868,695.00 39,252,485.00 616,210.00 1.57

累積餘絀 487,514.38 512,486.38 -24,972.00 4.87

累積賸餘 487,514.38 512,486.38 -24,972.00 4.87

累積賸餘 487,514.38 512,486.38 -24,972.00 4.87

淨 值 合 計 40,356,209.38 39,764,971.38 591,238.00 1.49

負債及淨值合計 40,356,209.38 39,764,971.38 591,238.00 1.49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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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利息收入              249,000            198,057 -50,943 20.46

合　　　計              249,000            198,057 -50,943 20.46

主要係中央銀行

調降定存利率，

致利息收入減

少。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利息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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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000         3,748,871 1,216,871 48.06

合　　　計            2,532,000         3,748,871        1,216,871 48.06

主要係因各界捐款

踴躍，以及配合捐

贈人意願動支基金

本金發放獎助學金

，致捐贈收入大幅

增加。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捐贈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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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8,000        3,971,900 1,023,900 34.73

合　　　計            2,948,000        3,971,900        1,023,900 34.73

為發揮基金設立

宗旨，鼓勵僑生

戮力向學，以及

配合捐贈收入大

幅增加，爰提高

獎助學金發放數

額。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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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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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管理委員會成員均為

無給職。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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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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要點 

中華民國 90年 8月 17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03030735-1號函 

中華民國 92年 5月 27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23022759-1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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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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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令修正第 6點及第 8點 

 

一、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受理華僑團體、愛國僑胞及社會人士捐贈獎助學金，

以作育優秀之在學僑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助學金之核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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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獎助學金

以為紀念，或僑社團體企業機構籌撥專款作為僑生獎助學金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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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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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獎助學金之名稱，由捐贈人自行定名，捐贈人未定名者，由本會代為決定。 

七、捐贈之獎助學金款項，應於銀行開立基金專戶存放，並於本會列帳備查。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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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會受理捐贈獎助學金，對捐贈人依華僑熱心公益自動捐獻獎勵要點獎勵之。 

十、本會受理捐贈獎助學金，應設置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十一、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獎助學金來源之籌集事項。 

（二）關於獎助學基金運用之規劃事項。 

（三）關於獎助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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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獎助學金捐贈提請獎勵事項。 

（六）其他有關獎助學金之管理事項。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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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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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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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均由

本會指定有關人員兼任之。 

十四、管理委員會每年開會一次，處理第十一點各款事項。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十五、獎助學金之發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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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捐贈人得請求本會，依第五點規定變更捐款之動用方式、告知收支帳目或獲獎名單。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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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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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5 年度信託基金預算審議結果，

照案通過。 

二、通過決議均未涉及本會信託基金

業務。 

 

 

 二、 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無。 

 

 

 

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