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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九十九年度預算書總說明

一、概況

（一）設立依據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係依據79年4月全球僑務會議決議暨79
年11月29日行政院第2209次會議通過成立，並獲教育部80年8月15日
台（80）文字第42925號函同意許可設立，並依法向台北地方法院

完成登記，為一教育財團法人。

（二）設立目的

係因應國家海外情勢發展之需要及配合政府僑務政策之推動，促

進海內外文教交流活動，擴大辦理海外華僑文化教育工作，本會與教

育部、僑委會及外交部密切合作，支持政府政策，協助辦理各項相關

業務。基金會工作與僑委會華僑文教業務密切相關，在無邦交國家或

推展僑教工作困難地區，本會以民間團體名義推動僑團僑社連繫、海

外文教服務及宏揚中華文化等工作，必可強化服務效能、擴大影響。

（三）組織概況

董事會為本基金會最高決策與權力組織，董事會董事由政府有關

機關代表、國內外華僑文教學術界及企業界人士、熱心僑政具有聲望

人士、捐贈人或捐贈機構代表等15位董事另設有3位監察人組成董事會

。董事、監察人任期3年均為無給職，目前本基金會第五屆董事會董事

長由柯文福先生出任，明鎮華先生擔任副董事長。

董事會下置執行長一人，在董事長、副董事長指導下，辦理本會

業務及行政事務，第五屆董事會聘請趙林先生為基金會執行長，設置

業務、財務及秘書3組，配屬專任工作人員共4人辦理會務。

二、工作計畫

本會九十九年度工作計畫係依據本會組織章程設立宗旨及有關規定，

遵照董事會決議編製，詳如所附九十九年度工作計畫。

三、本年度預算概要

基金總額為新台幣肆億元整（依法不能動支），預計九十九年度全年

利息收入約估新台幣6,240,000元，謹依工作計畫擬定全年度經費預算收支

分配，詳如所附九十九年度預算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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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99年度工作計畫表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新台幣元)

鼓勵僑政

學術研究

＊獎勵海內外學者，從事華僑文教及華僑社會發

展各項問題之研究及出版。  
(1)�辦理華僑學術研究專(譯)著及期刊出版獎

助案。

(2)辦理華僑學術研究計畫獎助案。

(3)辦理華僑學術代表作獎助案。

(4)編印華僑學術研究叢書。

＊輔助舉辦有關研究海外華僑問題之會議及活動。

＊配合主管機關辦理相關華文教育工作補助。

＊與國內外有關學校或文教、學術團體合作舉辦

海外華僑學術講演及研討。

＊獎助優秀華僑子弟參加國際展演與競賽活動。

1,400,000 

推展華僑

教育事業

＊協助海外僑校發展華文教育。

＊獎助優秀華僑子弟參加國際展演與競賽活動。

＊辦理僑生清寒及急難救助工作。

＊設置國內海華獎學金獎助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僑

生。

＊設置海外海華獎學金鼓勵華裔青少年學習中華

語文。

1,200,000 

推展華僑

文化事業

＊協助海外報刊及文教團體宣揚中華文化。

＊協助海外文教團體及人士舉辦文教活動。

＊與僑委會共同辦理「僑務委員會補助美國地區

中文學校華語文教師進修教育學分計畫」。

＊補助海外僑團所推廣之台灣文化活動。

＊補助國內文化、藝術、體育等團體赴國外表演

，宣揚中華文化及宣慰僑胞。

＊補助有關海外華僑文化工作。

1,200,000 

合計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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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收支餘絀預計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前(97)年度
決 算 數 科　目

本（99）年度
預 算 數

上（98）年度
預 算 數

比較增
減（-）數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收入：

10,380,892 100.00 利息收入 6,240,000 100 6,240,000 100 估定存利

其他收入 率不變

10,380,892 100.00 收入合計 6,240,000 100 6,240,000 100

支出：

 業務費支出

2,099,698 20.23      僑政學術 1,400,000 22.43 1,100,000 17.62 300,000 9.37 相互流用

2,102,083 20.25      華僑教育 1,200,000 19.23 1,000,000 16.04 200,000 6.25 相互流用

2,134,264 20.56      華僑文化 1,200,000 19.23 1,100,000 17.62 100,000 3.13 相互流用

6,336,045 61.04  小計 3,800,000 60.89 3,200,000 51.28 600,000 18.75

 管理費支出

1,957,740 18.86      人事費 1,600,000 25.64 2,100,000 33.65 (500,000) 16.45 起薪降低

805,603 7.76      事務費 640,000 10.25 680,000 10.89 (40,000) 1.32 撙節開支

258,700 2.49      大樓費 200,000 3.22 250,000 4.00 (50,000) 1.64 撙節開支

71,966 0.69      維護費 10,000 0.18 (10,000) 0.32

89,462 0.86      設備費

20,000 0.19      交通費

138,742 1.34      其他費用

3,342,213 32.19  小計 2,440,000 39.11 3,040,000 48.72 (600,000) 19.73

9,678,258 93023  支出合計 6,240,000 6,240,000

702,634 6.77 本期餘絀 0        0

填表說明：1.百分比欄計算以業務收入為基底（100％），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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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預　計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餘絀 0
　調整非現金項目

　應收利息減少 3,792 應收利息減少數

　代收款項減少 -266 勞健保減少數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52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52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6,122,108 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零用金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125,634 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零用金

填表說明：1. 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
債權證明。

　　　　　2.表內「項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3. 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各基金應於附註說明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

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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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上(98)年度餘額 本年度增（減-）數 截至本(99)年度餘額   說　明

基金

創立基金 400,000,000 400,000,000

捐贈基金

其他基金 31,099,600 31,099,600

公積

捐贈公積

資產增值公積

其他公積

餘 絀

累積賸餘（短絀） 6,700,490 6,700,490

本期賸餘（短絀）

合計 437,800,090 437,800,090

填表說明：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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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前(97)年
度決算數

科目名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98)年
度預算數

說     明

2,514,806 台北富邦銀
行城中分行

1,560,000 1,560,000

預估本（98） 年
下半年與明（99）
年利率維持穩定

情況下

1,300,680 國泰世華銀行
館前分行

780,000 780,000

預估本（98） 年
下半年與明（99）
年利率維持穩定

情況下

1,284,890 合作金庫銀行
城中分行

780,000 780,000

預估本（98） 年
下半年與明（99）
年利率維持穩定

情況下

1,313,824 土地銀行
台北分行

780,000 780,000

預估本（98） 年
下半年與明（99）
年利率維持穩定

情況下

1,395,876 兆豐銀行
營業部

780,000 780,000

預估本（98） 年
下半年與明（99）
年利率維持穩定

情況下

2,570,816 永豐銀行
城內分行

1,560,000 1,560,000

預估本（98） 年
下半年與明（99）
年利率維持穩定

情況下

10,380,892 合 計 6,240,000 6,240,000

預估本（98） 年
下半年與明（99）
年利率維持穩定

情況下

填表說明：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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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前（97）年度

決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98）年度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費：

2,099,698 鼓勵華僑學術研究 1,400,000 1,100,000 增加30萬元

2,102,083 推展華僑教育事業 1,200,000 1,000,000 增加20萬元

2,134,264 推展華僑文化事業 1,200,000 1,100,000 增加10萬元

6,336,045 小計 3,800,000 3,200,000

管理費：

1,957,740 人事費 1,600,000 2,100,000 縮減人事成本

805,603 事務費 640,000 680,000 樽節開支

258,700 大樓管理費 200,000 250,000 樽節開支

89,462 設備費 0 0 樽節開支

71,966 維護費 0 10,000 樽節開支

138,742 其他費用 0 0 樽節開支

20,000 交通費 0 0 樽節開支

3,342,213 小計 2,440,000 3,040,000

9,678,258 支出合計 6,240,000 6,240,000

填表說明：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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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固定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時 　間 金      額 說             明

基　　金 80.8.16 200,000,000 僑務委員會捐贈

基　　金 81.7.31 200,000,000 僑務委員會捐贈

其他其金 91.9.15 31,099,600 辦公室房舍（累積餘絀）

填表說明：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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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元

前（97）年
12月31日
實際數

科      目
99年12月

31日
預計數

上（98）年12
月31日
預計數

比較
增(減- )數

資產

11,413 　支票存款 879,144 840,013 39,131

6,261,568 　活期存款 5,206,490 5,242,095 (35,605)

400,000,000 　定期存款 400,000,000 400,000,000

40,000 　零用金 40,000 40,000

員工借支 40,000 40,000

31,099,600 房屋及土地 31,099,600 31,099,600

449,057 應收利息 536, 647 540,439 (3,792)

437,861,638 資產合計 437,801,881 437,802,147 (266)

負債

61,237 應付費用 - -

311 代收健保費 126 543 (417)

- 代收勞保費 1,665 1,514 151

基金及餘絀

400,000,000 基金 400,000,000 400,000,000

31,099,600 其他基金 31,099,600 31,099,600

5,997,856 累積餘絀 6,700,490 6,700,490

702,634 本期餘絀

437,861,638 負債、基金及餘絀合計 437,801,881 437,802,147 (266)

填表說明：1.百分比欄計算以業務收入為基底（100％），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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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人

職          類（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董　事　長 1人 義務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副 董 事 長 1人 義務職（襄助董事長辦理有關會務）

執　行　長 1人
義務職（在董事長、副董事長督導下辦

理本會經常行政業務 ）

副 執 行 長 1人 襄助執行長處理會務並兼業務組組長

業務組組長

獎助學金之策劃、舉辦及發放，海外文

化教育界人士及社團之聯繫，海內外文

教活動之研究、策劃與推動，各項華僑

問題、學術論文之徵集與出版，綜理本

組工作計畫草擬及年度計劃工作報告，

舉辦華僑學術座談及研討會，本會規章

之研修與建議等

財務組組長 1人

會計制度之研擬與修定，帳務管理及各

項財務報表編制，會計年度預、決算編

製、執行及控審，經費收支審核、支

付，稅務處理，辦理員工薪資發放，銀

行存款處理聯繫，其他有關財務工作之

處理及交辦事項。

秘書組組長 . 

組　　　員 1人

處理董事長及副董事長相關事，.收、發

文業務及郵局寄發公函及信差等，.零用

金業務，.辦公室之清潔，.本會財產及

物品之管制機制，臨時交辦事項。

技   工（駕駛） 1人 董事長座車駕駛。

填表說明：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辦理。



- 13 -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員工薪資 1,480,000
員工4人薪津及員工勞工退休準備金

（本會員工7人，董事長、副董事長

及執行長均為無給職）

超時工作獎金

津貼

獎金

退休、卹償金及資遣費

分擔保險費 120,000 勞保及健保等支付費用

福利費

其他

填表說明：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辦理。



主 辦 會 計：黃雙欣

基金會董事長：柯文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