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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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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私立學校法第52條第1項：

私立學校應建立會計制度，據以辦理會計
事務。

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
度實施辦法第13條第2項：

會計年度終了，私立學校應編製決算，將
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董事
會議通過於每年11月30日前函報教育部。

壹、編造決算書表法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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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5學年度為例

貳、決算作業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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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育部提供決算作業系統

委請國立雲林科技大學開發決算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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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書表之主要

內容及重要規定



壹、主要表

一、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
表及現金收支概況表。

二、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借
入款變動表、收入明細表、支出
明細表、資產與負債各科目明細
表及最近3年財務分析表。



貳、重要規定

一、除彙編成冊，得於封底簽名或蓋
章外，否則須逐頁簽名或蓋章。

二、財務報表應採二期對照方式編製，
現金流量表以間接法表達。

三、現金收支概況表劃分經常門現金
收入(支出)、出售資產現金收入
及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其他資
產、不動產現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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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書表

尚待精進之處
(以104學年度決算為例)



壹、財務報表不勾稽

一、四張主要表，彼此金額不
勾稽。

二、四張主要表與明細表金額
不勾稽。

三、明細表與明細表間相關數
據不勾稽。



貳、未符規定與誤述部分

一、編製現金流量表以借、貸
餘額互抵後之淨額表達。

二、編製現金收支概況表未符
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

三、總說明表達數據與主要表
不一致。



叁、平衡表與收支餘絀表

平衡表: 1.漏列2級科目「權益其他項目」。
2.未表達合計數。
3.「長期投資、應收款及基金」科目誤為
「長期投資應收款及基金」，另「預付
土地、工程及設備款」科目誤為「預付
土地工程設備款」。

收支餘絀表:1.超額年金給付預算金額未重分類。
2.103學年度決算之超額年金給付數應列入
其他支出項下，惟仍列入行政管理支出
項下。



肆、現金流量表

一、購置流動金融資產及長期投資付現數誤列為
收現數，減少應付退休及離職金付現數誤列
為收現數。

二、未列減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數金額。
三、減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數金額錯誤。
四、「支付現金交換土地及房屋」項目誤列屬

「支付現金及長期應付票據交換土地及房屋」
內容。

五、減少長期應付款項付現數金額有誤(因內含
不影響現金流量長期租賃款部分)。

六、現金流量表與現金收支概況表涉及付現購置
之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金額不符。



伍、現金收支概況表

一、預付設備款項目內含屬購置無形資產之電腦軟
體金額。

二、上年度行政管理支出核與103年度數字未一致。
三、不產生現金流入之本學年度收入項目內之「減

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數」金額未減列。
四、應收預收項目調整數有誤。
五、上年度科目涉重分類未加說明，導致核與103學

年度數字不符。
六、應收預收項目調整數核與現金流量表及平衡表

所列相關數字不合。
七、報表格式有誤。



陸、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與借入款變動表

固定資產及
無形資產變
動表:

借入款變動
表:

1.電腦軟體累計攤銷之增、減數有誤。
2.散總合計有誤。
3.購置土地未備註教育部核准文號。
4.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核與現金流量表
相關數字不合。

5.未列合計數。
6.累積折舊增加金額與支出明細表折舊及攤
銷合計數不符，或其差異原因係攤銷遞延
費用，惟未備註說明。

1.未列明保證情形。
2.「本年度償還金額」欄誤列為「本學年度
償還金額」。



柒、收支明細表

收入明細表:

支出明細表:

1.漏列財產交易賸餘科目及受贈收入科目誤
為捐贈收入。

2.計算差異百分比有誤。

1.超額年金給付明細表之備註說明有誤。
2.計算超額年金給付差異明細表之百分比有

誤。
3.財產交易短絀明細表之備註說明有誤。
4.部分科目明細表之備註漏列或誤述。
5.散總合計有誤。
6.專家出席費應屬業務費，惟誤列為人事費。
7.屬董事會支出之人事費未備註說明。



捌、資產與負債科目明細表

一、應付退休及離職金科目誤為應付退休金科目。
二、代管資產、應付代管資產明細表涉重要部分未

於摘要欄妥為說明。
三、報表格式核與規定不符。
四、各科目明細表重大內容未說明。
五、科目明細表金額與平衡表科目金額不符。
六、明細表內細項金額存有負數。
七、漏附科目明細表。



玖、最近3年財務分析表及其他

最近3年財
務分析表:

其他:

1.未列計算公式。
2.舉債指數計算結果有誤。
3.舉債指數及營運活動淨現金流量占

流動負債比率計算錯誤。
4.舉債指數內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

餘絀金額有誤。

1.決算未公告。
2.上網公告版本為未經用印之版本，

且存有與函報教育部備查本不同。
3.公告網頁無法瀏覽 。



拾、其他部分

一、決算表會計科(項)目名稱或金額與會計師
查核後之財務報表及附註有異。

二、上年度決算數與教育部備查數未臻一致。

三、決算表所列預算數與教育部備查預算數未
臻一致。

四、未依教育部函示，修訂會計科(項)目名稱
或分類及編造明細表格式。

五、發現會計處理未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
存有須處理而未處理會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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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進決算作業

品質之道



壹、主要表須勾稽

一、四張主要表勾稽要項

註一：本期餘絀科目金額勾稽。
註二：現金收支概況表經常門現金收入(支出)與收支餘絀表各項收支科目金額勾稽。
註三：1.現金收支概況表「經常門現金餘絀」，應與現金流量表「營運活動淨現金流入

(出) 」金額相等。
2.現金收支概況表中「出售資產現金收入」，應與現金流量表中「出售固定資產收

現數」、「出售無形資產收現數」及「出售其他資產收現數」之合計數相等。
3.現金收支概況表中「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支出」與「購置不動產

現金支出」合計數，應與現金流量表中「購置固定資產付現數」、「購置無形資
產付現數」及「購置其他資產付現數」之合計數相等。

註四：現金流量表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及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須與平衡表涉及現金交易
之相關科目勾稽。

主要表 收支餘絀表 現金流量表 現金收支概況表 平衡表

收支餘絀表 ＊ 註一 註二 ＊
現金流量表 註一 ＊ 註三 註四

現金收支概況表 註二 註三 ＊ ＊
平衡表 ＊ 註四 ＊ ＊



貳、主要表與明細表須勾稽

一、收支餘絀表所列數據皆須與其
各該科目明細表所列金額勾稽。

二、平衡表各科目金額須與其明細
科目金額勾稽。

三、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所
列結存金額須與平衡表相勾稽。



叁、主要表與明細表須勾稽

一、借入款變動表期初金額(期末金額)須
分別與平衡表上年度(本年度)負債金
額勾稽；另本年度借入金額(償還金額)
須與現金流量表融資活動相勾稽。

二、最近3年財務分析表計算公式所列數據
須與主要表勾稽。

三、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所列本年
度提列折舊及攤銷須與支出明細表相

勾稽。



肆、其他部分

一、總說明與備註說明遣詞用句須
審慎且數據須正確。

二、業務單位須協助。

三、主辦會計、組長及組員須分工
合作。

四、每年5月試辦決算並傳承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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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壹、期末會計事務處理未確實

一、未於學年度終了辦理調整事項。

二、未依規定以資產科目列帳者。

三、未依應計基礎轉列收入，或收入
未及列入決算。

四、短收、短列、漏列、漏收收入及
成本、費用計算錯誤。



貳、會計事務處理未合規

一、費用列支超過規定標準。

二、支出與預算年度、用途或合
約規定不合。

三、帳務處理錯誤。

四、其他事項，如：支出未檢附
原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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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例
(以104學年度決算為例)



30

壹、範例一

。

1.平衡表與現金流量表之
現金及銀行存款金額須勾稽.

2.平衡表與現金流量表之
本期餘絀金額須勾稽.

3.平衡表借貸雙方之
合計數須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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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範例二

1.收支餘絀表之
各項收入金額
與收入明細表
之合計數須勾稽。

2.收支餘絀表之
各項支出金額
與支出明細表
之合計數須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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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範例三

1.現金流量表之出售固定資產收現數與
現金收支概況表之出售資產現金收入數須勾稽.

2.現金流量表之購置固定資產付現數+無形資產付現數 與
現金收支概況表之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支出數+不動產現金支出數須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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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範例四

現金收支概況表經常門現金收入(支出)與收支餘絀表各項收支科目金額勾稽。



34

伍、範例五

現金收支概況表「經常門現金餘絀」，應與現金流量表「營運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金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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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範例六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所列本年度提列折舊及攤銷須與支出明細表相勾稽。

4項合計
181,717,741

圖書採報廢法提
列折舊，3項合
計181,71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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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範例七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所列結存金額須與平衡表相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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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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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決算表與財務報表須一致

一、函送教育部決算書之報表與會計師

簽證財務報表之格式及相關數據須

一致。

二、建請簽證會計師無須代為編製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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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力求決算作業品質

一、本著「凡事豫則立，不豫則廢」及
不貳過之理念，審慎辦理以後年度
決算。

二、同時，須感謝業務單位協助主計單
位完成決算工作。



報告結束
敬請賜正

謝謝大家！

報告結束
敬請賜正

謝謝大家！
資料來源：
1.會計師查核簽證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專科以上學校財務報表應

行注意事項，教育部104年1月9日臺教會（二）字第1030186540B 
號函訂定。

2.審計部87年3月2日台審部叁字第870275號函。
3.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教育部104年5

月18日臺會(二)字第1040065267號函訂定。
4.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104年9月21日臺證上一字第
1041804315號函示，公司須提升編製財務報告能力。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