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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11)財審報字第 22001666號 

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  公鑒： 

查核意見 

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民國 111年 7月 31日及民國 110年 7月 31日之

平衡表，暨民國 110 年 8 月 1 日至民國 111 年 7 月 31 日(民國 110 學年度)及民國 109

年 8 月 1 日至民國 110 年 7 月 31 日(民國 109 學年度)之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現

金收支概況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

創業實習商店民國 111年 7月 31日及民國 110年 7 月 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10年

8 月 1 日至民國 111 年 7 月 31 日及民國 109年 8 月 1 日至民國 110年 7月 31 日之收支

餘絀及現金流量及現金收支概況。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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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

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逢甲大

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

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

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

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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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

清算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或停止營運，或除清算或停辦外別無實際可行之

其他方案。 

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

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華民國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

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

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

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

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

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逢甲

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

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

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

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不再具

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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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7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 

 

一、組織沿革  

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 (以下簡稱本實習商店 )係於民國 94 年 12 月

21 日由逢甲大學成立之附屬作業組織。本實習商店主要任務為推廣服務理念，

設計及販售逢甲大學之紀念商品。截至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7 月 31 日止，逢甲

大學對本實習商店投入之基金分別為 4,098,311 元及 4,110,167 元。截至民國

111 年 7 月 31 日及 110 年 7 月 31 日止，本實習商店員工人數分別為 3 人及 4 人。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會計政策變動  

無此情形。  

四、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說明如下。除另有說明外，此等政策在

所有報導期間一致地適用。  

(一 )遵循聲明  

民國 110 學年度財務報表係依據「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制度之一

致規定」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之財務報表。  

(二 )編製基礎  

本財務報表應採「應計基礎」，收益於實現時，費損於應付時即行入帳。  

(三 )會計年度  

根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之規定，本實

習商店之會計年度為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以年度開始日之中

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學年度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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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衡表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平衡表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平衡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本實習商店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平衡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本實習商店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五 )放款及應收款  

商業因出售商品或勞務等而發生之債權，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

後續採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扣除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六 )存貨  

存貨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成本依加權平均法決定。比較成本

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時，採逐項比較法。  

(七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並將購建期間之有關利

息資本化。  

2.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之部分組成重置時，若該重置部分之未來經濟效益

很有可能流入本實習商店，則該重置成本認列為該項目之帳面金額，被

重置部分之帳面金額則予以除列。所有其他維修成本於發生時認列為當

期餘絀。  

3.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之後續衡量採成本模式，除土地不提折舊外，其他

按估計耐用年限以直線法計提折舊。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各項組成若屬

重大，則單獨提列折舊，但實務上不可行時，不在此限。各項不動產、

房屋及設備之耐用年限為 3~5 年。  

4.當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之殘值及耐用年限已改變，或資產未來經濟效益

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則自變動發生日起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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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之會計估計變動規定處理。   

(八 )租賃－承租人  

當附屬於租賃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未移轉予承租人時，分類

為營業租賃。  

(九 )非金融資產減損  

1.本實習商店於平衡表日針對有減損跡象之資產，估計其可回收金額，當

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價值時，則認列減損損失。但已辦理重估之資產，

其減損損失應在未實現重估增值餘額之範圍內，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

減少未實現重估增值；如有餘額，則認列於餘絀。  

2.後續期間若可回收金額增加，該資產之帳面金額則調增至其可回收金

額，惟迴轉後該資產之帳面金額，不得超過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

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減除折舊或攤銷）。迴轉之減損損失認列為當期

利益，但已辦理重估之資產，其減損損失之迴轉利益，僅於減損損失原

認列於損益之範圍內，認列為餘絀；如有餘額，應認列為其他綜合餘絀，

增加該項資產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十 )應付帳款及票據  

因賒購商品或勞務所發生之應付帳款，及應付之各種票據，於原始認列時

按交易日之公允價值扣除直接可歸屬於發行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採有效

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之金額衡量。有效利息法攤銷計算之利息認列於當期

餘絀。惟當未附息之短期應付帳款折現之影響不大，係以交易金額衡量。  

(十一 )所得稅  

本實習商店為逢甲大學之附屬作業組織，依行政院頒訂之「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稅標準 )第三條第二項但

書規定，本實習商店之年度剩餘應由逢甲大學擬定使用計劃，報請教育部

洽商財政部同意保留，於剩餘發生年度結束後三年內使用完畢，逾期未使

用部分，則依法課徵所得稅。  

(十二 )權益基金及餘絀  

本實習商店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支出科目結轉至「累積餘絀」項

下。  

(十三 )收入認列  

本實習商店銷售逢甲大學之紀念商品。收入係正常營業活動中對實習商店

外顧客銷售商品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以扣除營業稅、銷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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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折扣及折讓之淨額表達。商品銷售於商品交付予買方、銷貨金額能可

靠衡量且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實習商店時認列收入。當與所有權相

關之重大風險與報酬已移轉予顧客，本實習商店對商品既不持續參與管理

亦未維持有效控制且顧客根據銷售合約接受商品，或有客觀證據顯示所有

接受條款均已符合時，商品交付方屬發生。  

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實習商店編製本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依據平衡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來事

件之合理預期，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所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

際結果存有差異，將考量歷史經驗及其他因子持續評估及調整。該等估計及假

設具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會計年度重大調整之風險。本學年度無

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情形。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1 年 7 月 31 日 110 年 7 月 31 日

庫  存  現  金 7,290$            20,700$           

活  期  存  款 12,551,930        10,852,089        

12,559,220$       10,872,789$        

(二 )存貨  

111 年 7 月 31 日 110 年 7 月 31 日

商        品 1,012,797$        931,132$           

本實習商店當期認列為銷貨成本之金額：  

110  學   年  度 109  學   年  度

已出售存貨成本 623,051$          677,199$          
 

(三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成 本 110年8月1日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111年7月31日

　辦公設備 317,625$   -$         -$         317,625$   

　其他設備 36,285     15,981     24,380)(     27,886     

　合計 353,910    15,981     24,380)(     345,511    

累 計 折 舊

　辦公設備 253,870)(    34,091)(     -          287,961)(    

　其他設備 35,982)(     1,864)(      24,076     13,770)(     

　合計 289,852)(    35,955)(     24,076     301,731)(    

　　總計 64,058$    43,780$    

110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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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 109年8月1日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110年7月31日

　辦公設備 317,625$   -$         -$         317,625$   

　其他設備 36,285     -          -          36,285     

　合計 353,910    -          -          353,910    

累 計 折 舊

　辦公設備 219,779)(    34,091)(     -          253,870)(    

　其他設備 34,356)(     1,626)(      -          35,982)(     

　合計 254,135)(    35,717)(     -          289,852)(    

　　總計 99,775$    64,058$    

109學年度

 

(四 )權益基金及餘絀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本期餘絀 合計

期初餘額 4,110,167$  6,825,618$  -$          10,935,785$ 

撥充學校基金 11,856)(      6,825,618)(   -           6,837,474)(   

110學年度結餘 -           -           8,042,615   8,042,615   

期末餘額 4,098,311$  -$          8,042,615$  12,140,926$ 

110學年度

餘絀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本期餘絀 合計

期初餘額 4,110,167$  6,646,317$  -$          10,756,484$ 

撥充學校基金 -           6,658,173)(   -           6,658,173)(   

109學年度結餘 -           -           6,837,474   6,837,474   

期末餘額 4,110,167$  11,856)($     6,837,474$  10,935,785$ 

109學年度

餘絀

 

累積餘絀係歷年收支剩餘之累積數，依法除彌補短絀及撥充學校基金外，

不得對任何人分配其剩餘。  

民國 109 學年度累積餘絀為短絀，係 103 學年度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金額撥充學校所產生之差異。  

(五 )應付帳款  

111 年 7 月 31 日 110 年 7 月 31 日

應付帳款 58,839$           -$                

應付薪資 40,200            32,633            

其他應付費用 19,412            15,762            

118,451$          4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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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110 學  年  度 109  學  年  度

薪資費用 367,200$          388,800$          

勞健保費用 43,987            46,624            

411,187$          435,424$          

折舊費用 35,955$           35,717$            

七、關係人交易  

(一 )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實  習  商  店  之  關  係

逢甲大學 本實習商店為逢甲大學成立之附屬作業組織  

(二 )與關係人重大交易事項  

1.銷貨

佔本實習 佔本實習

商店收入 商店收入

金額 淨額百分比 金額 淨額百分比

逢甲大學 429,828$       4.67       53,365$        1          

110  學  年  度 109  學  年  度

 

2.租金收入

佔本實習 佔本實習

商店收入 商店收入

金額 淨額百分比 金額 淨額百分比

逢甲大學 4,667$         0.05       -$             -          

110  學  年  度 109  學  年  度

 

3.應收帳款

佔本實習 佔本實習

商店應收 商店應收

金額 帳款百分比 金額 帳款百分比

逢甲大學 27,811$        33         5,310$         5          

111  年  7  月  31  日 11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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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應付款

佔本實習 佔本實習

商店其他應 商店其他應

金額 付款百分比 金額 付款百分比

逢甲大學 160$           100        -$             -          

111  年  7  月  31  日 110  年  7  月  31  日

 

 其他應付款項主要係墊付雜項支出。

八、重大或有事項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或有事項  

無此情形。  

(二 )承諾事項  

無此情形。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情形。  

 

(本頁以下空白 ) 

 



 

~17~ 

 

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  

重  要  查  核  說  明  

110 學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一、內部控制制度之查核說明  

本所辦理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民國 110 學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

證，查核期間經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就該校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

做必要之檢查及評估，以決定查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惟此等檢查及評

估，係採抽查方式進行，事實上無法發現所有之缺失，因此有關內部控制制度

缺失之防範，仍有賴該校管理當局針對其業務經營之發展及變革，不斷檢討改

進，以確保財務資訊之正確性與可靠性，並保障財產之安全。本會計師於本次

檢查及評估過程中，並未發現實習商店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有重大

缺失而應行改進事項。  

二、財務報告檢查表  

請詳附表。  

 

 

 

 

(本頁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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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一)收入事項 

01.檢查事項： 

推廣教育收入金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數、收費金額、班數等資

料核對後，是否無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且無將招

生、教學等事務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理？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2.檢查事項： 

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他收入，

如自行舉辦考試之試務費收入，學校福利社、實習商店、餐廳、

停車場等有關之權利金、租金或其他名義之收入，是否無不符情

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3.檢查事項： 

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

各相關收入項目，且以收入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

入帳？(但學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質之合作社、福利社，

學校為內部管理需要成立之責任中心，及其他項目，其收入支出

有獨立設立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憑證者，及代辦聯招考試之試務

收支，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4.檢查事項： 

應以收入類項目列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項目列帳？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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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與費用事項  

05.檢查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2條規

定，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

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

年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2)全

體110學年度得支領總額，自110年8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以該

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0.5%為限，並

不得超過新臺幣500萬元；自111年2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以該

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0.5%為

限，並不得超過新臺幣100萬元；(3)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交通

費及其他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6.檢查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3條規

定，無給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

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

總收入之0.7%為限，並不得超過350萬元？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7.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董事會及

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是否未超過所設私立學校年度

總收入合計之0.3%，且最高額度不得超過150萬元？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0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董事會及

監察人支出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

的，且依政治獻金法規定，未對各政黨、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

及其關係人有捐贈行為？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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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董事會支

用之業務費及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所支領之費用，是否均與董

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關，或為行使私立學校法規定職權所需？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0.檢查事項： 

依105年2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050016878號函示，董事至國外出

差之經費報支應歸屬董事會支出項下業務費；董事至國外出差應

先提經董事會議報告或通過，並留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告。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董事至國外出差報告或通過之董事會議日期及屆次：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1.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2項規定，董

事長、董事或監察人是否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分，支領薪資

及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2.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3項規定，由

學校法人支給報酬之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

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職員薪給表支給，並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3.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 (1)學校

法人董事會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年度收支預

算及決算？(2)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年支領之各項報酬

及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薪津請領情形，如印

領清冊等相關帳證所列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錄、

教室日誌、出勤紀錄等，是否上開人員確實提供勞務？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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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檢查事項： 

教師、行政人員支領之薪資中，若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

金、慰勞金或其他名目之給與、加給，是否有該等獎金發放之法

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註：學校內部簽呈不屬於該等獎金

發放之法源)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之支出項下，是否無隱藏董事長、董事、

監察人、校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支出，其用途

是否與其業務有關，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領之相關簽呈紀錄？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1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

之支出，嗣後以其他理由，未進行工程之興建，致有浪費經費者。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三)資產事項  
1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出租、處

分、設定負擔(含不動產之出售、抵押等)，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

第49條之規定？(但依103年4月9日臺教高（一）字第1030037310B

號令核釋校內不動產出租，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

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劃

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等，在不妨礙校務發

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0.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之動用，是否依據私

立學校法第45條第3項規定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註：65年4月23

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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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

再行存入專戶？(65年4月23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未動支本學年度營運資金(如本學

年度收取之學雜費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

入、其他收入)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司債、受益憑證等有價

證券？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3.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規定，計算累

積賸餘款？(1)若有累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依私立學校賸餘款投

資及流用辦法第2條規定，於決算經教育部備查後1個月內，彌補

以前年度收支互抵之不足，將餘額保留於學校基金，並以特定科

目記錄？(2)若無累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作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

揭露收支不足數額？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4.檢查事項： 

學校累積盈餘轉列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

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3條規定辦理？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5.檢查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

法第4條規定，(1)計算可投資額度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

育部同意後辦理？(2)告知所有參與董事會議及決議之董事有關

私立學校法第46條第3項之規定，並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錄。

(註：98年2月4日以後適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6.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

辦法第5條規定，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上櫃之股

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

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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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

辦法第6條、第7條規定，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同

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額度合計未逾可投資基

金額度之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10%？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8.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資？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註：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

選不適用，並將表列項目及備註逕行刪除)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29.檢查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註：若勾選「否」，請詳

述交易情形)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0.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現金、銀行存款、流動金融資產、特種

基金、投資基金及其他約當現金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45條第1

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金

融事業機構。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基金及經費之管理使用，是否符合私立

學校法施行細則第34條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年度收支之不

足，存放金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之不動產？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動支基金及經費購買外國貨幣(外

匯)，是否能明確說明該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勞務，並非

為賺取匯率價差利益？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3.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內部財產管理規範

所定程序，予以簽核、除帳？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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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之付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計及出

納人員於付款時會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

他人簽章之規定？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商店係由經辦人、主辦會計及營運長會同簽名，未

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定。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各類銀行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校長或

其代理人、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

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商店開戶印鑑由營運長及主辦會計分別保管，未將

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6.檢查事項： 

購置長期營運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內部規章辦理，

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程款是否與採購契約、營繕契約所訂付款

條件、期限相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完工而提早付款者

不在此限)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四)負債事項  

37.檢查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

要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債指數計算表。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計算結果：舉債指數，詳見逢甲大學之財務報表。 

補充說明： 

(註1：不論本學年度內是否有借款金額，均需編列本表，請以本

學年度決算資料填列，另「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欄請空白。 

   2：若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列示並合併表達 

      於舉債指數計算表。 

3：舉債指數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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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檢查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

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年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

規定辦理：(1)符合第4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前報經教育

部核定？(2)符合第5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部

備查？(3)是否依第10點規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

表，並附註說明借款類別、對象、金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

同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備查？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1.新增借款經教育部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 

2.舉債指數計算表併同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報送教育部日

期、文號(請列示每次報送之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3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

款，其借款利率是否等於或小於相同時期臺灣銀行基準利率？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0.檢查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

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4點第4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

報教育部同意辦理外，是否於招生3年內未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五)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事項  

4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當年度接受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

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依補(捐)助或委辦計畫規定使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2.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接受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

經費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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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受領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之會

計處理，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錄？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4.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辦理採購案，單一採

購個案若補助金額超過採購標的價格之半數以上，且金額在100

萬元以上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六)其他  

45.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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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規定，本學年度之預算

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年度開始前報經教育部備查並

執行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收支預算並無缺失或不當之情

形？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民國110年9月3日臺教會(二)字

第1100102160號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6.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月報表，是否均於期限前報送

教育部？ 

(註：除 7月份月報表應於 9月 5日前報送教育部外，其餘應於

次月 15日前報送)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7.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立學校校長或校內

其他行政職務，且尊重校長依私立學校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

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29條之規定(包含董事未擔任

校內相關委員會之委員職務)？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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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設立之附

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其財務是否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為獨立

之會計個體)？(註：請列出教育部核准成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核准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逢甲大學創意教學與創業實習商店 

日期及文號：民國94年12月21日台高(二)第09401077729號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49.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設立之附屬

機構或相關事業，前一學年度盈餘是否已依章則或相關規定撥充

學校基金？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實習商店前一學年度盈餘全數撥充學校基金，應用於學校師

資改善、充實設備及圖書。 

(2)本學年度已撥充，詳財務報表附註六(四)。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50.檢查事項: 

學校與附屬機構間，有關本學年度(1)學校平衡表之附屬機構投

資與附屬機構平衡表之淨值金額(2)學校收支餘絀表之附屬機構

收益(損失)與附屬機構收支餘絀表之本期餘絀金額(3) 學校現

金流量表之附屬機構投資收(付)現數與附屬機構現金流量表之

增撥學校資金付(收)現數，是否皆相符?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本實習商店淨值$12,140,926同學校平衡表之附屬機構投資餘額

$12,140,926；本實習商店本期餘絀$8,042,615同學校收支餘絀

之附屬機構收益$8,042,615；本實習商店現金流量表之增撥學校

基金$6,837,474同學校現金流量表之附屬機構投資收現數

$6,837,474。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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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其附屬機構最近3學年度(不含受查

之本學年度)之決算財務報表是否依據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

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6點之規定，於學校網站公告有關之

財務資料：(1)決算書(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3)內部控制制度建

議書(不含附屬機構)。 (以上請至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網

頁連結查詢【網址:https://udb.moe.edu.tw】點選資訊查詢\財

務類\私立\財2-4.私立學校財務報表公告網址\查詢條件)。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https://accounting.fcu.edu.tw/%e5%9f%b7%e8%a1%8c%e6%88%

90%e6%9e%9c%e5%a0%b1%e5%91%8a/%e6%b1%ba%e7%ae%97%e6%9b%

b8/ 

檢查日期：111年11月24日 

(註：請列出檢查該資料之日期，若勾選「否」，則請併同列出不

符規定之項目及說明)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52.檢查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註：請於

下列「補充說明」處將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說明

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

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之

原因) 

 

53.檢查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以前學年

度及本學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

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 (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

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號、查核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說

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學年度實習商店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

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之

原因) 

 

54. 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並無異常交易

情形存在？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註：若無交易事項則勾

不適用)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https://udb.moe.edu.tw/
https://accounting.fcu.edu.tw/%e5%9f%b7%e8%a1%8c%e6%88%90%e6%9e%9c%e5%a0%b1%e5%91%8a/%e6%b1%ba%e7%ae%97%e6%9b%b8/
https://accounting.fcu.edu.tw/%e5%9f%b7%e8%a1%8c%e6%88%90%e6%9e%9c%e5%a0%b1%e5%91%8a/%e6%b1%ba%e7%ae%97%e6%9b%b8/
https://accounting.fcu.edu.tw/%e5%9f%b7%e8%a1%8c%e6%88%90%e6%9e%9c%e5%a0%b1%e5%91%8a/%e6%b1%ba%e7%ae%97%e6%9b%b8/




財務報告檢查表
111年3月臺教會（二）字第1114400627號函版

第二部分
（會計師填報）

01. 罄明事項：
本會計師聲明最近3學年內（含受查之本學年度）未曾在受查核之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專

（兼）任教職或董事，或未連續5學年查核同一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或未兼任學校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諮詢及相闊顧問？另本會計師於受查之本學年度及之前3學年度，未曾受會計師

懲戒委員會懲戒並公告嚀定？

罄明結果： [VJ是 ［］否

查核會計師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

泣吖羣
受查者填表說明：

I. 勾選 「 是」時，得毋須於 「 補充說明」爛內提出說明。

2. 勾選「否」時，靖於 「 補充說明」爛內提出說明。

3. 勾選 「 不適用」表無須進行該項查核或無此事項，惟仍讀於 「 補充說明 1 櫧敘明勾選之原因。

4. 註記有「＊」者，若勾選是靖填列教育部核准文號。

會計師填表說明：

I. 勾選「同逸」時，得毋須於 「 補充說明」欄內提出說明。

2. 勾選「不同逸」時，請於 「 補充說明」欄敘明勾選之原因。

3. 附屬機搆及租關事業請準用本表辦理。

4. 本財務報告檢查表與經會計師查核簽渥之查核赧告及財務報表併同裝討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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