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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一) 本校遵照中華民國憲法第 158 條規定，授予學童一般之知識，培育德智體群美五

育兼修之健全國民為宗旨。 

(二) 本校係依據「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設置「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

並依規定據以編列本校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期能維護教育健全發展之需要，

提昇教育經費運用績效之目標。 

(三) 實施教育發展基金後，預期經費支用更具彈性而實際，賸餘可滾存下年度繼續支

用，使基金之運用達最大效益。 

二、施政重點 

(一) 本校 109 學年度核定班級數 26 班(普通班 21 班、資源班 1班、幼兒班 4班)，預

計學生人數 590 人。 

(二) 辦理資源班。 

(三) 繼續辦理發展改進國民教育。 

(四) 辦理十二年國教課程計畫，設計多元、統整、適性之教學活動。 

(五) 辦理性別教育推廣工作。 

(六) 充實教學設備，加強維護校舍，整理學校環境，蔚為社會風氣。 

三、組織概況 

本校設置校長 1人，綜理校務，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輔導處(室)、人事

室、會計室等單位，編制正式教員(含校長)44 人、正式職員 4人、正式工員 2人，總

計 50 人。 

各處室業務職掌如下： 

教務處：辦理入學註冊、教學編排、課程研究、成績考察、學籍編定及圖書管理等業

務。 

學生事務處：辦理學生個性行為、體育衛生及醫療保健等業務。 

總務處：辦理採購、事務、文書、檔案、出納、財管及技工、工友管理等業務。 

輔導處(室)：辦理學生學習、諮商及發展特殊潛能等業務。 

人事室：辦理教職員任免、考核、福利及退休撫卹等業務。 

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等業務。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特定收入來源，供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

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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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計畫 

一、基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財產收入計畫 20 
1.本校場地出租租借收入。 

2.較上年度預計收入 2萬元無差異數。 

政府撥入收入

計畫 
67,534 

1.市政府補助教育經費 6,753 萬 4 千元。 

2.較上年度預計收入 6,508 萬 4 千元，增加 245

萬元，主要為辦理本年度國民教育計畫預算

增加，致公庫撥款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計畫 2,252 

1.辦理課後照顧班、課後社團班、教師甄試、

寒暑假育樂營等雜項收入。 

2.較上年度預計收入 205 萬 5 千元，增加 19 萬

7 千元，主要係課後照顧班報名人數增加，致

雜項收入增加所致。 

 

二、基金用途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國民教育計畫 51,637 

1.辦理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計畫，革新教學方

法，充實各科教材，推動多元化教學活動，

提高教學效能。 

2.較上年度預計支出 4,769 萬 5 千元，增加 394

萬 2 千元，主要係辦理學生教學業務增加所

致。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17,796 

1.配合校務推動行政處室支援工作。 

2.較上年度預計支出 1,888 萬 8 千元，減少 109

萬 2 千元，主要係辦理學生教學行政業務減

少所致。 

建築及設備計

畫 
373 

1.汰換、充實各科教學設備，辦理校舍、場地

等修建工程等業務。 

2.較上年度預計支出 57 萬 6 千元，減少 20 萬 3

千元，主要係辦理教學環境改善及行政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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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學設備業務減少所致。 

 

叁、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預算數 6,980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715 萬 9 千元，增加

264 萬 7 千元，約 3.94%，主要係公庫撥款收入增加所致。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預算數 6,980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715 萬 9 千元，增加

264 萬 7 千元，約 3.94%，主要係辦理與學生各項教學相關業務增加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賸餘 0元，無差異數。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8）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國民教育計畫 
辦理各項教學、學生事

務及輔導等業務。 

1.108 學年預定招收 23 班，實際招收

23 班，預計學生人數 542 人，實際

學生人數 551 人。 

2.辦理教師甄選、國小社團活動、藝文

競賽等項目。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綜理學校總務、人事、

會計等業務。 

執行行政運作計畫，配合教育業務推

動、強化行政管理功能，增進校務運作

效能。 

建築及設備計

畫 

購置教學所需教學設

備等及改善教學環境。 

辦理各學科因應教學課程需要購置教

學設備，另辦理後門改善工程，營造優

質與安全學習環境。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09 年 1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國民教育計畫 
辦理各項教學、學生事

務及輔導等業務。 

1.辦理教師甄選、國小社團活動、藝文

競賽等項目。 

2.針對學生個別潛能給予適當發展。 

3.購置課桌椅，改善學生學習環境。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綜理學校總務、人事、

會計等業務。 

執行行政運作計畫，配合教育業務推

動、強化行政管理功能，增進校務運作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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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建築及設備計

畫 

購置教學所需教學設

備等及改善教學環境。 

辦理各學科因應教學課程需要購置教

學設備及飲水機，另辦理遊戲器材區鋪

面整修工程、教室窗簾更新，營造優質

與安全學習環境。 

伍、其他：  

一、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

境設備，營造優質

與安全學習環境 

資本支出執行率 

(建築及設備計畫決算

數+執行結餘數)/建築

及設備計畫可用預算

數*100% 

80% 

 











  

 

 

 

 

 

 

 

 

 

 

 

 

 

 

 

 

 

 

 

 

   
  






















 















 

 

 

 

 



 

 

 

 

 

 











     



 











 

   

 
  





 

 
  








 

 




























  
 

  

  
  
   

  

  
   

  

  



  
   

  
   

   

  
   





   

   

  



  



  
  
   

   

  
   

   

  
   

   

  
   

  




























   

   

   

  
   


  

   


  

  

  
  
   

  

   






   


  

   

  

  




  
   

  
   
  









 

   





  
  
   

  

  




























  
   

  

   

  
   

  
   

  

   
  
   






  



  



   

  
  
   

  

  

   


   

  

  
  
   

  
 

  

  
  
   

   

  
   




























  
   

  
   

   

  
   





   

  

  
   

  

  
  
   

  
   

   

  
   

  
   





  

  
   

  
  
   

  
   





   

  





  
   




























  

  
  
   

  



  

   

  



   





  
   

  
 

  




  





  
   
   


 

  




  





  
   

 
  





  





  




























   





  

   

  

 
  









     










 

 
 

 
 

 
 
 
 

 





單位 數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預(決)算數 說      明

69,806                      

國民教育計畫 51,637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7,796                      

建築及設備計畫 373                          

67,159                      

國民教育計畫 47,695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8,888                      

建築及設備計畫 576                          

70,126                      

國民教育計畫 50,94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8,923                      

建築及設備計畫 263                          

71,051                      

國民教育計畫 51,86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7,837                      

建築及設備計畫 1,353                       

56,357                      

國民教育計畫 49,006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5,546                       

建築及設備計畫 1,806                       

732- 15

中華民國110年度

106年度決算數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國民小學

前年度決算數

107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年  度  及  項  目

上年度預算數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