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111__年度新北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新北市文化基金會查核表                                     查核日期：111年 6月 27 日 

一、會務運作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一） 若為財團法人法施行前

(108 年 2月 1 日)設立之

財團法人，與該法規定之

不符者，除財團法人名

稱、捐助財產總額、民間

捐助法人董事產生方式

外事項，是否已經補正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1.本會於 77年成立，並於當年 7月 18日訂定捐助章程。配合財團法人法訂定公

布，本會業於 109 年 4 月 29 日完成捐助章程修訂，於 110 年 2 月 17 日經報主

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函復核定。 

■是 

□否 

無 

（二） 是否建立人事、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度，報主管機關

核定？ 

本會已訂定人事規則、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110年 1月 27日經第 12屆董事暨

第 9屆監察人第三次聯席會議通過，並於 110 年 2月 24日經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函復同意備查。 

■是 

□否 

無 

（三） 董事與監察人之任期，是

否符合捐助章程之規範，

並於屆滿前如期完成改

選？ 

1.本會捐助章程第 9條規定，本會董事及監察人每屆任期二年，期滿可連任，並

應於前屆董事會任期屆滿前 3個月內遴聘完成。 

 

2.本會第 12 屆董事及第 9 屆監察人任期自 109 年 1 月 31 日至 111 年 1 月 30

日，業於 109年 1月 15日完成改選，符合前開規定。 

■是 

□否 

無 

（四） 遴聘之董事及監察人，是

否有一定比例由原捐助

或捐贈之公法人推薦代

表擔任？ 

1.本會捐助章程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及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本會董事總人數 1/2

以上，應由新北市政府遴聘、監察人應有 2位由新北市政府推薦人選或指派之代

表擔任。 

 

2.本會 110年度董事 13人及監察人 5人。其中機關推薦代表董事 8 人、監察人

5人，符合相關規定。 

■是 

□否 

無 

（五） 董監事之任一性別比是 本會第 12屆董事及第 9屆監察人共 18人，女性占全體 7/18，未低於 1/3比例。 ■是 無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否不低於三分之一？ □否 

（六） 是否於上、下半年至少各

舉行 1次董事會議，由董

事長召集並為主席，且出

席率符合財團法人法之

規定？ 

本會 110年共召開 3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分別於 1月 27日、8月 13日及

10 月 19 日召開第 12 屆第 3 次、第 4 次及第 5 次聯席會議，會議出席董事人數

皆達 2/3以上，符合財團法人法第 43條、第 45條規定。 

■是 

□否 

無 

（七） 是否依規定訂定工作計

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辦

理？ 

111 年工作計畫及預算書業已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 110 年 8 月 19 日函送新北

市政府文化局。 

■是 

□否 

無 

（八） 是否依規定將工作成果

及決算提經董事會審定，

並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

查核後，報請主管機關辦

理？ 

109年工作成果及決算書業已提經董事會通過，並經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後，於

110年 4月 14日函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是 

□否 

無 

 

 

 

 

 

 

 

 

 

 

 



 

二、財務管理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一） 登記之財產總額是否有

動用之情形？若有，是

否依規定辦理？ 

本會法人登記證書財產總額 1億 3,120萬元，無動用。 ■是 

□否 

無 

（二） 基金會財產之運用，是

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規範之運用方法？ 

本會財產之運用，以法人名義為之且訂有捐助章程，其中第 4條與第 5條規定基

金使用用途(本會辦理各項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捐

助為原則。)同時訂有投資作業辦法，規範財產運用及限制。 

■是 

□否 

「財團法人新

北市文化基金

會投資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2

目與財團法人

法第 19條第 3

項扞格項目，

請予修正。 

（三） 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是否

與財產實際總額相符？  

本會法人登記證書財產總額 1億 3,120萬元，110年財產實際總額 1億 3,565萬

4,091元，大於登記財產總額，係因累積膡餘 445萬 4,091元。 

 

 

■是 

□否 

資產負債表：

屬法院登記財

產部分，會計

科目列項及

「流動金融資

產」現值估

算，請予修

正。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四） 基金會對其捐助財產、

孳息及其他各項所得，

是否確無分配賸餘之行

為？ 

本會對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項所得，確無分配賸餘之行為。 ■是 

□否 

無 

（五） 董事、監察人兼職費與

董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

之薪資支給情形為何，

支給基準是否依法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是否符

合財團法人法規定？ 

依照財團法人第 52條，本會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董事兼任執行長及本會

兼職人員皆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 

全時人員依照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之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

點支給報酬標準表(同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非編制人員管理要點規定之暫僱

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編列預算書報文化局，並依編列基準支給。 

■是 

□否 

無 

（六） 是否就補助款開立專

戶，專款專用？ 

本會已開立專戶。捐贈帳號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文化基金會、臺灣銀行板橋分

行(銀行代號 004)帳號 027001206869。 

■是 

□否 

無 

 

  



 

三、業務執行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一） 預算與決算是否有大幅

落差？ 

本會 110年決算收入 1,219萬 7,652元，支出 1,552萬 750元，短絀 332萬 3,098 

元。支出部分決算超過預算比例 71.27%，主要因為 109 年捐贈收入較晚入帳，

業務計畫期程跨年度辦理，109年剩餘經費約 496萬元併入 110年辦理及支付，

故整體執行數較高。 

■是 

□否 

無 

（二） 獎助或捐贈是否以捐助

章程業務項目為限，且

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

人所為之獎助或捐助，

在當年度支出之比例未

超過 10%，或符合財團法

人法第 21 條第 2 項之

規定？ 

本會 110 年延續補助 109 年 10 所重點學校，辦理下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學

習補助計畫」合計 20 萬元。經費來自廣達基金會贊助，獎助對象符合捐助章程

第 3 條規定之業務項目，且補助金額占當年度支出 1.29%，未超過當年度支出

10%。 

 

 

 

 

■是 

□否 

無 

（三） 是否將前一年度之接受

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

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

冊主動公開？（惟補助、

捐贈者或受獎助、捐贈

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

對，或公開將妨礙或嚴

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

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公開之） 

本會已將 109年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主動公開於

本會官方網站。 

■是 

□否 

無 

（四） 年度工作計畫目標是否

合於設立宗旨及業務項

目？ 

本會推動業務主要方向為產官學合作大平台模式，爭取學術界、企業界，以及各

局處共同推動新北市的文化藝術教育活動。110年度工作計畫目標，合於設立宗

旨及捐助章程第 3條規定所列業務項目。 

■是 

□否 

無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五） 核定之計畫內容，若有

變更執行內容者，是否

報經本局同意後變更？ 

本會 110年工作計畫業經文化局核定，目前無變更。 ■是 

□否 

無 

（六） 年度工作績效情形說明 一、「寶寶劇場暨日常美學示範基地」計畫：「寶寶劇場」110年邀請新北市弱勢

幼兒、家庭，打造兼具光影與魔幻故事的《寶寳音浪》，並於 111 年 l 月在府中

15進行 7場次表演，讓孩子們實際接觸藝術。「日常美學示範基地」則舉辦「《我

們在安靜中跳舞》聽障表演藝術文件展」，展覽期間共舉辦 5 場現場導覽，讓聽

人朋友了解聾人世界文化，而有更多尊重與包容。 

 

二、新二代培力光榮計畫： 

與北海岸 10 所國中小合作，補助校園辦理培力活動，培養新住民子女的身份認

同及母國文化意識。另拍攝紀錄片，為參與社團活動的新住民子女留下珍貴影像

紀錄，並於 110年 8月正式發行《成長進行式》系列紀錄片，11月在府中 15紀

錄片放映廳舉行特映會。 

 

三、青少年藝文紮根工作計畫：舉辦「青年世紀文學獎」徵文比賽，邀請國高中

學生投稿，於 110 年 5 月徵件，10 月評選與頒獎，共徵得 390 篇散文與新詩作

品稿件，選出 22篇優秀得獎作品。 

 

四、新北市在地文史展計畫：110 年 9 月舉辦「心造自然－陳士侯個展」，透過

畫家歷年近 50件經典之作，帶領觀者從心體會創作者用心再造的自然之美。 

 

五、新北市經典音樂推廣計畫：採集 8 首新北市經典樂曲，進行改編保存並錄

製，並於 110年 4月舉辦「屬於新北的歌」新北市歌謠編曲比賽。110年 5月舉

辦 1 場「望你早歸」新北經典音樂演奏會以及 2 場淡水輕軌音樂快閃活動。110

年 8月發布「新北心戀曲」專輯。 

■是 

□否 

無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六、新北市「2030願景工程」計畫：110年 4月成立「點子學校」共開設「電影

Club House」、「亞洲電商學浣」、「府中沙龍」、「風雲中的台灣未來」、「ESG永續

新浪潮講堂」、「認識東南亞移民工講堂」等六項課程，合計 37場講座。 

 

 

  



 

四、會計制度 

查核項目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實際查核狀況 查核改進建議 

（一） 是否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

關備查？ 

本會已訂定會計制度，並於 110 年 1 月 27 日經第 12 屆董事暨第 9 屆監

察人第三次聯席會議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備查，於 110 年 2 月 24 日經該局函復

同意備查。 

■是 

□否 

無 

（二） 會計制度是否採曆年制及權責

發生制，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 

本會會計制度「壹、總說明」第 2、4、5點規定，會計年度採曆年制及權

責發生制，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是 

□否 

無 

（三） 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1.本會 110 年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於 111 年 5 月 3 日函送

文化局備查。 

 

2.本會已依全國性文化事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訂定本會誠

信經營規範草案，待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是 

□否 

無 

（四） 經費收支有無詳細記載於帳

簿，並保存收支之原始憑證，

以供本局查核？ 

經費收支業詳細記載於帳簿，並將收支之原始憑證上鎖置於本會辦公室專

人保管。 

■是 

□否 

無 

（五） 會計簿籍、會計報告及會計憑

證是否妥善保存？ 

本會會計簿籍(含決算書、經費收支帳簿)、會計師查核報告、會計憑證上

鎖置於本會辦公室專人保管。 

■是 

□否 

無 

（六） 存摺、定期存單、支票之登記

及保管情形是否妥善？ 

本會存摺、定期存單、支票皆由出納專人保管。 ■是 

□否 

無 

（七） 會計、出納是否各指定專人辦

理？ 

依本會組織規章第 2條規定設有行政室，並指定專人廖淑真、許正蕾分別

擔任會計、出納。 

■是 

□否 

無 

 

  



 

五、基金會最近一次查核應改善建議辦理情形(最近一次查核日期：無) 

相關應改善建議 基金會自評辦理狀況 本次查核實際狀況 文件編號 

無前一次查核應改善建議辦理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