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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一致性範例之研究 

摘要 

現行財團法人適用之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的資訊揭露，

未完善考量不同財團法人的性質與營運差異；例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財務報表使用者與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使用者兩者之資訊需

求差異，且不同類型之財團法人須遵循之規定會因所管轄之主管機關不

同而略有不同。因此，財務報表使用者在分析不同類型之財團法人編製

之財務資訊時，難以進行客觀分析比較。有鑑於此，本研究的重點在於

研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一致性範

例。 

經過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與現行法令規定後，本研究提出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制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

及會計代碼之參考表，以及研擬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以下簡稱編準範例）。若各主管機關修訂其所主管

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適用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時參採該編準

範例，將可增進各財團法人財務資訊之可比性，進而有助於主管機關之

監督作業，促使財務報表之使用者更了解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狀況

及營運結果。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而言，可縮小財務報表與預決算書表

之格式間之差異，降低其行政作業的成本及負擔。本研究亦提出將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依基金總額及年度收入作為門檻，區分大規模及小規模兩

類型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並要求大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除揭露編準

範例要求之必要資訊外，另行揭露其他有助於使用者決策之揭露事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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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以及重要項目明細表；此對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而言，將可

務實於財務報表中揭露一些必要資訊，而無需耗費額外之時間與成本來

揭露詳細財務、非財務相關資訊。 

本研究建議各主管機關未來可考量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預算書及決

算書中部分內容之格式與財務報表一致，並持續隨著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之修訂發展作必要更新。另外，未來在推動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建置財務

報表之分類標準方面，本研究則建議可採用 XBRL 分類標準，對適用之

財團法人舉辦XBRL應用宣導會與教育訓練，並可採循序漸進方式推行，

期許未來藉由導入 XBRL 分類標準，能強化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資訊

之可比性及透明度，並提升各個主管機關監理之效率與效果。如此，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資訊將更具有用性，進而提升國家數位競爭力。 

 

關鍵詞：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財務報導、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分

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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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Template Regulation on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s for the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Abstract 

Current regulations regarding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s did not properly take the 

difference in nature and operation among founda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for 

example, the difference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users’ needs between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and public-endowed foundat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foundations being required to comply different rules 

promulgated by different authoritie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financial 

statements users to analyze financial information objectively. Based on the 

facts above,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the template regulation on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s for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After reviewing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rrent 

regulations, we develop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by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a reference table of common accounting 

items and codes for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and Template 

Regulation on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s for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If the authorities could adopt or refer to 

the template regulation when amending existing regulations, it would improve 

the compar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among different foundations, 

enhance the monitoring operations by authorities, and further allow financial 

statements us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inancial position and operating 

results of the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For government-end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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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s, the adoption of the template regulation would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forma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final accounting 

reports as well as lower their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burdens. We also 

propo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arge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from the small ones based on their total amount of funds and annual revenue 

and to require large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to disclose more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those required by the template regulation. So that 

the small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could only focus on disclosing 

certain necessary information items, which means that additional time and 

costs for disclosing detailed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would be 

avoided. 

We suggest that the authorities make the requirements about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statements for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budgets and final 

accounting align with requirements about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ddition, 

the authorities could make necessary updates to the requirements as the 

amendments of 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s.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XBRL taxonomy, we suggest to adopt XBRL taxonomy gradually, and to 

have related seminars and training courses. By introducing XBRL taxonomy 

in the future, the compar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authority supervision 

will be improved. By doing so,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s will be more useful and our national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will be enhanced. 

 

Keywords: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 Accounting, Financial 

Reporting,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s,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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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緖論 

本章敘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範圍及研究目的，並

依據研究範圍及研究目的，說明研究報告之架構。 

1.1 研究背景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臺灣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府遺留財產，

其中部分資產係透過成立財團法人的方式來管理；當時政府為配合施政，

開始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以協助行政機關執行施政政策。早期政府捐助

成立的財團法人，多半與民生經濟事務相關，主管機關以經濟部或農業

委員會為主。隨時代發展，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漸形普遍，性質也

日益多元。由於這類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具有半官方的色彩，與純粹由民

間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不同，所以一般稱之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或「公設財團法人」。1
 

依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統計，截至民國 108 年 7 月 30 日止，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共有 112 家2。然而，目前這些財團法人所使用之會計項目、

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及財務報告之編製，係依各主管機關3制定之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辦理。例如，教育部訂定之「全國性

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金管會）訂定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

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經濟部訂定之「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以及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訂定

                                                 
1
 劉坤億、李天申，2016a，〈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的檢討與策進〉，《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4（3）：108-117。 
2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各部會財團法人民國 109 年度家數統計，截至民國 108 年 7 月 30

日止，函送 109 年度預算書之單位共計 119 家，其中有 8 家之政府捐助比率不超過 50%，分別為日

本撤退所遺留財產所成立之 1 家以及立法院決議函送之 7 家。本研究對象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包括捐助比率超過 50％之 111 家及接收日本撤退所遺留財產所成立之 1 家，計 112 家。 
3
 依「財團法人法」第 3 條規定，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除登記及清算事項外，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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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醫療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準則」及「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前述編製準則規定，財團法人就所適用之編製準則未規定之事

項，須遵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為會計基

金會）所公開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s, EAS）處理。惟許多部會均規定財團法人得因實際業務需要，

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然而，EAS 與 IFRS

之規範對象，主要為屬營利事業之法人組織；而財團法人係屬具公益性

且不以營利為目的之非營利組織，因此 EAS 與 IFRS 無法一體適用。 

1.2 研究動機 

「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公益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

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私法人；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政府

為因應特殊行政任務需要或為達成特定政策目的，所捐助成立或依法設

置。4
 

為強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監督機制，「財團法人法」於 108 年 2

月 1 日實施5。其中，「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4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制

定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是故，各主管機關皆對

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制定了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惟該等

規定係針對其各所管轄之所有財團法人，並未考量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

財務報表使用者與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使用者兩者之資訊需求

差異，造成財務報表使用者可能無法自已規範財務資訊表達與揭露中，

獲悉對其決策攸關之資訊；再者，不同類型之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

                                                 
4
 財團法人法總說明。 

5
 「財團法人法」第 76 條明定，本法自公布後 6 個月施行。「財團法人法」之公布日期為民國 107 年

8 月 1 日，故其實施日為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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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編製須遵循之規定將因所管轄之主管機關不同而略有不同，因而

導致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使用者（包括一般捐助人、監管機關或其他人

士）在分析不同類型之財團法人編製之財務資訊時，難以進行分析比較，

造成使用者之困擾。 

為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資訊能充分妥適揭露，

有助於各主管機關之監督及一般捐助人或其他人士了解其財務狀況及營

運結果，所以有賴政府對其所捐助不同類型之財團法人訂定一致之規範。

因此，研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一致

性範例，以作為各主管機關有效監督之參考，此係刻不容緩之工作。 

1.3 研究範圍 

基於成本效益考量，本研究以 EAS 為基礎，研究適用於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之基本架構。此外，本研究分析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現行會計制度或其主管機關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研訂共通性分類標準，以及訂定適用於不同財團法人的分類標

準指引。最後，依據所研擬之基本架構，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為對象，

依財團法人特性研訂其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範例，俾供主管機

關未來制定或修正相關規定之參考。 

1.4 研究目的 

現行我國營利事業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之編製，係適用「商

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包括金管會認可之 IFRS 及會計基金會制定之 EAS。然而，財團法

人屬非營利組織，該等規定尚無法一體適用。為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

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資訊能充分妥適揭露，以有助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監督及一般捐助人或其他人士了解其財務狀況及營運結果，擬透過

本研究建立其一致性範例，作為主管機關之參考，並增進財團法人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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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有用性及可比較性。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可分為下列 3 項： 

一、 建立基本架構：以 EAS 為基礎，針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建立

一致性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本研

究將以 EAS 中與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及財務報表有關之規定為基

礎，於第 4 章「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

例之基本架構」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以及

其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並說明決定基本

架構時之考量。 

二、 研訂共通性分類標準：針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研訂共通性分類

標準，以及訂定適用於不同財團法人的分類標準指引。本研究將於

第 5 章「共通性分類標準及適用於不同財團法人之分類標準指引」

說明本研究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研訂之共通性分類標準及指

引。 

三、 研訂其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範例：針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研訂其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及財務報表之範

例。本研究將以第 3 章「現況分析」中所探討各準則所規定之財務

報表範例為基礎，依第 4 章「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所建立之基本架構，於第 6 章「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列出所訂定之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及財務報表範

例，並說明研訂該等編製準則範例及財務報告範例時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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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架構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報告將分為下列 7 個章節： 

第 1 章 緒論 

第 2 章 文獻探討 

第 3 章 現況分析 

第 4章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

架構 

第 5 章 共通性分類標準及適用於不同財團法人之分類標準指引 

第 6 章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 

第 7 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未來將可作為各主管機關修訂財團法人會計事務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參考，以提高財團法人財務資訊有用性；此

外，各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參採本研究之一致

性範例，將可增進各財團法人財務資訊之可比性，進而有助於主管機關

之監督，並使一般捐助人或其他人士了解其營運及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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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探討之內容為，可供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會計事務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參考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在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尚無可一體適用之規定之情況下，本研究先探討我國營利事業適用

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觀念架構，以及其他國家已發展之非營利組織之

會計制度，俾作為研擬對我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一致性範例之參考。 

2.1 營利事業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觀念架構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發展起始於民國 70 年，當時之財務會計準則係

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務會計委員會制定。於民國 73 年，

為使會計準則之制定更加超然獨立，會計基金會成立，接續負責制定財

務會計準則。 

爾後，為因應資本市場全球化時代之來臨，我國金管會為增加國際

企業間財務報表之可比性，提升財務資訊品質，並降低我國企業於國際

資本市場之募資成本，要求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全面採用 IFRS。因此，自

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我國公開發行公司皆改採用 IFRS。金管會後續

採循序漸進方式推動國內版本升級，自民國 106 年起不限定版本，就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發布

之 IFRS 由金管會逐號評估各準則對國內企業實務之影響，並經金管會逐

號認可後適用6。 

為增進我國非公開發行公司與公開發行公司會計原則之一致性，並

提升非公開發行企業之財務資訊品質，經濟部商業司於民國 104 年委託

會計基金會考量非公開發行公司之經營環境及實務需求，並以接軌 IFRS

                                                 
6
 例如，IASB 所發布 2018 年版之準則， 



8 

為目標，制定我國非公開發行企業適用之會計準則，至今已制定非公開

發行企業適用之 EAS 共二十三號。 

自此，我國營利事業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有公開發行公司依

循之金管會認可之 IFRS 及非公開發行企業依循之 EAS 二者。IFRS 係由

IASB 制定，而 EAS 係由會計基金會所制定。 

無論是 IFRS 或 EAS，二者皆訂有「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以下簡

稱觀念架構）以說明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及觀念。具體而言，「觀念

架構」係會計/財務報導準則之理論基礎，可協助準則制定機構訂定出觀

念一致並提供財務報告使用者有用資訊之準則，協助財務報表編製者在

特定交易或其他事項無準則可適用或準則允許作會計政策選擇時訂定一

致之會計政策，亦有助於各方了解及解讀「準則」。 

如前所述，我國營利事業所適用之會計準則分為公開發行公司所適

用之 IFRS 及非公開發行企業適用之 EAS。基於本研究之現況分析可知，

目前各部會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所訂定之編製準則，大多規定「××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本準則；本準則未規定者，依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辦理」，而所謂「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通常指 EAS 或 IFRS。

因此，了解 EAS 及 IFRS 之觀念架構，對建立適用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至關重要。據此，本

研究先就 IFRS 與 EAS 之觀念架構之內容探討如下： 

2.1.1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觀念架構 

根據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 條之規定，我國發

行人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該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之；其未規定者，應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而所依循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指金管會認可

之 IFRS，該準則目前係由 IASB 負責制定。為制定一套高品質、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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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國際化的財務報導準則， IASB 之前身，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於 1989 年發布「財

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作為 IASC 制定準則的指引，此為 IFRS 最早

之觀念架構。其後，IASB 於 2010 年，發布 2010 年版「財務報導觀念架

構」取代 1989 年發布之「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後續又對 2010

年版「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作全面性的修正，並於 2018 年 3 月發布「財

務報導觀念架構」（以下簡稱 2018 觀念架構）。以下所介紹之觀念架構係

IASB於 2018年 3月發布，並經金管會認可於民國 109年開始適用之「2018

觀念架構」。 

2018 觀念架構一共有八章，分別為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有用

財務資訊之品質特性、財務報表及報導個體、財務報表之要素、認列與

除列、衡量、表達與揭露以及資本觀念及資本維持觀念，茲分述如下。 

一、 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 

2018 觀念架構第 1.2 段提及，「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

係提供對現有及潛在之投資者、貸款人及其他債權人於作成有關

提供資源予報導個體之決策時有用之報導個體之財務資訊」；

2018 觀念架構第 1.5 段則指出「許多現有及潛在之投資者、貸款

人及其他債權人無法要求報導個體直接對其提供資訊，而必須依

賴一般用途財務報告以取得其所需之許多財務資訊。因而，渠等

為一般用途財務報告所針對之主要使用者」。2018 觀念架構第 1.2

段所述之決策涉及對下列各項之決策7： 

 買入、賣出或持有權益及債務工具； 

 提供或結清貸款及其他形式之授信；或 

 對影響個體經濟資源之使用之管理階層行動，行使表決或

                                                 
7
 2018 觀念架構第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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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權利。 

所謂「一般用途財務報告所針對之主要使用者」之決策，取

決於渠等預期之報酬；而有關報酬之預期，則取決於其對個體未

來淨現金流入之金額以及其對管理階層之個體經濟資源託管責

任之評估8。為作前述評估，使用者需要下列項目之資訊：(1)報

導個體之經濟資源、對個體之請求權及該等資源與請求權之變動

之資訊；及(2)個體之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如何有效率且有效果

地履行其使用個體經濟資源之責任之資訊9。一般用途財務報告提

供上述評估所需之資訊。 

二、 有用財務資訊之品質特性 

根據 2018 觀念架構，財務資訊若要有用，必須攸關且忠實表

述其所意圖表述者。財務資訊如有可比、可驗證、及時且可了解

等特性，則可強化其有用性。因此，有用財務資訊之基本品質特

性，為攸關性及忠實表述10；而可強化財務資訊有用性之強化性

品質特性為可比性、可驗證性、時效性及可了解性11。 

(一) 基本品質特性 

 攸關性：若財務資訊能讓使用者所作之決策因資訊不同有

所不同，則該財務資訊具攸關性。要使所作之決策有所不

同，財務資訊必須具預測價值、確認價值或兩者兼具12。

重大性亦為攸關性之特定層面－若資訊之遺漏或誤述可

能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告之主要使用者以該等報告為基

                                                 
8
 2018 觀念架構第 1.3 段。 

9
 2018 觀念架構第 1.4 段。 

10
 2018 觀念架構第 2.4 段至第 2.5 段。 

11
 2018 觀念架構第 2.23 段。 

12
 2018 觀念架構第 2.6 至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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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所作之決策，則該等資訊係屬重大13。 

 忠實表述：係指忠實表述其所意圖表述現象之實質14；為

完美忠實表述，財務資訊應儘可能完整、中立及免於錯誤

15。 

(二) 強化性品質特性 

 可比性：讓使用者能辨認並了解項目間之相似處及相異處

之品質特性16。 

 可驗證性：可驗證性有助於向使用者確保資訊忠實表述其

所意圖表述之經濟現象，對具可驗證性之描述，獨立且已

充分了解之不同觀察者能達成該描述為忠實表述之共識

（雖未必完全同意）。 

 時效性：意指使決策者可及時取得資訊俾能影響其決策

17。 

 可了解性：係指對資訊清楚且簡潔地分類、特性化及表達，

而使其可被對商業與經濟活動具有合理了解且用心檢視

及分析資訊之使用者了解18。 

(三) 限制 

成本係對財務報導所能提供之資訊之普遍限制，因此報

導財務資訊之效益大於成本係屬重要19。 

                                                 
13

 2018 觀念架構第 2.11 段。 
14

 2018 觀念架構第 2.12 段。 
15

 2018 觀念架構第 2.13 段，有關完整、中立及免於錯誤之意涵，詳見 2018 觀念架構第 2.14 段至第

2.16 段。 
16

 2018 觀念架構第 2.25 段。 
17

 2018 觀念架構第 2.33 段。 
18

 2018 觀念架構第 2.34 及 2.36 段。 
19

 成本限制之成本係指報導財務資訊產生之成本，詳見 2018 觀念架構第 2.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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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報表及報導個體 

根據 2018 觀念架構所述，「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係「一特定

格式之一般用途財務報告，其提供財務報表使用者報導個體資產、

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之資訊」，以協助其評估報導個體未來

淨現金流入之展望及評估管理階層之個體經濟資源託管責任20。

財務報表所採取之觀點係從報導個體整體（而非從個體之現有或

潛在之投資者、貸款人或其他債權人之任何特定群組）之所見之

交易及其他事項之資訊21。 

財務報表通常會基於繼續經營假設編製，亦即報導個體係一

繼續經營之個體且於可預見之未來將持續營運之假設編製22。

2018 觀念架構亦敘明，報導個體係須編製或選擇編製財務報表之

個體，其可為單一個體或個體之部分或可由超過一個之個體所組

成，且不必然為法律個體23。例如，若報導個體由母公司及其子

公司所組成，則該報導個體之財務報表為合併財務報表24。 

四、 財務報表之要素 

根據 2018 觀念架構，財務報表要素為與報導個體之財務狀況

有關之資產、負債、權益，以及與報導個體之財務績效有關之收

益及費損25。各要素之定義分述如下： 

 資產：係指因過去事項而由個體所控制之現時經濟資源26，

而經濟資源係指具有產生經濟效益之可能性之一項權利27。 

                                                 
20

 2018 觀念架構第 3.1 至 3.2 段及附錄 A─用語定義。 
21

 2018 觀念架構第 3.8 段。 
22

 2018 觀念架構第 3.9 段。 
23

 2018 觀念架構第 3.10 段。 
24

 2018 觀念架構第 3.11 段。 
25

 2018 觀念架構第 4.1 段。 
26

 2018 觀念架構第 4.3 段。 
27

 2018 觀念架構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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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係指個體因過去事項而須移轉經濟資源之現時義務28，

而義務係指個體不具有實際能力避免之職責或責任29。 

 權益：係指對個體之資產減除其所有負債後之剩餘權利30。 

 收益：係指造成權益增加之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但不包含

與權益請求權持有人之投入有關者31。 

 費損：係指造成權益減少之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但不包含

與對權益請求權持有人之分配有關者32。 

2018 觀念架構亦指出「科目單位係指認列條件及衡量觀念所

適用之權利或權利群組、義務或義務群組，或權利與義務之群組」

33。科目單位之選擇係為提供有用資訊，此意謂所選擇之科目單

位提供之資產或負債及相關收益與費損之資訊須為攸關，且忠實

表述其所源自之交易或其他事項之實質34。 

五、 認列及除列 

認列係指將符合一財務報表要素（資產、負債、權益、收益

或費損）定義之項目納入財務狀況表或財務績效表中之程序35；

僅於一資產或負債之認列及任何所導致之收益、費損或權益變動

將提供有用（亦即攸關且忠實表述）之資訊予財務報表使用者時，

始認列該資產或負債36。 

反之，除列係指將一項已認列資產或負債之全部或部分自個

體之財務狀況表中移除，此通常於該項目不再符合資產或負債之

                                                 
28

 2018 觀念架構第 4.26 段。 
29

 2018 觀念架構第 4.29 段。 
30

 2018 觀念架構第 4.63 段。 
31

 2018 觀念架構第 4.68 段。 
32

 2018 觀念架構第 4.69 段。 
33

 2018 觀念架構第 4.48 段。 
34

 2018 觀念架構第 4.51 段。 
35

 2018 觀念架構第 5.1 段。 
36

 2018 觀念架構第 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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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時發生37。 

六、 衡量 

根據 2018 觀念架構，認列於財務報表之要素係以貨幣形式

量化，而此需要衡量基礎之選擇38。衡量基礎主要分為歷史成本

及現時價值，而現時價值衡量基礎又包括公允價值、資產之使用

價值及負債之履約價值，以及現時成本39。茲於表 2-1 說明各衡

量基礎之意涵。 

                                                 
37

 2018 觀念架構第 5.26 段。 
38

 2018 觀念架構第 6.1 段。 
39

 2018 觀念架構第 6.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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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IFRS 2018 觀念架構所定義之衡量基礎 

衡量基礎 意涵 

歷史成本 歷史成本提供自交易或其他事項產生之資產、負債及相關

收益與費損之價格資訊，除與資產減損或負債成為虧損性

有關之變動外，歷史成本並不反映價值之變動40。 

現時價值 現時價值反映衡量日情況所更新之資訊41。 

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係指於衡量日，市場參與者間在

有秩序之交易中出售某一資產所能收取或

移轉某一負債所需支付之價格42。此衡量基

礎反映市場參與者之觀點43。 

（資產之）

使用價值及

（負債之）

履約價值 

 使用價值係指個體預期源自使用資產及最

終處分之現金流量（或其他經濟效益）之現

值44。 

 履約價值係指個體預期隨其履行負債有義

務移轉之現金（或其他經濟資源）之現值45。 

 使用價值及履約價值反映個體特定之假

設，而非市場參與者之假設46。 

現時成本  資產之現時成本係約當資產於衡量日之成

本47。 

 負債之現時成本係就約當負債於衡量日將

收取之對價減除於該日將發生之交易成本
48。 

 

於選擇衡量基礎時，應考量衡量基礎將於財務報表中產生之

資訊是否為有用（攸關及忠實表述）之資訊，而衡量基礎所提供

之資訊是否攸關受資產或負債之特性及經濟資源對未來現金流

量之貢獻所影響49；衡量基礎所提供之資訊是否有忠實表述則可

                                                 
40

 2018 觀念架構第 6.4 段。 
41

 2018 觀念架構第 6.10 段。 
42

 2018 觀念架構第 6.12 段。 
43

 2018 觀念架構第 6.13 段。 
44

 2018 觀念架構第 6.17 段。 
45

 2018 觀念架構第 6.17 段。 
46

 2018 觀念架構第 6.19 段。 
47

 2018 觀念架構第 6.21 段。 
48

 2018 觀念架構第 6.21 段。 
49

 2018 觀念架構第 6.49 至 6.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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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衡量不一致（會計配比不當）及衡量不確定性所影響50。 

七、 表達與揭露 

報導個體藉由於其財務報表中列報及揭露資訊，以溝通其資

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之資訊51。 

分類係指就表達與揭露之目的，對資產、負債、權益、收益

或費損以共同特性（包含但不限於項目之性質、其於個體經營之

經營活動中之角色或功能，以及其如何被衡量）為基礎予以歸類

52；彙總係指具有共同特性且包含於同一分類之資產、負債、權

益、收益或費損之加總，彙總藉由彙集大量之細節而使資訊更為

有用53。 

八、 資本觀念及資本維持觀念 

資本觀念可分兩大類：財務資本及實物資本，茲分述如下： 

 財務資本觀念：於此觀念下，資本與個體之淨資產或權益

同義。財務資本觀念下，排除當期對業主之分配及自業主

之投入後，僅於期間結束日淨資產之財務（或貨幣）金額

超過期間開始日淨資產之財務（或貨幣）金額時，始賺得

利潤。財務資本維持可以名目貨幣單位或固定購買力單位

衡量54。大多數個體編製財務報表時係採取財務資本觀念

55。 

 實物資本觀念：於此觀念下，資本被視為以每日產出單位

為基礎之個體生產能力。實物資本觀念下，排除當期對業
                                                 
50

 2018 觀念架構第 6.58 至 6.62 段。 
51

 2018 觀念架構第 7.1 段。 
52

 2018 觀念架構第 7.7 段。 
53

 2018 觀念架構第 7.20 至 7.21 段。 
54

 2018 觀念架構第 8.1 及 8.3 段。 
55

 2018 觀念架構第 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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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分配及自業主之投入後，個體僅於期間結束日之實物

生產能力或營運能力（或為達成該能力所需之資源或資金）

超過期間開始日之實物生產能力，始賺得利潤56。 

 

本研究茲將 2018 觀念架構之重點整理如圖 2-1： 

  

                                                 
56

 2018 觀念架構第 8.1 及 8.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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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之目的：係提供對現有及潛在之投資者、貸款人及其他債權人於作成有關提供資源予報導個

體之決策時有用之報導個體之財務資訊。 

有用財務資訊之品質特性： 

 

財務報表之要素： 

 

 

 

認列：將符合一財務報表要素（資產、負債、權益、收益或費損）定義之項目納入財務狀況表或

財務績效表中之程序。 

除列：將一項已認列資產或負債之全部或部分自個體之財務狀況表中移除。 

衡量：認列於財務報表之要素係以貨幣形式量化。 

表達與揭露：報導個體藉由於其財務報表中列報及揭露資訊，以溝通其資產、負債、權益、收益

及費損之資訊。 

 分類：對資產、負債、權益、收益或費損以共同特性為基礎予以歸類。 

 彙總：具有共同特性且包含於同一分類之資產、負債、權益、收益或費損之加總。 

 

圖 2-1  2018 觀念架構之重點彙整 

財務報表之要素 

與財務狀況有關 

資產 

負債 

權益 

與財務績效有關 
收益 

費損 

衡量基礎 

歷史成本 

現時價值 

公允價值 

使用價值及履約價值 

現時成本 

有用財務資訊之品質特性 

基本品質特性 

攸關性 忠實表述 

強化性品質特性 

可比性 可驗證性 時效性 可了解性 

資本觀念 

財務資本 資本與個體之淨資產或權益同義 

實物資本 
資本被視為以每日產出單位為基礎

之個體生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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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企業會計準則之觀念架構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2 條規定，非公開發行企業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依「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其未

規定者，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但商業自 107 年會計年度開始日

起，除對被投資公司具控制、重大影響或合資權益者，其長期股權投資

應採權益法評價外，得自願比照金管會發布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第 3 條、第 9 條至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8 條、第 24 條之 1

至第 26 條及第 28 條規定辦理，並從其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不受本準則

相關規定之限制。另依經濟部民國 104 年 9 月 16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10402425290 號函規定，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2 條規定所稱之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指會計基金會所公開之 EAS。因此，現行我國非公

開發行企業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循「商業會計處理

準則」及 EAS 之規定（自願就特定項目選擇適用金管會發布之「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相關規定之非公開發行企業除外）。 

如同 IFRS，EAS 亦訂有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 號「財務報導之觀念

架構」（以下簡稱 EAS 觀念架構），以提供企業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編製及

表達所依據之觀念。EAS 觀念架構主要係以 IASB 所制定之 2010 年版「財

務報導之觀念架構」為基礎，而先前所探討之 2018 觀念架構中有部分內

容係沿用 2010 年版「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故 EAS 觀念架構之某些內

容與 2018 觀念架構相似。茲將 EAS 觀念架構之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 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 

根據 EAS 觀念架構，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係提供有關

企業之財務資訊，俾對現有與潛在投資者、貸款人及其他債權人，

於作成買賣或持有權益及債務工具、提供或結清貸款及其他各種

形式授信等決策時，成為有用之資訊，包括財務狀況、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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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現金流量之資訊57。 

二、 有用財務資訊之品質特性 

EAS 觀念架構中，對此部分之規定與 2018 觀念架構之規定

並無重大差異。亦即，財務資訊若要有用，必須具備攸關性及忠

實表述此二基本品質特性；可強化財務資訊有用性之強化性品質

特性包括可比性、可驗證性、時效性及可了解性58。對可由財務

報導提供之資訊，成本為一廣泛限制－報導財務資訊會產生成本，

而該等成本能被報導該資訊之效益合理化，至為重要59。 

三、 基本假設 

如同 2018 觀念架構所規定，EAS 觀念架構亦明定財務報表

之編製通常係基於繼續經營假設，即企業為一繼續經營之個體，

且於可預見之未來（自報導期間結束日起至少 12 個月）將持續

營運60。 

四、 財務報表要素之定義 

與 2018 觀念架構一致，EAS 觀念架構規定，直接與財務狀

況衡量有關之要素為資產、負債及權益，而直接與績效有關之要

素則為收益及費損61，但 EAS 觀念架構對各要素之定義與 2018

觀念架構對該等要素之定義略有不同（因 EAS 觀念架構中對財務

報表要素之定義係沿用 2010 年版「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之規

定）。茲將 EAS 觀念架構所規定各財務報表要素之定義分列如

下： 

                                                 
57

 EAS 觀念架構第 3 條。 
58

 詳見 EAS 觀念架構第 4 條至第 24 條。 
59

 成本限制之成本係指報導財務資訊產生之成本，詳見 EAS 觀念架構第 25 條。 
60

 EAS 觀念架構第 26 條。 
61

 EAS 觀念架構第 28 條及第 4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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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係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資源，該資源由企業控制，

並預期帶來經濟效益之流入62。 

 負債：係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預期該義務之

清償，將導致經濟效益之資源流出63。 

 權益：係指資產減去負債之剩餘權利64。 

 收益：係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

或負債減少等方式增加權益，但不包含業主投資而增加之

權益65。 

 費損：係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減少，以資產流出、消耗

或負債增加等方式減少權益，但不包含分配給業主而減少

之權益66。 

五、 認列及衡量 

EAS 觀念架構敘明，認列係將符合資產、負債、收益或費損

定義及符合下列認列條件之項目，列入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之程序：與該項目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企業，

以及該項目之金額能可靠衡量67。 

就財務報表要素之衡量，EAS 觀念架構則敘明，衡量係決定

財務報表要素認列並列示於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之貨幣金

額之程序，而此涉及特定衡量基礎之選擇68。衡量基礎通常包括：

歷史成本、現時成本、變現（清償）價值、現值、公允價值。茲

                                                 
62

 EAS 觀念架構第 28 條。 
63

 EAS 觀念架構第 28 條。 
64

 EAS 觀念架構第 28 條。 
65

 EAS 觀念架構第 42 條。 
66

 EAS 觀念架構第 42 條。 
67

 EAS 觀念架構第 47 條。 
68

 EAS 觀念架構第 5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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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 2-2 分別說明其意涵： 

表 2-2 EAS 觀念架構所定義之衡量基礎69
 

衡量基礎 意涵 

歷史成本  資產係以取得時為取得該資產所支付現金或約當現金

之金額，或所給予對價之公允價值記錄。 

 負債係以交換義務所收取之金額，或在若干情況下（如

所得稅），以正常營業中為清償負債而預期將支付現

金或約當現金之金額記錄。 

現時成本  資產係以目前取得相同或約當資產所須支付之現金或

約當現金之金額列帳。 

 負債係以目前清償所須支付之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未折

現金額列帳。 

變現（清

償）價值 

 資產係以於正常處分下出售資產，目前所能收取之現

金或約當現金之金額列帳。 

 負債係以其清償價值列帳，意即正常營業中為清償負

債而預期支付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未折現金額。 

現值  資產係以於正常營業下，該項目預期產生之未來淨現

金流入之目前折現值列帳。 

 負債係以於正常營業下，預期清償所須支付之未來淨

現金流出之目前折現值列帳。 

公允價值 於衡量日，市場參與者間在有秩序之交易中出售資產所

能收取，或移轉負債所需支付之價格。 

 

無論是 IFRS 或 EAS，「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均提供一般用途財務

報告之編製及表達所依據之觀念。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之一為以 EAS 為基

礎，針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建立一致性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因此本研究將藉由了解我國營利事業適用之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觀念架構，俾作為後續研議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會

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一致性範例時所依據之理論基礎。 

 

                                                 
69

 EAS 觀念架構第 6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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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國非營利組織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介紹 

為對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研擬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之一致性範例，本研究先探討其他國家對非營利組織之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之相關規定。 

2.2.1 美國非營利組織之會計處理規定 

為規範非營利機構之會計制度，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曾為非營利機構（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NPO）制定 FASB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93 號「折舊」

（Recognition of Depreciation by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FASB 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 116 號「捐贈」（Accounting for Contributions Received and 

Contributions Made）、FASB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17 號「財務報表」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FASB 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 124 號「投資」（Accounting for Certain Investments Held by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FASB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36 號「代收捐

贈之資產移轉」（Transfers of Assets to a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or 

Charitable Trust That Raises or Holds Contributions for Others），以及 FASB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64 號「合併與收購」（Not-for-Profit Entiti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於 2009 年後，FASB 發布會計準則編典（FASB 

Accounting Standards Codification
® ）之主題 958 「非營利組織」

（Not-for-Profit Entities）（以下簡稱 ASC 958），統整先前散落於不同公報

中對非營利組織之會計處理規定。ASC 958 之架構詳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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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FASB ASC 958 之架構 

編號 標題原文 標題中譯 

958-10 Overall 總論 

958-20 Financially Interrelated Entities 經濟利益關聯個體 

958-30 Split-Interest Agreements 分割利益合約 

958-205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財務報表表達 

958-210 Balance Sheet 財務狀況表 

958-220 Income Statement-Reporting 

Comprehensive Income 
損益表（報導綜合損益）
70

 

958-225 Income Statement 損益表（已被 ASC 

958-220「損益表（報導

綜合損益）」）取代） 

958-230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現金流量表 

958-310 Receivables 應收款 

958-320 Investments-Debt Securities 投資－債務證券 

958-321 Investments-Equity Securities 投資－權益證券 

958-325 Investments-Other 投資－其他 

958-360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58-405 Liabilities 負債 

958-450 Contingencies 或有事項 

958-470 Debt 債務 

958-605 Revenue Recognition-Contributions 收入認列－捐贈 

958-715 Compensation-Retirement Benefits 獎酬－退休福利計畫 

958-720 Other Expenses 其他費用 

958-805 Business Combinations 企業合併 

958-810 Consolidation 合併（財務報表） 

958-815 Derivatives and Hedging 衍生及避險工具 

958-840 Leases 租賃（已被 ASC 842「租

賃」（Leases）取代） 

 

                                                 
70

 ASC 958-220 之標題雖使用 Income Statement （損益表）一詞，惟 ASC 958-220-05-1 明定該次主題

係針對非營利組織之營運活動表提供指引，非營利組織編製該報表以取代營利事業之損益表。詳見

ASC 958-2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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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ASC 958 之定義，非營利組織因具有下列特性，而與營利事業

不同： 

 有許多來自捐贈之資源，且資源之提供者不預期回報。 

 非以營利為目的。 

 不同於營利事業，並無所有權權益（ownership interests）71。 

原則上，非營利組織應與營利事業遵循相同規定，ASC 958 僅針對

非營利組織較為特殊之會計議題另行提供指引72。以下針對 ASC 958 中較

特殊之議題加以說明： 

一、 捐贈（Contributions） 

對非營利組織而言，收受之捐贈為其主要收入來源，故捐贈之

會計處理為一項重要之議題。依 ASC 958 之規定，捐贈之定義為一

個體無條件地將現金或其他資產移轉予另一個體，或一個體以非業

主之身分自願地無償移轉資源以清償或取消另一個體之負債73。 

非營利組織收受之捐贈應以公允價值衡量74，並應視其性質於收

受當期認列為收入或利益，作為資產，或是負債或費損之減少75。當

不確定所收受之捐贈是否有價值時，可能意謂不得認列該捐贈76。 

ASC 958-605 另對捐贈之下列議題提供指引：  

 捐贈之承諾（Promise to give）：捐贈之承諾可以進一步區分

為無條件及有條件77。無條件的捐贈承諾應於收受時認列為

收入，但須有可驗證文件以充分證明捐助人作出該承諾且

                                                 
71

 ASC 958-10-20。 
72

 ASC 958-10-05-1。 
73

 ASC 958-605-20。 
74

 ASC 958-605-30-2。 
75

 ASC 958-605-25-2。 
76

 ASC 958-605-25-4。 
77

 ASC 958-60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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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承諾已被接受78；有條件之捐贈承諾係取決於捐助人所設

之條件，非營利組織應僅於所設條件之主要部分均已達成

後（亦即該承諾成為無條件之承諾時），始得認列該捐贈收

入（於條件達成前，已移轉之資產應認列為可退還預付款

項）79。 

 勞務之捐贈（Contributed services）：所收受之勞務符合下列

任一條件時，非營利組織應認列勞務捐贈之收入：(1)該勞

務可創造或增加非財務性資產；(2)該勞務需要專業技能、

由擁有該專業技能之個人提供，且若捐助人未提供則須向

外購買80。 

 藝術品、珍貴歷史文物及類似物品之捐贈（Works of art, 

historical treasures, and similar items）：非營利組織應將所收

受非屬收藏品81之捐贈認列為資產，並認列收入或收益82。

若非營利組織所收受之藝術品、珍貴歷史文物及類似物品

符合收藏品之定義而增添至收藏品，則無須（但亦得）認

列該項目83。若非營利組織選擇不資本化收藏品，則應於其

財務狀況表中列示單行項目並索引至與收藏品有關之揭露

資訊（包括收藏品之相對重大性及非營利組織對該收藏品

之託管政策84），並於其營運活動表中單獨揭露因收藏所導

                                                 
78

 ASC 958-605-25-8。 
79

 ASC 958-605-25-11、ASC 958-605-25-13 及 ASC 958-605-25-5F。 
80

 ASC 958-605-25-16。 
81

 ASC 958-605-20 定義之收藏品為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藝術品、珍貴歷史文物及類似資產： 

1. 持有供公共展覽、教育或促進公共服務研究（而非為營利而持有）。 

2. 受保護、不受剝奪、受照料且予以保存的。 

3. 根據組織政策之規定，出售之價款必須用於購置其他收藏品。 
82

 ASC 958-605-25-18。 
83

 ASC 958-605-25-19。 
84

 ASC 958-3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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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淨資產變動85。若非營利組織選擇將收藏品予以資本化，

亦應於財務狀況表中以單行項目列示資本化之金額86。 

 用於募款之物品捐贈（Items given for use in fundraising）：

非營利組織可能收受如票券、禮物、藝術品等可用於募款

之物品捐贈，並藉由將收受之物品移轉予最終資源提供者

或收受者（Ultimate resource provider or recipient）來獲得募

款。非營利組織應於收受該等物品時，按公允價值衡量並

認列之，並於將該物品移轉予最終資源提供者（收受者）

時，將該資產之公允價值與自最終資源提供者（收受者）

取得之募款間之差額認列為原始捐贈之調整87。 

當非營利組織作為中介機構（Intermediaries）或代理人（Agents）

而代收捐贈之資產移轉88時，非營利組織應將代收之現金或其他金

融資產同時認列為資產及對捐助人所指定之受益人之負債；非營

利組織對代收之非金融資產，如非營利組織於不同會計期間以一

致之方式報導其財務資訊並揭露其會計政策，則得（但無須）對

代收之非金融資產認列資產及負債89。 

二、 投資 

(一) 債務證券及權益證券90之會計處理 

根據 ASC 958-320 之規定，若非營利組織係透過捐贈取得

                                                 
85

 ASC 958-360-45-3 及 ASC 958-360-45-5。 
86

 ASC 958-360-45-3。 
87

 ASC 958-605-25-20。 
88

 ASC 958-605-25-25 規定，分辨一資產移轉究係捐贈或代收取決於非營利組織對所收受之資產是否

具有裁量權（Variance power），亦即可對移轉資產之使用再指定另一受益人而不受捐助人干涉之權

利。如非營利組織對所收受之資產具有裁量權，則該資產移轉為捐贈；反之，若對所收受之資產不

具裁量權，而係由捐助人指定該資產使用之受益人，則該資產移轉並非捐贈。 
89

 ASC 958-605-25-23 及 ASC 958-605-25-24。 
90

 此處之權益證券係指公允價值可輕易決定者，且不包含按權益法處理及納入合併之子公司之權益投

資。詳見 ASC 958-605-15-2 及 ASC 958-60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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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證券或權益證券，則應按其公允價值認列為資產，並於收

受當期認列收入或利得91；若債務證券或權益證券係購買取得，

則應按取得成本（加計交易成本）原始衡量92。無論取得之方

式為何，非營利組織對債務證券或權益證券後續均應按公允價

值衡量93（ASC 958 對債務證券之後續衡量規定與美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94、IFRS
95及我國 EAS

96之規定不同）。 

ASC 958 亦規定，非營利組織應揭露下列資訊：主要投資

類型之帳面金額97、重大市場風險集中之投資（或投資群組）

之性質與帳面金額98，以及金融工具之重大信用風險集中99。 

(二) 適用權益法（或公允價值）或須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投資  

判斷是否須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ASC 958-810 規定，非營利組織與另一非營利組織間之關

係可能有許多形式，非營利組織應依其與另一非營利組織間之

關係判斷是否須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若因對另一非營利組織持有多數表決權或為該另一非營

                                                 
91

 ASC 958-320-25-1 及 ASC 958-320-30-1。 
92

 ASC 958-320-30-1。 
93

 ASC 958-320-35-1。 
94

 此規定與美國營利事業之債務證券投資之後續衡量規定不同。根據 ASC 320「投資－債務證券」之

規定，營利事業之債務證券投資之後續衡量方式分為：(1)交易目的證券投資（trading securities），

以公允價值衡量，未實現損益入損益表；(2)備供出售證券投資（available-for-sale securities），以公

允價值衡量，未實現損益入綜合損益表；及(3)持有至到期日證券投資（held-to-maturity securities），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詳見 ASC 320-10-35-1 之規定。 
95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第 4.1 節之規定，企業應依其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及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將所持有之金融資產分類為：(1)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2)透

過其他綜合損益以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3)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EAS 之規定

詳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5 號「金融工具」。 
96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5 號「金融工具」規定，企業應將金融工具分類為下列種類：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放款及應收款、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以及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企業應依金融工具之種類決定應按公允價值、攤銷後成本

或成本衡量。 
97

 ASC 958-320-50-2。 
98

 ASC 958-320-50-3。 
99

 ASC 958-320-50-4。 



29 

利組織之單獨企業會員（sole corporate membership）而具

控制時，非營利組織應將該另一非營利個體納入合併財務

報表之編製100。 

 若對相關但單獨之另一非營利組織有董事會之多數表決

權而對該另一非營利組織具控制（且並非因有多數表決權

或為單獨企業會員而有董事會之多數表決權），且對該另

一非營利組織有經濟利益時，非營利組織應編製合併報表

101。 

 若以非屬前述兩種之方式對另一非營利組織具控制，並對

該另一非營利組織具經濟利益時，非營利組織得（但無須）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102。若未編製合併財務報表，非營利組

織應揭露另一營利組織之相關資訊103。 

 若對另一非營利組織具經濟利益或控制，但非同時具有兩

者，則非營利組織不得編製合併財務報表104，且須揭露與

另一非營利組織相關之資訊105。 

具重大影響之投資 

對於具重大影響之投資，非營利組織應採權益法處理，惟

不同於 IFRS 及 EAS 之規定，非營利組織亦得選擇按公允價值

衡量該等投資106。 

                                                 
100

 ASC 958-810-25-2。 
101

 ASC 958-810-25-3。 
102

 ASC 958-810-25-4。 
103

 ASC 958-810-50-2。 
104

 ASC 958-810-25-5。 
105

 ASC 850-10-50 及 ASC 958-810-50-3。 
106

 ASC 958-8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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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投資之會計處理 

如同對債務證券及權益證券之投資，若非營利組織係透過

捐贈取得其他投資（例如不動產、創投基金及合夥權益等107），

則應按其公允價值認列為資產，並於收受當期認列收入或利得

108；若係購買而取得其他投資，則應按取得成本（加計交易成

本）原始衡量109。其他投資之後續衡量，應視非營利組織之性

質而定－若非屬高等教育機構、健康福利個體、或健康照顧個

體，則得選擇按公允價值或成本與公允價值孰低者衡量所持有

之其他投資110。 

三、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會計處理 

因收受捐贈而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不包含符合收藏

品定義者）應適用前述收受捐贈之會計處理。認列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之成本應包含所有非營利組織使該資產達使用目的之成本，

例如設備之運費及安裝費用111。 

ASC 958 規定非營利組織應對所持有之耐久性有形資產

（long-lived tangible assets）認列折舊費用，但若持有之藝術品或

珍貴歷史文物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則無須提列折舊：(1)該資產

本身具有文化、藝術或歷史價值而值得永久保存；及(2)持有者具

備保存該資產之技術及財務能力，且正在保存該資產112。此外，

非營利組織亦應對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揭露會計政策、主要類別、

                                                 
107

 ASC 958-325-15-2。 
108

 ASC 958-325-25-1 及 ASC 958-325-30-1。 
109

 ASC 958-325-30-1。 
110

 ASC 958-325-35-6。 
111

 ASC 958-360-30-1。 
112

 ASC 958-360-35-1 及 ASC 958-36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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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資訊113。 

四、 財務報表 

ASC 958 規定非營利組織應列報之財務報表包括財務狀況表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營運活動表（statement of 

activities）及現金流量表（statement of cash flows）114。茲就其重

點規定彙整如下： 

(一) 財務狀況表 

財務狀況表即營利事業所列報之資產負債表115。非營利

組織之財務狀況表應報導下列所有項目之金額： 

 資產總額（Total assets）； 

 負債總額（Total liabilities）； 

 淨資產總額（Total net assets）； 

 受捐助人限制之淨資產總額（Total net assets with 

donor restrictions）；及 

 無捐助人限制之淨資產總額（Total net assets without 

donor restrictions）116。 

其中，淨資產之分類（受捐助人限制之淨資產總額及不

受捐助人限制之淨資產總額）為非營利組織特有的報導資訊，

其差異在於是否有捐助人所設之限制（Donor-imposed 

restrictions）117，該等限制可能要求非營利組織於某一時點之

                                                 
113

 ASC 958-360-50-1 至 ASC 958-360-50-4。 
114

 ASC 958-205-05-5。 
115

 ASC 958-210-05-1。 
116

 ASC 958-210-45-1。 
117

 ASC 958-21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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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可使用某些資源（時間限制），或指定該等資源之用途（用

途限制）118；此外，該等限制之性質可能為暫時性或永久性119。

表 2-4 及表 2-5 為美國 ASC 958 所規定非營利組織應編製之

財務狀況表之範例。 

 

表 2-4 美國非營利組織財務狀況表之範例（英文） 

Not-for-Profit Entity A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 

June 30, 20X1 and 20X0 

(in thousands) 

Assets: 20X1  20X0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4,575  $4,960 

Accounts and interest receivable 2,130  1,670 

Inventories and prepaid expenses 610  1,000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3,025  2,700 

Short-term investments 1,400  1,000 

Assets restricted to investment in land,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5,210 

 

4,560 

Land,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61,700  63,590 

Long-term investments 218,070  203,500 

Total assets $296,720  $282,980 

Liabilities and net assets:    

Liabilities:    

Accounts payable $2,570  $1,050 

Refundable advance   650 

Grants payable 875  1,300 

Notes payable   1,140 

Annuity trust obligations 1,685  1,700 

Long-term debt 5,500  6,500 

 Total liabilities 10,630  12,340 

Net assets: 
   

 Without donor restrictions (Note DD) 92,600  84,570 

 With donor restrictions (Note B) 193,490  186,070 

 Total net assets 286,090  270,640 

Total liabilities and net assets $296,720  $282,980 

資料來源：FASB ASC 958-205-55-9 

 

                                                 
118

 ASC 958-210-45-10。 
119

 ASC 958-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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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美國非營利組織財務狀況表之範例（中譯） 

A 非營利組織 

財務狀況表 

20X1 年及 20X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千元） 

資產： 20X1  20X0 

現金及約當現金 $4,575  $4,960 

應收帳款及應收利息 2,130  1,670 

存貨及預付費用 610  1,000 

應收捐贈 3,025  2,700 

短期投資 1,400  1,000 

受限於投資土地、建築物及設備之資產 5,210  4,560 

土地、建築物及設備 61,700  63,590 

長期投資 218,070  203,500 

總資產 $296,720  $282,980 

負債及淨資產：    

負債：    

應付帳款 $2,570  $1,050 

可退還預收款項   650 

應付補助 875  1,300 

應付票據   1,140 

年金信託義務 1,685  1,700 

長期債務 5,500  6,500 

 總負債 10,630  12,340 

淨資產：    

 無捐助人限制（附註 DD） 92,600  84,570 

 受捐助人限制（附註 B） 193,490  186,070 

 總淨資產 286,090  270,640 

總負債及淨資產 $296,720  $282,980 

 

(二) 營運活動表 

如 ASC 958-220-05-2 所述，營運活動表之主要目的係提

供與下列各項有關之資訊：(1)改變淨資產之金額與性質之交

易、事件及情況之影響；(2)前述交易、事件及情況彼此間之

關係；及(3)非營利組織之資源用以提供各種計畫或服務之方

式120。因此，營運活動表提供之資訊將有助於捐助者、債權

                                                 
120

 ASC 958-2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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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他人士評估非營利組織當期之績效、評估非營利組織

之服務能量及持續提供服務之能力，以及評估非營利組織之

經理人如何履行其託管責任與其績效之其他層面121。 

為達前述目的，ASC 958 所規定非營利組織應編製之營

運活動表應報導當期下列所有項目之金額： 

 淨資產之變動。 

 受捐助人限制之淨資產總額之變動。 

 無捐助人限制之淨資產總額之變動122。 

ASC 958 特別規定營運活動表中應單獨列示淨資產之重

分類（Reclassification of net assets）123－通常係於某受限制之

捐贈滿足捐助人所設之限制時，非營利組織應將對應之金額

自受捐助人限制之淨資產總額重分類至無捐助人限制之淨資

產總額。美國 ASC 958 所規定非營利組織應編製之營運活動

表之範例，請見表 2-6 及表 2-7。 

                                                 
121

 ASC 958-220-05-3。 
122

 ASC 958-220-45-1。 
123

 ASC 958-22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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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美國非營利組織營運活動表之範例（英文） 

Not-for-Profit Entity A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Year Ended June 30, 20X1 

(in thousnads) 

資料來源：FASB ASC 958-205-55-14 

 Without 

Donor 

Restrictions  

With Donor 

Restrictions  Total 

Revenues, gains, and other support:      

Contributions $8,640  $8,390  $17,030 

Fees 5,200    5,200 

Investment return, net 6,650  18,300  24,950 

Gain on sale of equipment 200    200 

Other 150    150 

Net assets released from restrictions 

(Note D): 

     

Satisfaction of program restrictions 8,990  (8,990)   

Satisfaction of equipment 

acquisition restrictions 1,500  (1,500)   

Expiration of time restrictions 1,250  (1,250)   

Appropriation form donor 

endowment and subsequent 

satisfaction of any related donor 

restrictions 7,500  (7,500)   

Total net assets released from 

restrictions 

19,240  (19,240)  - 

Total revenues, gains, and other 

support 40,080  7,450  47,530 

Expenses and losses:      

Program A 13,296    13,296 

Program B 8,649    8,649 

Program C 5,837    5,837 

Management and general 2,038    2,038 

Fundraising 2,150    2,150 

Total expenses (Note F) 31,970    31,970 

Fire loss on building 80    80 

Actuarial loss on annuity trust 

obligations 

  30  30 

Total expenses and losses 32,050  30  32,080 

Change in net assets 8,030  7,420  15,450 

Net assets at beginning of year 84,570  186,070  270,640 

Net assets at end of year $92,600  $193,490  $28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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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美國非營利組織營運活動表之範例（中譯） 

A 非營利組織 

營運活動表 

20X0 年 7 月 1 日至 20X1 年 6 月 30 日 

（單位：千元） 

由前述說明及表 2-6 及表 2-7 可知，營利事業所編製之財

務報表中，並無任何一張報表可對應至 ASC 958 所規定之營

運活動表－營運活動表同時表彰非營利機構之營運結果及其

淨資產變動之情形。我國「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

 無捐助人

限制 

 受捐助人

限制 

 總計 

收入、利益及其他支援：      

捐贈收入 $8,640  $8,390  $17,030 

會費收入 5,200    5,200 

投資報酬淨額 6,650  18,300  24,950 

出售設備利益 200    200 

其他 150    150 

不再受限制之淨資產（附註 D）：      

已滿足計畫之限制 8,990  (8,990)   

已滿足購買設備之限制 1,500  (1,500)   

期間限制已到期 1,250  (1,250)   

捐助人捐贈基金之分配支應且後

續滿足相關之捐助人限制 7,500  (7,500)   

不再受限制之淨資產總額 19,240  (19,240)  - 

收入、利益及其他支援總額 40,080  7,450  47,530 

費用及損失：      

計畫Ａ 13,296    13,296 

計畫Ｂ 8,649    8,649 

計畫Ｃ 5,837    5,837 

管理及一般費用 2,038    2,038 

募款活動費用 2,150    2,150 

費用總額（附註 F） 31,970    31,970 

建築物火災損失 80    80 

年金信託義務之精算損失   30  30 

費用及損失總額 32,050  30  32,080 

淨資產之變動 8,030  7,420  15,450 

期初淨資產 84,570  186,070  270,640 

期末淨資產 $92,600  $193,490  $28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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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營運活動表」其架構及內容係

與 ASC 958 所規定之營運活動表一致。 

(三) 現金流量表 

ASC 對非營利組織現金流量表之主要規定，與營利組織

所適用者（ASC 主題 230）並無不同。亦即，應將非營利組

織之現金流量分類為來自營運（operating）活動124、投資活動

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且可選擇採用直接法或間接法編製。

惟 ASC 958-230-55-2 特別規定，並非所有符合約當現金定義

之資產都可納入非營利組織之現金流量表。例如，若收受捐

贈之資源受捐助人所設之限制而不能將該資源用於長期投資，

則非營利機構以該資源所購入具高流動性之短期投資，就編

製現金流量表（及財務狀況表）之目的而言，仍非屬約當現

金。表 2-8 及表 2-9 為美國非營利組織之現金流量表之範例。 

                                                 
124

 Operating activities 於營利事業之現金流量表中稱為營業活動，惟考量到非營利組織之性質，此處

將 operating activities 譯為「營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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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美國非營利組織現金流量表之範例（英文） 

Not-for-Profit Entity A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Year Ended June 30, 20X1 

(in thousnads)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Change in net assets  $15,450 

Adjustments to reconcile change in net assets to net cash us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Depreciation  3,200 

Fire loss  80 

Actuarial loss on annuity trust obligations  30 

Gain on sale of equipment  (200) 

Increase in accounts and interest receivable  (460) 

Decrease in inventories and prepaid expenses  390 

Increase in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325) 

Increase in accounts payable  1,520 

Decrease in refundable advance  (650) 

Decrease in grants payable  (425) 

Contributions restricted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2,740) 

Realized and unrealized gains on investments  (15,800) 

Interest and dividends restricted for reinvestment  (300) 

 Net cash us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230)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Purchase of equipment  (1,500) 

Proceeds on sale of equipment  200 

Insurance proceeds from fire loss on building  250 

Proceeds from sale of investments  76,100 

Purchase of investments  (75,000) 

 Net cash provided by investing activities  50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Proceeds from contributions restricted for:   

Investment in perpetual endowment  200 

Investment in term endowment  70 

Investment in land,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1,210 

Investment subject to annuity trust agreements  200 

  1,680 

Other financing activities:   

Interest and dividends restricted for reinvestment  300 

Payments of annuity trust obligations  (145) 

Payments on notes payable  (1,140) 

Payments on long-term debt  (1,000) 

  (1,985) 

 Net cash used by financing activities  (305) 

Net decrease in cash, cash equivalents, and restricted cash  (485) 

Cash, cash equivalents, and restricted cash at beginning of year  5,120 

Cash, cash equivalents, and restricted cash at end of year  $4,635 

Supple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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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ash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Gifts of equipment  $140 

Gifts of paid-up life insurance, cash surrender value  80 

Interest paid  382 

資料來源：FASB ASC 958-205-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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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美國非營利組織現金流量表之範例（中譯） 

A 非營利組織 

現金流量表 

20X0 年 7 月 1 日至 20X1 年 6 月 30 日 

（單位：美金千元） 

來自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淨資產之變動  $15,450 

將淨資產變動調節至營運活動所使用淨現金之調整：   

折舊  3,200 

火災損失  80 

年金信託義務之精算損失  30 

出售設備利益  (200) 

應收帳款及應收利息增加  (460) 

存貨及預付費用減少  390 

應收捐贈增加  (325) 

應付帳款增加  1,520 

可退還預收款項減少  (650) 

應付補助減少  (425) 

受限於長期投資之捐贈  (2,740) 

實現及未實現之投資利益  (15,800) 

受限於再投資之利息及股利  (300) 

 用於營運活動之淨現金  (230)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設備  (1,500) 

出售設備之價款  200 

自建築物火災收取之保險理賠  250 

出售投資之價款  76,100 

購買投資  (75,000) 

 投資活動提供之淨現金  50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受限於下列用途之捐款：   

永久捐贈基金之投資  200 

非永久捐贈基金之投資  70 

土地、建築物及設備之投資  1,210 

年金信託協議之投資  200 

  1,680 

其他籌資活動：   

受限於再投資之利息及股利  300 

年金信託義務之支付  (145) 

應付票據之支付  (1,140) 

長期債務之支付  (1,000) 

  (1,985) 

 用於籌資活動之淨現金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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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約當現金及受限現金之淨減少  (485) 

期初現金、約當現金及受限現金餘額  5,120 

期末現金、約當現金及受限現金餘額  $4,635 

補充資料：   

不涉及現金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設備之餽贈  $140 

清繳人壽保險及現金解約價值之餽贈  80 

支付之利息  382 

綜上所述，美國之非營利組織之會計準則與營利機構大致相同，而

ASC 958 係特別針對非營利組織之特定會計處理議題（如捐贈、投資、

折舊及財務報導等）而制定。 

另外，因 ASC 958 係隸屬於美國會計準則之範疇，因此其本質上較

為規則基礎（rule-based），規定繁複、詳細且明確；而 IFRS 及 EAS 則屬

原則基礎（principle-based）之準則，使會計人員能基於經濟實質執行專

業判斷。 

2.2.2 英國非營利組織會計處理準則 

英國的法令並未使用「非營利組織」之名詞，而係使用慈善機構

（Charity）之用語來代表為慈善/公益目的而設立之機構，這些機構可能

為公司組織或非公司組織。英國的非營利組織的主管機關為慈善機構委

員會（Charity Commission），受該委員會管轄之慈善機構125須依照其收入

及組織型態而自兩種可被允許之帳務處理方式中作選擇126： 

 收付帳本（Receipts and payments accounts）：此為較簡單之方式，

故此種作法僅適用於年收入在£250,000（約為新臺幣 950 萬元）

以下之非公司組織之慈善機構。在此作法下，慈善機構之帳本包

含兩張報表：其一係記錄財務年度內所收付之現金，另一報表則

                                                 
125

 某些慈善機構因已受其他機關管轄，故不受慈善機構委員會管轄。 
126

 詳見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harity-reporting-and-accounting-the-essentials-november-2

016-cc15d/charity-reporting-and-accounting-the-essentials-november-2016-cc15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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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載年度結束日之資產及負債。屬公司組織之慈善機構不得採用

此種作法。 

 應計帳本（Accruals）：年收入超過£250,000（約為新臺幣 950 萬

元）之非公司組織慈善機構，以及所有屬公司組織之慈善機構均

應依照「建議實務公報」（Statement of Recommended Practice, 

SORP）之規定作會計處理。於該作法下，慈善機構應編製資產

負債表、財務活動表（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tivities）及解釋附

註（explanatory notes），且必須呈現「真實且公允之觀點」。 

前述應計帳本中提及之 SORP，係由慈善委員會及蘇格蘭慈善機構管

理局（the Scottish Charity Regulator）所發布，歷年來有許多不同版本。

目前最新之版本為 2019 年 10 月所發布，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

財務年度適用。相較於美國的 ASC 958，英國 SORP 之規定與 IFRS 之相

似程度較高，例如 SORP 對不動產、廠房與設備（於 SORP 中稱為有形

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於 SORP 中稱為無形固定資產）之規定與 IFRS

中之相關規定並無重大差異127。在此將 SORP 對慈善機構特殊議題之規

定彙總並簡要說明如下： 

一、 捐贈 

根據 SORP 第 5.10 至 5.12 段之規定，捐贈或補助應於有證據顯

示慈善機構有權取得該贈與、很有可能收取，且其金額能可靠衡量時，

認列捐贈或補助之收益。若收到之捐贈為實物或勞務，則應於符合認

列條件（即慈善機構已取得對該捐贈預期經濟效益之控制、該經濟效

益很有可能流入慈善機構，以及捐贈項目之公允價值或價值能可靠衡

量）時，按所收受之實物或勞務之公允價值認列收益128。 

                                                 
127

 詳見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0.18 至 10.38 段。 
128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6.6 及 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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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 

若慈善機構係投資於公開市場發行之股票及債券，則應按成本原

始認列並按公允價值（其市價）後續衡量129；如投資標的為非公開發

行之權益工具，則亦應比照處理，惟若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則

應後續按成本減除減損衡量之130。 

此外，SORP 對慈善機構之投資關聯企業131之規定如下： 

 若該慈善機構有編製合併報表，對投資關聯企業應採權益法

衡量132。 

 若慈善機構不編製合併報表，可按下列方式之一衡量投資關

聯企業：(1)按成本減除減損後之金額衡量（成本模式）；或

(2)按公允價值衡量，並將任何利益或損失納入收益及費損中

（若該投資之權益之公允價值能可靠衡量）133。 

慈善機構對投資性不動產，亦應按成本原始認列，並按公允價值

後續衡量（除非慈善機構已將該投資性不動產出租予另一集團個體，

則後續亦可按成本減除折舊及減損後之金額衡量）134。 

三、 基金 

SORP第 2 章規定慈善機構應將基金分類為為非受限基金及受限

制基金。其中，非受限基金係指受託人對使用有裁量權之基金，亦可

用於補貼以受限制基金支付之費用；受託人可就非受限基金之未來用

途予以區分，區分後之各類基金仍屬非受限基金，因前述區分係為管

                                                 
129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0.44 段。 
130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0.49 段。 
131

 慈善機構對某個體有重大影響，但該個體非慈善機構之子公司或合資時，該個體為慈善機構之關

聯企業。詳見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28.3 段。 
132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28.10 段。 
133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28.9 段。 
134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0.48 至 10.48A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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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用途而執行，且受託人之裁量權在法律上並不會因而受到限制135。

反之，受限制基金係依英國慈善法之規定，由特定信託持有之基金

136。 

四、 財務報表之表達： 

SORP 規定慈善機構應編製之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財務活

動表（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tivities）及現金流量表。茲分述如下：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對慈善機構之資產、負債，以及所持有

不同種類之基金提供攸關資訊137。 

 財務活動表：財務活動表係包含報導期間所認列之收益、利益、

費用、損失，其可提供財務報表使用者有關慈善機構所收到之基

金以及於其活動之花費之分析，並表達於報導期間內基金變動之

調節138。類似於美國之規定，英國 SORP 中財務活動表之表達同

時列示慈善機構的營運結果與基金之變動（依基金之種類－即受

限制及非受限，分別表達）。此外，SORP 第 4.6 段規定，原則上，

財務活動表應以活動基礎報導，以顯示慈善機構如何使用其資源

以達成公共效益之慈善目標，但規模較小之慈善機構得選擇以其

他基礎報導其費用。 

 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可提供慈善機構所持有之現金與約當現

金，以及其活動使用及產生現金之資訊，俾有助於使用者評估慈

善機構之流動性及償債能力139。不同於資產負債表及財務活動表，

SORP允許小規模慈善機構免編製現金流量表140。如同營利事業，

                                                 
135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2.6 至 2.7 段。 
136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2.8 段。 
137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0.1 段。 
138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4.4 段。 
139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4.2 段。 
140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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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P 亦規定慈善機構應將其現金流量分為營運活動、投資活動

及籌資活動所產生者141。此外，SORP 特別規定慈善機構必須提

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分析，例如提供當期及前期之庫存現金及 3

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項目之金額。142
 

SORP 所提供資產負債表、財務活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之範例詳見

表 2-10 至表 2-15。 

                                                 
141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4.6 段。 
142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4.17 段及第 14.22 段之 Tab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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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英國 SORP 中資產負債表之範例（英文） 

Balance sheet 

Note 

ref. 

 Total 

funds 

Prior year 

funds 
Further 

details 

  £ £  

 Fixed assets:   A 

 Intangible assets   A1 

 Tangible assets   A2 

 Heritage assets   A3 

 Investments   A4 

 Total fixed assets    

 Current assets:   B 

 Stocks   B1 

 Debtors   B2 

 Investments   B3 

 Cash at bank and in hand   B4 

 Total current assets    

 Liabilities:   C 

 Creditors: Amounts falling due within one year   C1 

 Net current assets or liabilities    

 Total assets less current liabilities    

 Creditors: Amounts falling due after more than one 

year 

  C2 

 Provisions for liabilities   C3 

 Net asset or liabilities excluding pension asset or liability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scheme asset or liability   C4 

 Total net assets or liabilities    

 The funds of the charity:   D 

 Endowment funds   D1 

 Restricted income funds   D2 

 Unrestricted funds   D3 

 Revaluation reserve   D4 

 Pension reserve   D5 

 Total unrestricted funds    

 Total charity funds    

資料來源：SORP 第 10 章第 10.6 段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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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英國 SORP 中資產負債表之範例（中譯） 

資產負債表 

附註索引  基金總計 去年基金 進一步詳細內容 

  英鎊 英鎊  

 固定資產：   A 

 無形資產   A1 

 有形資產   A2 

 遺贈資產   A3 

 投資   A4 

 總固定資產    

 流動資產：   B 

 股票   B1 

 債權   B2 

 投資   B3 

 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   B4 

 總流動資產    

 負債：   C 

 短期負債   C1 

 淨流動資產或負債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C2 

 負債準備   C3 

 不包括退休資產或負債之淨資產或負債    

 確定福利退休金計畫資產或負債   C4 

 總淨資產或負債     

 慈善機構之基金：   D 

 捐贈基金   D1 

 受限收入基金   D2 

 未受限基金   D3 

 重估價準備   D4 

 退休金準備   D5 

 未受限基金總額    

 慈善機構之基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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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英國 SORP 中財務活動表之範例（英文）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Unrestricted 

funds 

Restricted 

funds 

Endowment 

funds 

Total 

funds 

Prior 

period Total 

funds 

Further 

details 

 £ £ £ £ £ £ 

Income and endowments from:       

Donations and legacies      A1 

Charitable activities      A2 

Other trading activities      A3 

Investments      A4 

Other      A5 

Total       

Expenditure on:       

Raising funds      B1 

Charitable activities      B2 

Other      B3 

Total       

       

Net gains/(losses) on investments      B4 

Net income/(expenditure)       

Transfers between funds      C 

Other recognised gains/(losses):       

Gains/(losses) on revaluation of fixed 

assets 
     D1 

Actuarial gains/(losses) on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schemes 
     D2 

Other gains/(losses)      D3 

Net movement in funds       

       

Reconciliation of funds:      E 

Total funds brought forward       

Total funds carried forward       

資料來源：SORP 第 4 章第 4.6 段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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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英國 SORP 中財務活動表之範例（中譯） 

財務活動表 

 未受限基金 受限制基金 捐贈基金 基金總額 前期基金總額 進一步 

詳細內容 

 英鎊 英鎊 英鎊 英鎊 英鎊 英鎊 

來自下列項目之收入及捐贈基金：       

捐贈及遺贈      A1 

慈善活動      A2 

其他交易活動      A3 

投資      A4 

其他      A5 

總計       

費用：       

募款活動      B1 

慈善活動      B2 

其他      B3 

總計       

       

投資利益（損失）淨額      B4 

淨利/（費用）       

基金間之移轉      C 

其他認列之利益/（損失）：       

固定資產重估價之利益（損失）      D1 

確定福利退休金計畫之精算利益/（損

失） 

     D2 

其他利益/（損失）      D3 

基金間之淨流動       

       

基金之調節：      E 

期初基金總額       

期末基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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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英國 SORP 中現金流量表之範例（英文）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Total 
funds 

Prior year 
funds 

 
Note 

  £ £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Net income/(expenditure)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X (X)  

 Adjustments for:    

 Depreciation charges X X  

 (Gains)/losses on investments X (X)  

 Dividends, interest and rents from investments (X) (X)  

 Loss/(profit) on the sale of fixed assets X (X)  

 (Increase)/decrease in stocks (X) X  

 (Increase)/decrease in debtors (X) X  

 Increase/(decrease) in creditors X (X)  

 Net cash provided by (used in) operating activities X (X)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Dividends, interest and rents from investments X X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X X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X) (X)  

 Proceeds from sale of investments X -  

 Purchase of investments - (X)  

 Net cash provided by (used in) investing activities X X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Repayments of borrowing (X) (X)  

 Cash inflows from new borrowing X -  

 Receipt of endowment X X  

 Net cash provided by (used in) financing activities X X  

     

 Chang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in the 
reporting period 

 
X 

 
X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X 

 
X 

 

 Chang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due to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X 

 
(X)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X 

 
X 

 

資料來源：SORP 第 14 章第 14.22 段之表 8 及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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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英國 SORP 中現金流量表之範例（中譯） 

現金流量表 

  基金總額 去年基金 附註 

  英鎊 英鎊  

 來自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報導期間之淨利/（費用） X (X)  

 調整項目:    

 折舊費用 X X  

 投資損失/（利益） X (X)  

 投資之股利、利息及租金 (X) (X)  

 出售固定資產之損失/（利益） X (X)  

 股票投資之（增加）/減少 (X) X  

 債務證券投資之（增加）/減少 (X) X  

 借款之增加/（減少） X (X)  

 營運活動提供之淨現金（用於營運活動之淨現金）  X (X)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之股利、利息及租金 X X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價款 X X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X) (X)  

 出售投資之價款 X -  

 購買投資 - (X)  

 投資活動提供之淨現金（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  X X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借款之償還 (X) (X)  

 新借款之現金流入 X -  

 收取捐助基金 X X  

 籌資活動提供之淨現金（用於籌資活動之淨現金）  X X  

     

 報導期間現金及約當現金之變動  X X  

 期初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X X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X (X)  

 期末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X X  

 

SORP 之規定相當完整，其規範之內容甚至含括對董事及員工酬勞、

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對所持有歷史文物、吸收合併之會計處理

等規定。另外，因為英國 SORP 之許多規定係援引英國的 FRS102（以 IFRS 

for SME 為基礎而制定，但較少揭露規定），因此相較於美國的 ASC 958，

SORP 與 IFRS 之相似程度較高，且屬一較原則性（principle-based）之規

範。 

此外，英國是本研究所探討的制度中，唯一於規範會計處理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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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定慈善機構可依規模適用不同報導規定者143。除前述慈善委員會所

規定慈善機構應依其收入及組織型態選擇收付帳本或應計帳本之帳務處

理外，SORP 亦有規定，報導期間之收入總額低於£500,000（約為新臺幣

1,900 萬元）或€500,000（約為新臺幣 1,700 萬元）之慈善機構屬小規模

慈善機構（smaller charities）。如前所述，該等小規模慈善機構財務活動

表之表達得適用較簡化之規定144處理，但 SORP 亦鼓勵小規模慈善機構

適用較大規模慈善機構應適用之（全部或部分）規定以提供額外資訊145

（若小規模慈善機構之董事會認為該等額外資訊對其利害關係人係屬攸

關）146。 

2.2.3 適用於全球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導指引之發展計畫簡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oundation, IFRS 基金會）下的 IASB 所制定之 IFRS，其已成為全球資本

市場之單一準則，全球共有 87%之國家或地區規定應對其國家或地區內

具公共課責性之所有或大部分企業適用 IFRS147。IFRS 基金會雖了解非營

利組織對標準化財務報導之需求，但基於礙於資源有限，暫不考量制定

非營利組織之準則148。因此，截至目前為止，非營利組織尚無如 IFRS 般

全球統一的會計準則。 

位於英國的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於 2015 年 10 月發布一份指引－Companion 

Guide for Not-for-profits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for 

                                                 
143

 美國因每州法律對非營利組織之法人型態有不同規定，故可能會於各州相關法令中對特定型態之

非營利組織作額外之會計處理規定，但 ASC 958 本文中並未對不同型態之非營利組織規範不同之

會計處理。 
144

 詳見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4.22 至 4.26 段。 
145

 詳見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34 至 1.53 段。 
146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9 至 1.10 段。 
147

 詳見 https://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use-of-ifrs-standards-by-jurisdiction/#analysis。 
148

 詳見下列文件第 4 頁：

https://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ACCA_Global/Technical/smb/companion-guide-for-not-for-pr

ofi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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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ities (IFRS for SMEs)，俾協助欲以 IFRS for 

SMEs 為其會計基礎之非營利組織（例如，所處轄區對非營利組織會計處

理無相關規範，或需要呈現其財務結果予境外之捐獻者之非營利組織）

編製財務報告。由於該文件之性質為指引，其會計處理仍以 IFRS for SMEs

為基礎，而 IFRS for SMEs 係以 IFRS 為基礎簡化之準則，故在此不對其

內容詳加敘述。 

此外，英國特許公共財務會計師公會（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 Accountancy, CIPFA）與許多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

法國等）之準則制定機構成立工作小組，致力建立一平台比較各國對非

營利組織之會計制度規定。該工作小組透過創建國際非營利組織平台

（International NFP Platform），提供其他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尚未發展或

發展未完善之國家參考，並比較不同國家之作法與探討非營利組織之共

同議題。CIPFA 後續另與 Humentum
149組織共同於 2019 年 7 月 11 日宣布

開始致力發展一套可適用於全球之非營利組織之財務報導指引

（Internationally-applicable financial reporting guidance for Non for Profit 

Organizations）之 5 年計畫，此計畫名稱為「非營利組織適用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倡議」（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itiative, #IFR4NPO）150，茲簡要介紹如下。 

一、計畫目標 

 就非營利組織良好財務報導之樣貌，建立一明確、一致之指標。 

 協助強化非營利組織之財務管理。 

 使非營利組織之出資者規定（funder’s requirements）趨於一致

                                                 
149

 Humentum 位於華盛頓之非營利組織管理機構，其與全球之非營利組織合作，提供非營利組織人力

資源訓練、財務管理、風險管理、計畫管理等領域之服務，目標為提升非營利/政府組織之對社會

之正面影響。詳見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humentum-0。 
150

 關於#IFR4NPO 之詳細內容，請見 https://www.ifr4n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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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sation）以節省出資者及非營利組織之時間及行政成

本。 

 提供不同組織與轄區間之比較基礎。 

 滿足國家準則制定機構之需求。 

二、計畫之階段 

此計畫將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之目標為於 2021 年 1 月發布

諮詢意見稿（Consultation Paper）蒐集各界意見，第二階段預計於

2023 年中發布草案（Exposure Draft），並預計於 2024 年 12 月之第

三階段發布最終定案之指引。151
 

三、指引制定之方法 

此計畫目前發展之方式為基於現存之營利事業會計制度，再針

對非營利組織之特殊議題加以深入規範。目前之規劃為以 IFRS for 

SMEs 為基礎，不過是否將採行此作法尚待發布諮詢意見稿並蒐集外

界回饋意見後再行決定152。 

以上計畫之施行可作為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會計制度發展之

參考，其發展亦值得我國關注。 

 

綜上所述，美國與英國均針對非營利組織之特殊議題：捐贈、投資

以及財務報導之表達作出規範。於捐贈方面，各國皆對捐贈之衡量及認

列條件作出規範；於投資方面，各國對於投資之分類、衡量方式以及財

務報表表達作出規範；而於財務報表表達方面，各國均規定非營利組織

                                                 
151

 詳見 https://www.ifr4npo.org/about/project-updates/。 
152

 具體而言，諮詢意見稿將探討以 IFRS for SMEs 作為基礎之優缺點，並列出 IFRS for SMEs 中之哪

些規定適用或不適用於非營利組織，供各界表示意見。詳見

https://files.humentum.org/dl/gTnkv0F91D/ 及 https://files.humentum.org/dl/E1TX1MhlPy/。 

https://www.ifr4npo.org/about/project-updates/
https://files.humentum.org/dl/gTnkv0F91D/
https://files.humentum.org/dl/E1TX1Mhl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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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供三大報表，並規定將非營利組織之淨資產是否有使用上之限制於

財務報表上表達並提供相關揭露。於發展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會

計制度時，前述議題之相關規範，皆值得借鑑參考，俾供本研究於考量

我國之環境與條件後，制定適當之會計制度。 

國際上正在進行之#IFR4NPO 之計畫，以制定適用於全球非營利組織

之會計制度為目標。其制定制度之方式係以現有營利事業適用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即 IFRS for SMEs）為基礎，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即以 EAS

為基礎，針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建立一致性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

表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並研訂其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範例及財務報表之範例）一致。因此，#IFR4NPO 計畫之發展亦值得持

續關注。 

2.3 XBRL 介紹 

可延伸商業報導語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XBRL）

本質是一項國際資訊分類標準，透過採用 XBRL 可增加財務資訊的透明

度與品質（Pinsker and Li, 2008），可應用於營利事業、非營利組織及政府

單位的各式表單及報告之申報。Debreceny & Gray（2001）認為 XBRL 在

企業的應用包括財務報表之編製與傳遞、報稅單之編製與傳遞、主管機

關所要求報表之編製與傳遞三部分。應用 XBRL 可降低資本市場訊息不

對稱之問題，特別是在公開發行公司之成效尤其顯著；有學者認為政府

可推動以 XBRL 為應用之各式報告（Yoon, Zo and Ciganek, 2010）。以下

列舉與政府會計業務相關之國際 XBRL 發展情形： 

一、荷蘭、澳洲：標準化企業報告（Standardized Business Reporting, SBR）

係整合各政府單位之申報需求，建立統一之資料申報格式。企業根

據該格式產製文件後，便可透過同一文件向不同政府單位進行申報，

達到一對多的效果，可減少繁瑣程序、節省大量成本，並提升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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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二、美國：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於 2017 年實施 XBRL 格式的 DAIMS 資

訊模型（Data Act Information Model Schema, DAIMS），該模型提供

多項資料元素，用於描述聯邦政府支出之情況、哪些資料需報告給

財政部等。 

三、巴西：巴西政府在政府會計及財政資訊系統中，採用 XBRL 及可延

伸商業報導語言之通用帳簿分類標準（XBRL Global Ledger, XBRL 

GL）；其中，XBRL GL 可完整記錄所有發生之會計事項，為資料的

收集帶來便利性，並具有向下追溯到明細的功能。 

XBRL 提升了財務報表對證券管理委員會、稅務單位、審計人員、

銀行、股東等之附加價值（武季蔚、陳美嬪，2001）。Farewell（2006）

指出透過 XBRL 能大幅縮短作業流程，並且降低人為重新輸入資料的錯

誤風險，直接透過電腦作處理及轉換。以下為 XBRL 相關介紹與應用。 

2.3.1 XBRL 架構介紹及應用 

XBRL 是以可延伸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為

基礎所發展的技術，主要應用於財務資訊、財務報表與資料分析等方面。

要產生一份符合標準的 XBRL 文件，必須要遵循 XBRL 的三階層架構，

如圖 2-2：（1）規格書；（2）分類標準；（3）案例文件。 



57 

 

圖 2-2 XBRL 技術架構圖 

資料來源：王堅權（2018），淺淡 Inline XBRL-XBRL 邁向人機可讀新紀元，會計研

究月刊，第 394 期，頁 96。本會自行繪製。 

 

一、規格書（Specifications） 

XBRL規格書是所有XBRL文件之基礎，是由XBRL國際組織（XBRL 

International, Inc., XII）所負責制定之技術規範。XBRL 規格書以 XBRL 2.1

為核心（XBRL 網站上已移除 1.0 及 2.0 版本），並有多個不同功能之規

格套件可使用，例如Dimensions、Formula、網頁內嵌式XBRL（Inline XBRL, 

iXBRL）等，各國於制定分類標準時，可依需求選擇不同規格套件來加

以遵守及採用。 

二、分類標準（Taxonomy） 

分類標準是用來規範及檢驗案例文件內容之正確性，是以 XBRL 格

式作為企業報告之通用標準。分類標準由 Schema 文件及連結庫（Linkbase）

文件組成，前者定義企業報告所使用之元素及其屬性，後者定義元素之

語言標籤、索引及元素之間的關係。連結庫文件依功能別可分為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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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連結庫、參考（Reference）連結庫、表達（Presentation）連結

庫、計算（Calculation）連結庫、及定義（Definition）連結庫等五種。分

類標準之制定為一重要課題，在依據如會計準則、監理規定等標的制定

分類標準時，必須遵循前項規格書來制定。 

三、案例文件（Instance） 

案例文件是由各報導企業依據前二項標準，來編製出符合規範的

XBRL 報表文件，即為企業的實例應用。 

在資本市場全球化的趨勢下，投資人對財務資訊需求日益提高，相

較於傳統報告格式（PDF、Word 格式），XBRL 有助於解決資料再利用及

分析比較上的困難。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2008 年開始推動我國企業採用

XBRL 申報財務報告，包括制定分類標準及開發申報工具及系統（如圖

2-3）等。自 2015 年起，我國上市櫃、興櫃及公開發行公司已全面採用

XBRL 申報財務報告，申報內容包含主要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及

財務報表附註。企業以 XBRL 申報之財務報告相關資訊，會立即揭露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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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申報工具及系統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開發之 IFRS iXBRL 建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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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公開資訊觀測站呈現之 XBRL 格式財務報告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2.3.2 網頁內嵌式 XBRL 基本介紹及應用 

隨著 XBRL 的技術日趨成熟，相關應用逐漸出現，XBRL 案例文件

無法直接閱讀的問題逐漸受到重視，這些障礙可藉由 iXBRL技術來解決。

iXBRL技術為英國CoreFiling公司所提出，最早使用於英國稅務申報上，

於 2010 年 4 月由 XBRL 國際組織正式納入推薦規格（recommendation）。

iXBRL技術是將XBRL分類標準中的元素標籤嵌入HTML網頁格式中，

保留 XBRL 標籤標記商業資訊的優點，可透過 XBRL 專用軟體將商業資

訊萃取出來，且瀏覽器會忽略 XBRL 標籤（非標準之 HTML 標籤），讓

iXBRL文件可於瀏覽器中開啟，使財務報告既能夠適合一般使用者閱讀，

又能夠被電腦讀取，可稱為一般人可閱讀和機器可讀的格式（both 

human-readable and machine-readable）。 

基於上述原因，臺灣證券交易所也於 2019 年第 2 季正式要求我國上

市櫃、興櫃及公開發行公司採用 iXBRL 格式進行申報；企業以 iXB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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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之財務報告，將更易於使用者閱讀（如圖 2-5）。 

 

圖 2-5 公開資訊觀測站呈現之 iXBRL 格式財務報告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2.3.3 XBRL Tuple 技術及應用 

Tuple 技術是一種表格處理技術，可用以處理固定性質（數量固定）

及浮動性質（數量不固定）的資料列，且項目元素（item）在搭配 Tuple

元素後可重複使用。例如，XBRL 國際組織於 2007 年制定的 XBRL GL，

可於企業發生原始交易時就在最基本元素打上標記，使財務報表文件可

延展至會計總帳與交易分錄之階層，是屬於交易層的資料交換標準。

XBRL GL 分類標準便是大量使用 Tuple 元素，藉由 Tuple 的特性，僅需

少量的項目元素，便能將交易層的所有事項都一網打盡。 

依會計基金會所發布之金融機構往來詢證函例式所制定之 XBRL 函

證分類標準，即採用 Tuple 技術，在分類標準中大量使用 Tuple 元素，以

完整記錄函證之所有資訊。圖 2-6 為金融機構往來詢證函的紙本樣式，依

據此樣式將詢證函中使用到的項目在分類標準中進行元素定義，如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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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編號、受查企業名稱、受查企業統一編號等。圖 2-7 及 2-8 為使用 Fujitsu 

XWand 軟體編製分類標準之畫面，圖 2-7 為項目之元素定義，依紙本樣

式中的項目建立元素，並加上欲呈現之中文名稱（zh-tw）及英文名稱

（en-us），如 CaseNo 元素的中文名稱為「案件申請編號」、英文名稱為

「Confirmation Reference Number」；圖 2-8 為項目之表達結構，依紙本樣

式呈現之關係來建立元素之階層關係，如詢證函基本資料應包含案件申

請編號、受查企業資料等項目，故該等項目為「詢證函基本資料」之下

層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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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金融機構往來詢證函 

資料來源：會計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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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函證分類標準的元素定義 

資料來源：使用 FUJITSU XWand 軟體產製之函證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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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函證分類標準的表達結構 

資料來源：使用 FUJITSU XWand 軟體產製之函證分類標準 

將 XBRL 分類標準建置完成後，與函證有關之機構便可依照分類標

準內的表達結構來填製 XBRL 案例文件。圖 2-9 為依循該分類標準所編

製的案例文件範例，以「案件申請編號」為例（實線框），其編號規則為

「事務所統編 -金融機構代碼 -編製函證日期 -流水號」，畫面中的

CLetter:CaseNo 為項目之元素 ID；contextRef 為背景資訊參照，其參照至

"AsOf20180630"之內容（虛線框），可從中得知填寫之機構單位（FISC）

以 及 數 值 的 表 達 期 間 （ 2018-06-30 ， 為 查 核 基 準 日 ）；

「95002001-4640000-20180703-000001」則為此案件之申請編號。後續每

一行結構皆為項目之元素名稱、背景資訊參照、及項目填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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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函證案例文件範例（XBRL 格式） 

資料來源：使用 FUJITSU XWand 軟體產製之函證案例文件 

由於 XBRL 案例文件是高度結構化文件，雖可供軟體自動化處理，

但並不適合人類閱讀，故採用 iXBRL 格式來產製文件。圖 2-10 為 iXBRL

格式的函證範例，其內容可採「人工填寫」或「系統帶入」方式填製。

例如，聯絡人之姓名、電話、信箱等資訊為自訂項目，由編製人自行填

寫；事務所、機構之統編為法定項目，編製人須依規定填寫；存款、貼

現及放款等資訊，若金融機構之系統與函證系統相連結，便可透過系統

自動帶入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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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函證案例文件範例（iXBRL 格式） 

資料來源：使用 FUJITSU XWand 軟體產製之函證案例文件 

2.3.4 XBRL 未來發展－開放式資訊模型 

開放資訊模型（Open Information Model, OIM）係由 XBRL 國際組織

所制定，為因應資料輕量化之趨勢而提供之資料轉換標準，轉換之資料

格式包括 xBRL-XML、xBRL-JSON、xBRL-CSV 等。當 XBRL 文件經過

資料校驗等程序後，可依使用者需求將 XBRL 文件轉換為合適之格式作

後續應用，提升資料應用便利性及處理效率。下表 2-16 為 XBRL 與

xBRL-JSON 格式比較，其中 XBRL 有三個部分，內容分別為會計期間、

會計單位及科目金額，可以發現 xBRL-JSON 格式的資料結構更為簡單、

容易理解，且當資料量越大時，兩者檔案大小的差距也會愈加明顯。目

前 xBRL-XML、xBRL-JSON、xBRL-CSV 轉換規範皆已是候選推薦

（Candidate Recommendation）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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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XBRL 與 xBRL-JSON 比較 

XBRL 
 

<xbrli:contextRef id="c1"> 

    <xbrli:entity> 

      <xbrli:identifier 

scheme="http://standards.iso.org/iso/17442">12345</xbrli:identifie

r> 

    </xbrli:entity> 

    <xbrli:period> 

      <xbrli:startDate>2015-01-01</xbrli:startDate> 

      <xbrli:endDate>2015-12-31</xbrli:endDate> 

    </xbrli:period> 

  </xbrli:contextRef> 

 

  <xbrli:unit id="u1"> 

    <xbrli:measure>iso4217:USD</xbrli:measure> 

  </xbrli:unit> 

 

  <gaap:Profit contextRef="c1" unitRef="u1" decimals="-6" 

>12000000</gaap:Profit> 

xBRL-JSON 
 

{  

    "oim:concept": "gaap:Profit", 

    "oim:accuracy": -6, 

    "oim:unitNumerator": [ "iso4217:USD" ], 

    "oim:period": "2015-01-01/2016-01-01", 

    "oim:entity": "lei:12345", 

    "value": "12000000", 

    "numericValue": 12000000, 

}  

 

開放資料（open data）係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人皆可自由使用的資料；

近年來，世界各國積極推動開放資料，經由政府資料的開放，使得政府

走向高度透明化之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XBRL 身為開放資料的

其中一員，隨著政府單位的採用及 XBRL 技術應用不斷演進，對於未來

資料加值應用所帶來的效益也將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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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現況分析 

本章主要探討現行我國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規定。首先，本研究

先彙整「財團法人法」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定義，以及該法中與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規定；接著，藉由對各主管機關所訂定相關

法規（包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153、「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經

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全國性衛

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醫療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之比較，分析目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在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所須遵循規定方面之異同，俾作為後續研究

之依據。 

3.1 財團法人法之規定 

在通過「財團法人法」前，我國對財團法人之監督並無專法規範，

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監督主要適用的法規僅有民法及各主管機關

依職權所訂定之職權命令或行政規則（如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等），其中「民法」第 59 條至第 65 條僅

                                                 
153「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4 條規定，財團法人屬

金管會依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3 項所定一定金額以上者，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5 項授權訂定

之辦法辦理，不適用前章規定。而金管會所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均有達「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第 14 條所規定財產總額達

新臺幣 1 億元之門檻，故就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該辦法辦理，而不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

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

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所附預決算書表之報表格式係與主計總處所訂頒之「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書表格式」及「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書表內容」（已

停止適用）並無重大差異，故本研究第 3 章之分析仍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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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性地規範財團法人之設立、捐助章程之訂定、組織及管理辦法等事

項。由於未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與「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性質

不同予以適當管理，此問題久為社會各界所詬病154。 

有鑑於財團法人之設立及管理的規範內容及位階皆有不足，我國立

法院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7 日通過「財團法人法」，區分「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與「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採高密度監

督，以回應社會各界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加強管理之期待；並明定

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財產總額155或年度收入達一定金額以上者，

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56。 

「財團法人法」第 2 條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指財團法人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捐助成立，且其捐助財產合

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50%。 

二、 由前款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款之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公法

人、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成立，且其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

金總額 50%。 

三、 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前 2 款財團法人捐助之財

產，與接受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前 2 款財團法人

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50%。 

四、 由前 3 款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 3 款之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

公法人、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或捐贈，且其捐助財產與捐贈並列入基

                                                 
154

 財團法人法總說明。 
155

 依法務部民國 108 年 2 月 19 日法律字第 10803501070 號函釋之說明，「財產總額」非僅限於「基

金」，而係指財團法人得以運用財產總額，其計算應以最近一期之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為依據，

計算其中全部資產減除全部負債後之淨值數額。 
156

 「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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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50%。 

此外，依「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3 項之規定，民國 34 年 8 月 15

日以後，我國政府接收日本政府或人民所遺留財產，並以該等財產捐助

成立之財團法人，推定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其以原應由我國政府接

收而未接收之日本政府或人民所遺留財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亦同。 

「財團法人法」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與財務報告編製之

相關規定，訂於該法第 24 條。具體而言，「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之規定

為： 

一、 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會計基礎應採權責

發生制，會計年度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採曆年制，其會計處理

並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二、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

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主管機關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三、 前項之一定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及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四、 主管機關應制定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惟「財團法人法」對於詳細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之相關規定，

皆授權予各主管機關自行制定。對於何謂「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財產總

額之計算基礎、年度收入之計算基礎等，均無明確規定。 

3.2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依據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統計，我國目前政府部會所主管之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共計有 112 家，其中以受經濟部管轄的最多，共有 22 家，

其次為農委會 21 家。「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4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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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此意謂不同類型之財團

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須遵循之規定，將因所管轄之主管機關

不同而可能略有不同，因而導致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使用者（包括一般

捐助人、監管機關或其他人士）在了解不同類型之財團法人編製之財務

資訊時難以進行分析比較，造成使用者之困擾。 

因此，為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研擬一致性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範例，本研究以各主管機關訂定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為基礎，同時參考各國對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編製之相關規定，並與我

國相關規定相比較，俾完善我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範例。以下說明各主管機關訂定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間之分析比較。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僅針對金管會、教育部、經濟部及衛福部

等四部會所訂定之準則進行比較，該等準則分別針對金管會主管財團法

人、教育財團法人、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以及衛福部主管之衛生財團

法人、社會福利財團法人、醫療財團法人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

（以下簡稱長照機構財團法人）157訂定之。其中，醫療財團法人須依循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兩套

準則；而長照財團法人則須依循「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及「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

表中除了「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係依「醫療法」第 34 條第 3 項

規定訂定，以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係依「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外，其餘皆依「財團

法人法」訂定之。惟衛福部已於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預告修正「醫療

                                                 
157

 衛福部亦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之主管機關，並訂有「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及「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目前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

人雖未有政府捐助基金，然因其同屬衛福部，本研究亦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之規定納入分析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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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草案，以因應「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4 項

主管機關應制定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同

時全面檢討現行準則內容之適切性，並配合「財團法人法」之其他內容

作適度修正。 

有關前述政府部會所訂定之相關規定列表詳見表 3-1。 

表 3-1 四部會主管機關對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所

訂定之現行準則 

主管機關 訂定之準則名稱 
施行日/ 

草案公告日註
 

適用對象 

衛福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計 44 條） 

108/2/1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

人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計 26 條） 

108/2/1 醫療財團法人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計 32 條） 

97/10/22 醫療財團法人及醫

療社團法人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修正草案（計 40 條） 

108/12/25
註 醫療財團法人及醫

療社團法人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計 46 條） 

108/2/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

團法人及中央主管

機關主管之省級社

會福利財團法人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計 37條） 

108/2/1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

及長照機構社團法

人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計 26 條） 

108/2/1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 

經濟部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計 33 條） 

108/2/1 經濟部主管之財團

法人 

金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108/2/1 金管會所主管之財

團法人中，財產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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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訂定之準則名稱 
施行日/ 

草案公告日註
 

適用對象 

務報告編製準則（計 15條） 額未達新臺幣 1 億

元者 

教育部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計 39 條） 

108/3/12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

人 

註：表中所標註之日期，除「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所標示之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為草案公告日外，餘皆為施行日。 

 

在此特別提醒，金管會所主管之財團法人中，財產總額未達新臺幣 1

億元者應適用表 3-1 所列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如屬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者，其財務報表

之編製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

法人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而不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章之規定158。 

此外，為反映本研究完成時各財團法人應遵循之相關規定，針對醫

療財團法人，本節之比較分析內容兼採「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

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而非民國 97 年所發布施行

之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中與醫療財團法人有關之規定（亦即，

不考慮「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中與醫療社團法人有關

之規定）；而針對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本研究亦就「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與「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準則」中與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有關之規定進行分析比較（亦即

不考慮「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中

與長照機構社團法人有關之規定）。因此，本研究按照前述各準則中規定
                                                 
158

 如前所述，由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

所附預決算書表之報表格式係與主計總處訂頒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書表格式」及「財團

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書表內容」（已停止適用）並無重大差異，故本研究第 3

章之分析仍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為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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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之順序探討表 3-1 所列準則條文間之異同，據以後續研擬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一致性範例。各準則條文之詳細

對照表，請參考附錄一。 

一、總則及會計處理通則 

各準則於總則及會計處理通則中規範之事項，主要為訂定之法規

依據、會計年度、會計基礎、記帳單位、記載文字及會計制度等。茲

將各準則總則及會計處理通則之主要規定比較列於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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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準則之對照－總則及會計處理通則 

規定

內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

法人 

依循

準則

法規 

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EAS） 

 醫療財團法人

會 計 處 理 準

則：本準則及相

關法規 

 醫療法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

修正草案：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EAS；得因實

際業務需要，採

IFRS）  

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 

 衛生福利部主

管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準

則：本準則及相

關法規 

 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法人財務

報 告 編 製 準

則：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EAS；

得因實際業務

需要，採 IFRS） 

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EAS；得因實

際業務需要，採

IFRS） 

EAS 或 IFRS 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EAS；得因實

際業務需要，採

IFRS） 

會計

年度 

（無相關規定）註
 曆年制 （無相關規定）註

 曆年制 曆年制 曆年制 曆年制 

會計

基礎 

（無相關規定）註
 權責發生制 （無相關規定）註

 權責發生制 權責發生制 權責發生制 權責發生制 

記帳

單位 

新臺幣  記帳單位：新臺

幣元 

 財務報表編製

單位：得為新臺

幣千元 

新臺幣  記帳單位：新臺

幣元 

 財務報表編製

單位：得為新臺

幣千元 

 貨幣：國幣 

 單位：元 

新臺幣  記帳單位：新

臺幣元 

 財務報表編

製單位：新臺

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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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準則之對照－總則及會計處理通則（續） 

規定

內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

法人 

記載

文字 

 數字：阿拉伯字 

 文字：我國文字 

 數字：阿拉伯字 

 文字：我國文字 

 數字：阿拉伯字 

 文字：我國文字 

 數字：阿拉伯字 

 文字：我國文字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會計

制度 

(1) 總說明 

(2) 帳簿組織系統

圖 

(3) 會計憑證 

(4) 會計帳簿 

(5) 會計項目 

(6) 財務報表 

(7) 會計事務處理

程序 

(8) 財務及出納作

業程序 

(1) 總說明 

(2) 帳簿組織系統

圖 

(3) 會計項目 

(4) 會計憑證 

(5) 會計帳簿 

(6) 財務報表 

(7) 會計事務處理

程序 

(8) 財務及出納作

業程序 

(1) 總說明 

(2) 帳簿組織系統

圖 

(3) 會計憑證 

(4) 會計帳簿 

(5) 會計項目 

(6) 財務報表 

(7) 會計事務處理

程序 

(8) 財務及出納作

業程序 

(1) 總說明 

(2) 帳簿組織系統

圖 

(3) 會計項目 

(4) 會計憑證 

(5) 會計帳簿 

(6) 財務報表 

(7) 會計事務處理

程序 

(8) 財務及出納作

業程序 

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應將會計制

度報本部核定。 

(1) 總說明 

(2) 帳簿組織系統

圖 

(3) 會計項目、會

計簿籍及會計

報表之說明與

用法 

(4) 普通會計事務

處理程序 

(5) 收款、付款及

財產管理辦法 

(1) 總說明 

(2) 帳簿組織系統

圖 

(3) 會計憑證 

(4) 會計帳簿 

(5) 會計事務處理

程序 

(6) 會計要素及財

務報告之編製 

(7) 財務處理程序 

註 雖無相關規定，實務上該等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均依「財團法人法」第 55 條之規定採曆年制，會計基礎均依「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之規定採權責發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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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2可知，對於應適用之原則，各準則之規定並無重大差異，

除金管會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規定可逕選擇採用 EAS 或金管會認

可之 IFRS 外，其他準則規定之文字大略為「××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之編製，應依本準則；本準則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

理」；但「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指為何，各主管機關有不同的說明：

衛福部對不同類型財團法人所訂定之準則間對應遵循之會計原則有

不一致之規定：「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與教育部及經濟部相同，即說明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採 EAS，但得因實際業務需要，採 IFRS；「全國性

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 條明定所謂之「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為 EAS，而「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未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意涵加以說明，「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則

直接規定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應依循 EAS 或 IFRS。 

有關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有相關規範之準則均採一致之規定

（即原則採曆年制，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但「全國性衛生財

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並未明確規定。惟「財團法人法」第

55 條已有規定說明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

年度一致（即曆年制），而同法第 24 條亦有規定財團法人之會計基礎

應採權責發生制，故無論總則是否規定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財團法

人依法均應採曆年制及權責發生制。 

此外，有關記帳單位，各準則均規定採新臺幣元為單位，惟衛福

部規定醫療財團法人及長照機構財團法人財務報表之編製「得」以新

臺幣千元為單位。記載文字部分，衛福部所訂定之準則均明文規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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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數字適用阿拉伯字外，應以我國文字為之，但其他三部會訂定之

準則並無相同之規定。惟實務上，財團法人大多為以阿拉伯數字記帳，

並以我國文字表達。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除經濟部訂定之準則外，各準則均對會計

制度至少應包含之事項有相關規定；即使該等規定之文字略有不同，

但基本精神尚稱一致。 

二、會計憑證與會計帳簿 

各準則對會計憑證與會計帳簿之相關規定大多參照「商業會計法」

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訂定，因此各準則間之規定並無明顯差異。

茲以表 3-3 列示各準則對會計憑證與會計帳簿相關規定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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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準則之對照－會計憑證與會計帳簿 

規定

內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159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

法人 

會計

憑證 

 原始憑證 

 外來憑證 

 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 

 記帳憑證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轉帳傳票 

 原始憑證 

 外來憑證 

 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 

 記帳憑證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轉帳傳票 

 原始憑證 

 外來憑證 

 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 

 記帳憑證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轉帳傳票 

 原始憑證 

 外來憑證 

 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 

 記帳憑證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轉帳傳票 

 原始憑證 

 外來憑證 

 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 

 記帳憑證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轉帳傳票 

（無相關規定）  原始憑證 

 外來憑證 

 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 

 記帳憑證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轉帳傳票 

外來

及對

外憑

證內

容 

 憑證名稱 

 日期 

 交易雙方名

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交易內容及

金額 

 憑證名稱 

 日期 

 交易雙方名

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交易內容及

金額 

 憑證名稱 

 日期 

 交易雙方名

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交易內容及

金額 

 憑證名稱 

 日期 

 交易雙方名

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交易內容及

金額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受領事由 

 實收數額 

 支付機關名

稱 

 受領人之姓

名或名稱、

地址及國民

身分證或營

利事業統一

編號  

 開立日期 

                                                 
159

 係取自「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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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準則之對照－會計憑證與會計帳簿（續） 

規定

內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

法人 

記帳

憑證

內容 

 衛生法人名

稱 

 傳票名稱 

 日期 

 傳票號碼 

 會計項目名

稱 

 摘要及金額 

 醫療財團法

人名稱 

 傳票名稱 

 日期 

 傳票號碼 

 會計項目名

稱 

 摘要及金額 

 社福法人名

稱 

 傳票名稱 

 日期 

 傳票號碼 

 會計項目名

稱 

 摘要及金額 

 長照機構財

團法人名稱 

 傳票名稱 

 日期 

 傳票號碼 

 會計項目名

稱 

 摘要及金額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教育法人名

稱 

 傳票名稱 

 日期 

 傳票號碼 

 會計科目名

稱 

 摘要及金額 

會計

帳簿 

 序時帳簿 

 分類帳簿 

 總分類帳 

 明細分類帳 

 序時帳簿 

 普通序時帳 

 特種序時帳 

 分類帳簿 

 總分類帳 

 明細分類帳 

 序時帳簿 

 分類帳簿 

 總分類帳 

 明細分類帳 

 序時帳簿 

 普通序時帳 

 特種序時帳 

 分類帳簿 

 總分類帳 

 明細分類帳 

 序時帳簿 

 普通序時帳

簿 

 特種序時帳

簿 

 分類帳簿 

 總分類帳簿 

 明細分類帳

簿 

（無相關規定）  序時帳簿 

 普通序時帳

簿 

 特種序時帳

簿 

 分類帳簿 

 總分類帳簿 

 明細分類帳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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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報表及附註 

有關會計項目/會計處理及財務報表之規定係各準則規定之主軸。

惟各準則中相關規定之篇幅差異甚鉅。各準則中財務報表相關規定之

對照詳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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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準則之對照－財務報表及附註 

規定

內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160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主要

財務

報表 

 資產負債表 

 營運活動表 

 現金流量表 

 功能別費用表 

 資產負債表 

 收支餘絀表 

 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表 

 收支餘絀表 

 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表 

 營運活動表 

 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161
 

 資產負債表 

 收支營運表 

 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表 

 收支餘絀表 

 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表 

 收支營運表 

 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

負債

表之

表達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資產： 

（一）永久限制用

途淨資產 

（二）暫時限制用

途淨資產 

（三）無限制用途

淨資產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基金 

（三）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一）永久受限淨

值 

（二）暫時受限淨

值 

（三）未受限淨值 

（四）淨值其他項

目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一）永久受限淨

值 

（二）暫時受限淨

值 

（三）未受限淨值 

1. 指定用途

淨值 

2. 累積結餘

（虧損） 

（四）淨值其他項

目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一）永久受限淨

值 

（二）暫時受限淨

值 

（三）未受限淨值 

（四）淨值其他項

目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投資、長期

應收款、貸

款及準備金 

（三）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 

（四）投資性不動

產 

（五）無形資產 

（六）其他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長期負債 

（三）其他負債 

三、淨值： 

（一）基金 

1. 創立基金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一）基金 

（二）累積餘絀 

（三）淨值其他項

目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準備金及長

期投資 

（三）投資性不動

產 

（四）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 

（五）無形資產 

（六）其他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長期借款 

（三）其他負債 

三、淨值： 

（一）基金餘額 

（二）公積 

（三）累積餘絀 

                                                 
160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第 25 條規定，醫療財團法人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故此處相關規定係取自「醫療法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61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 條規定企業應編製「現金流動表」（而非現金流量表），惟經查「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 29 條及該準則之附表，應為「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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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2. 捐贈基金 

3. 其他基金 

（二）公積 

（三）累積餘絀 

（四）淨值其他項目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係參考附件五

附表 4「經濟部主管

財團法人共通性資

產負債表項目參考

表」） 

 （四）淨值其他項目 

流動資

產之內

容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 

三、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流動 

四、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 

五、無活絡市場之債

務工具投資－

流動 

六、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流動 

七、應收票據 

八、應收帳款 

九、應收捐贈款 

十、其他應收款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短期性之投資，

包括： 

（一）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 

（二）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流動 

（三）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流動 

（四）無活絡市場之

債券投資－流動 

（五）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流動 

（六）其他金融資產

－流動 

三、應收票據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短期性投資，包

括： 

（一）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流動 

（二）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流動 

（三）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

流動 

（四）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

資－流動 

（五）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短期性投資，包

括： 

（一）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流

動 

（二）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流動 

（三）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流

動 

（四）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資

－流動 

（五）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流

一、現金 

二、流動金融資產：

凡買入透過餘絀

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持

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避險之衍生

金融資產、以成本

衡量之金融資

產、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資及

其他金融資產

等，且預期於資產

負債表日後 12 個

月內將變現之金

融資產屬之。 

流動資產之內容，包

括現金及約當現

金、應收票據、應收

帳款、存貨及預付款

項等項目。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惟依附件二之

會計項目表，流動資

產包括現金及約當

現金、流動金融資

產、應收款項、預付

款項及其他流動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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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十一、本期所得稅資

產 

十二、存貨 

十三、預付款項 

十四、其他流動資產 

四、應收帳款 

五、其他應收款 

六、本期所得稅資產 

七、存貨 

八、預付款項 

九、待出售非流動資

產 

十、其他流動資產 

流動 

三、應收票據 

四、應收帳款 

五、其他應收款 

六、本期所得稅資產 

七、存貨 

八、預付款項 

九、待出售非流動資

產 

十、其他流動資產 

動 

三、應收票據 

四、應收帳款 

五、其他應收款 

六、本期所得稅資產 

七、存貨 

八、預付款項 

九、待出售非流動資

產 

十、其他流動資產 

三、應收款項 

四、存貨 

五、預付款項 

六、短期墊款 

七、其他流動資產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

取自附件五附表 4

「經濟部主管財

團法人共通性資

產負債表項目參

考表」） 

非流動

資產之

內容 

一、基金及投資，包

括： 

（一）基金 

（二）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非流動 

（三）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非流動 

（四）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

動 

（五）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資－

非流動 

（六）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非流

一、長期性投資，包

括： 

（一）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二）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非流

動 

（三）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

非流動 

（四）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

資－非流動 

（五）持有至到期日

一、長期性投資，包

括： 

（一）基金 

（二）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非流動 

（三）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非流動 

（四）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

動 

（五）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資－

非流動 

（六）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非流

一、長期性投資，包

括： 

（一）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非流動 

（二）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非流動 

（三）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

動 

（四）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資－

非流動 

（五）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非流

動 

一、投資（包括採權

益法之投資及非

流動金融資產）、

長期應收款、貸款

及準備金 

二、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三、投資性不動產 

四、無形資產 

五、其他資產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取

自附件五附表 4「經

濟部主管財團法人

共通性資產負債表

項目參考表」） 

包括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預付設備款、

無形資產及存出保

證金等項目。 

包括準備金、非流動

金融資產、投資性不

動產、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無形資產及

其他資產。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取

自附件二之會計項

目表） 



表 3-4 各準則之對照－財務報表及附註（續） 

86 

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動 

（七）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 

（八）其他長期投資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其他非流動資產 

金融資產－

非流動 

（六）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其他非流動資產 

動 

（七）採權益法之投

資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其他非流動資產 

（六）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 

（七）基金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其他非流動資

產。 

流動負

債之內

容 

一、短期借款 

二、應付票據 

三、應付帳款 

四、應付捐贈款 

五、其他應付款 

六、本期所得稅負債 

七、預收款項 

八、遞延收入－流動 

九、其他流動負債 

一、短期借款 

二、應付短期票券 

三、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流動 

四、應付票據 

五、應付帳款 

六、其他應付款 

七、本期所得稅負債 

八、其他金融負債－

流動 

九、預收款項 

十、教育研究發展負

債 

十一、醫療社會服務

負債 

十二、負債準備－流

動 

一、短期借款 

二、應付票據 

三、應付帳款 

四、其他應付款 

五、本期所得稅負債 

六、預收款項 

七、負債準備－流動 

八、存入保證金－流

動 

九、其他流動負債 

一、短期借款 

二、應付短期票券 

三、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流動 

四、應付票據 

五、應付帳款 

六、其他應付款 

七、本期所得稅負債 

八、預收款項 

九、負債準備－流動 

十、存入保證金－流

動 

十一、其他流動負債 

一、短期債務 

二、應付款項 

三、預收款項 

四、流動金融負債 

五、其他流動負債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取

自附件五附表 4「經

濟部主管財團法人

共通性資產負債表

項目參考表」） 

包括應付票據、應付

帳款及應付費用等

項目。 

包括短期借款、應付

款項、預收款項及其

他流動負債。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取

自附件二之會計項

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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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十三、存入保證金－

流動 

十四、與待出售非流

動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 

十五、其他流動負債 

非流動

負債之

內容 

一、長期借款 

二、長期應付票據及

款項 

三、遞延所得稅負債 

四、遞延收入－非流

動 

五、其他非流動負債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非流

動 

二、長期借款 

三、長期應付票據及

款項 

四、負債準備－非流

動 

五、遞延所得稅負債 

六、存入保證金－非

流動 

七、其他非流動負債 

一、長期借款 

二、長期應付票據及

款項 

三、負債準備－非流

動 

四、存入保證金－非

流動 

五、其他非流動負債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非流

動 

二、長期借款 

三、長期應付票據及

款項 

四、負債準備－非流

動 

五、存入保證金－非

流動 

六、其他非流動負債 

一、長期負債 

（一）長期債務 

二、其他負債 

（一）負債準備 

（二）遞延負債 

（三）什項負債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

取自附件五附表 4

「經濟部主管財

團法人共通性資

產負債表項目參

考表」） 

包括長期借款及存

入保證金等項目。 

一、長期負債 

（一）長期借款 

二、其他負債 

（一）遞延負債 

（二）什項負債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

取自附件二之會

計項目表） 

營運結

果報表

之內容 

營運活動表： 

一、 收入 

二、 重分類 

三、 成本與費用 

四、 業外利益與損

失 

五、 其他淨資產變

動 

六、 所得稅費用（或

收支餘絀表： 

一、 醫務收入 

二、 醫務成本 

三、 營運費用 

四、 非醫務活動收

益及費損 

五、 所得稅費用 

六、 本期其他綜合

餘絀 

收支餘絀表： 

一、 收入 

二、 支出 

三、 所得稅費用 

四、 本期餘絀 

五、 本期其他綜合

餘絀 

六、 本期綜合餘絀 

營運活動表： 

一、 營運收入 

二、 營運成本 

三、 營運費用 

四、 非營運收益及

費損 

五、 所得稅費用 

六、 本期淨利或淨

損 

收支營運表： 

一、 業務收入 

二、 業務外收入 

三、 業務支出 

四、 業務外支出 

五、 所得稅費用（利

益） 

六、 本期賸餘（短

絀） 

收支餘絀表： 

一、 收入 

二、 支出 

三、 本期餘絀 

收支營運表： 

一、 業務收入 

二、 業務外收入 

三、 業務成本與費

用 

四、 業務外費用 

五、 所得稅費用（利

益） 

六、 本期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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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利益） 

七、 淨資產變動 

八、 期初淨資產餘

額 

九、 期末淨資產餘

額 

七、 本期餘絀 七、 本期其他綜合

損益 

八、 本期綜合損益

總額 

七、 本期其他綜合

餘絀 

七、 本期其他綜合

餘絀 

淨值變

動表 

（未規定須編製淨

值變動表） 

淨值變動表，指醫療

財團法人之永久受

限淨值、暫時受限淨

值及未受限淨值項

目變動情形之報

告，應依永久受限、

暫時受限及未受限

三類，分別列示本期

稅後餘絀、受限淨值

提撥、限制解除轉

出、限制解除轉入、

淨值增加（減少）總

額、期初淨值及期末

淨值等。 

淨值變動表，指各受

限淨值及未受限淨

值項目變動情形之

報告，其應依永久受

限、暫時受限、各類

未受限及淨值其他

項目，分別列示本期

稅後餘絀、受限淨值

增加（減少）、未受

限淨值增加（減

少）、淨值其他項目

增加（減少）、期初

淨值及期末淨值。 

淨值變動表，指各受

限淨值及未受限淨

值項目變動情形之

報告。淨值變動表，

應依永久受限、暫時

受限、各類未受限及

淨值其他項目，分別

列示本期稅後淨利

（淨損）、受限淨值

提撥、受限淨值限制

解除轉出、受限淨值

限制解除轉入、淨值

增加（減少）、期初

淨值及期末淨值。 

淨值變動表包括基

金、累積餘絀、淨值

其他項目之期初餘

額、本期增減項目與

金額及期末餘額等。 

（準則本文無相關

規定。前述整理係取

自附件二附表 5「經

濟部主管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決算書

表」） 

淨值變動表包括基

金、累積餘絀、淨值

其他項目之期初餘

額、本期增減項目與

金額及期末餘額等。 

淨值變動表，指表示

淨值組成項目變動

情形之報表，其內容

應包括基金餘額、公

積、累積餘絀及淨值

其他項目之上期與

本期增減情形及期

末餘額。 

現金流

量表 

1. 可採直接法或間

接法。 

2. 如採間接法，應區

分為： 

(1) 營運活動之現

金流量 

(2) 投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1. 可採直接法或間

接法。 

2. 如採間接法，應區

分為： 

(1) 營運活動之現

金流量 

(2) 投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1. 可採直接法或間

接法。 

2. 如採間接法，應區

分為： 

(1) 營運活動之現

金流量 

(2) 投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1. 可採直接法或間

接法。 

2. 如採間接法，應區

分為： 

(1) 營運活動之現

金流量 

(2) 投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如採間接法，應區分

為： 

(1) 業務活動之現

金流量 

(2) 投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3) 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1. 可採直接法或間

接法。 

2. 如採間接法，應區

分為： 

(1) 營業活動之現

金流量 

(2) 投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如採間接法，應區分

為： 

(1) 業務活動之現

金流量 

(2) 投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3) 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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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3) 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3) 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3) 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3) 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3) 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財務報

表附註 

一、成立宗旨、組織

沿革及業務範圍

說明。 

二、聲明財務報表依

照本準則、相關法

令及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編製。 

三、會計估計與會計

政策之彙總說明

與衡量基礎。 

四、會計處理因特殊

原因變更而影響

前後各期財務資

料之比較者，應註

明變更之理由與

對財務報表之影

響。 

五、財務報告所列金

額，金融商品或其

他有註明評價基

礎之必要者，應予

註明。 

六、財務報告所列各

會計項目，如受有

法令、契約或其他

約束之限制者，應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

範圍說明。 

二、聲明財務報表係

依本準則、醫療

法、相關法令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 

三、重要會計政策之

彙總說明及衡量

基礎。 

四、會計處理因特殊

原因變更而影響

前後各期財務資

料之比較者，應註

明變更之理由及

對財務報表之影

響。 

五、財務報表所列金

額，金融商品或其

他有註明評價基

礎之必要者，應予

註明。 

六、財務報表所列各

項目，如受法令、

契約或其他約束

之限制者，應註明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

範圍。 

二、聲明依本法、本

準則、相關法令及

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 

三、衡量基礎及其他

重大會計政策。 

四、會計政策變更之

理由及影響。 

五、受法令、契約或

其他約束限制

者，應註明其限

制、時效及有關事

項。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

流動、非流動之分

類標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

未認列之合約承

諾。 

八、淨值之變動及重

大事項。 

九、投資相關資訊。 

十、與關係人之重大

交易事項。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

範圍。 

二、聲明依本條例、

本準則、相關法令

及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編製。 

三、衡量基礎及其他

重大會計政策。 

四、會計政策變更之

理由及影響。 

五、受法令、契約或

其他約束限制

者，應註明其限

制、時效及有關事

項。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

流動、非流動之分

類標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

未認列之合約承

諾。 

八、結餘分配所受之

限制。 

九、淨值之變動及重

大事項。 

十、對其他事業之主

（無明確規定，故應

依EAS或 IFRS處

理）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

範圍說明。 

二、聲明財務報告係

依本準則、相關法

令及所遵循之會

計準則編製。 

三、通過財務報告之

日期及通過之程

序。 

四、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說明及編製財

務報告所採用之

衡量基礎。 

五、重大會計判斷、

估計及假設，以及

與所作假設及估

計不確定性其他

主要來源有關之

資訊。 

六、資產負債表、收

支餘絀表、淨值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各項目之補充

資訊，或其他為避

免使用者之誤

解，或有助於財務

一、組織沿革及主要

業務範圍。 

二、聲明財務報表依

照本法、本準則及

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 

三、編製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衡量基礎

及其他對了解財

務報表攸關之重

大會計政策。 

四、會計政策之變

更，其理由及對財

務報表之影響。 

五、債權人對於特定

資產之權利。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

流動與非流動之

分類標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

未認列之合約承

諾。 

八、投資相關資訊。 

九、關係人交易相關

資訊。 

十、淨值之變動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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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註明其情形與時

效及有關事項。 

七、資產與負債區分

流動與非流動之

分類標準。 

八、重大之承諾事項

與或有負債。 

九、獎勵或捐贈之對

象、金額與當年獎

勵或捐贈累計額

度達中央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 21 條

第 2項第 3款公告

之一定金額，及報

經許可之文號。未

遵循捐贈人對捐

贈資產所為之限

定，及可能產生之

影響。 

十、長短期債款之舉

借。 

十一、主要資產之添

置、擴充、營建、

租賃、報廢、閒

置、處分、出租、

出借、設定擔保或

變更用途。 

十二、投資相關資

其情形、時效及有

關事項。 

七、資產及負債應有

區分流動及非流

動之分類標準。 

八、重大之承諾事項

及或有負債。 

九、淨值或資本結構

之變動。 

十、長短期債款之舉

借。 

十一、主要資產之添

置、擴充、營建、

租賃、廢棄、閒

置、處分、出租、

出借、設定負擔及

變更用途。 

十二、對其他事業之

主要投資。 

十三、與關係人之重

大交易事項。 

十四、進貨交易前十

大對象資訊。 

十五、非醫療收入十

大服務項目資訊。 

十六、其他支出前十

大對象資訊。 

十七、捐贈之對象、

十一、重大災害損

失。 

十二、獎勵或捐贈之

對象、目的、金

額、必要性與當年

獎勵或捐贈累計

額度達中央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 21

條第3項公告之一

定數額，及報經許

可之文號。 

十三、重大之期後事

項。 

十四、重要訴訟案件

之進行或終結。 

十五、設立機構之財

務資訊。 

十六、重要組織之調

整及管理制度之

重大改革。 

十七、政府法令變更

所生之重大影響。 

十八、其他為避免誤

解或有助於財務

報表之允當表達

所必要說明之事

項。 

要投資。 

十一、與關係人之重

大交易事項。 

十二、重大災害之損

失。 

十三、捐贈之對象、

目的、金額、必要

性與當年捐贈累

計額度達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

定數額或比率，及

報經核准之文號。 

十四、提撥辦理研究

發展、長照宣導教

育、社會福利、員

工薪資待遇及人

才培訓之金額與

支用情形。 

十五、重大之期後事

項。 

十六、重要訴訟案件

之進行或終結。 

十七、設立機構之財

務資訊。 

十八、重要組織之調

整及管理制度之

重大改革。 

十九、政府法令變更

報告之公允表達

所必須說明之事

項。 

大事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

項。 

十二、其他為避免閱

讀者誤解或有助

於財務報表之公

允表達所必要說

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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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訊。 

十三、淨資產之重大

事項。 

十四、與關係人之重

大交易事項。 

十五、支付董事、監

察人之出席費、車

馬費及酬勞，支付

前述項目以外之

酬勞予董事、監察

人，如提供汽車、

房屋及其他專屬

個人之支出時，應

說明其姓名、職

位、所提供資產之

性質及成本、實際

或按公平市價設

算之租金及其他

給付。董事長若屬

專職支薪者，應揭

露其薪資。 

十六、重大災害損

失。 

十七、接受他人資助

之研究發展計畫

與其金額。 

十八、重要訴訟案件

之進行或終結。 

目的、金額、必要

性及當年捐贈累

計額度達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

定數額或比例，應

報經核准之文號。 

十八、重大災害損

失。 

十九、提撥辦理有關

研究發展、人才培

訓、健康教育、醫

療救濟、社會醫療

服務及其他社會

服務事項之金額

與支用情形。 

二十、接受他人資助

之研究發展計畫

及其金額。 

二十一、重要訴訟案

件之進行或終結。 

二十二、重要契約之

簽訂、完成、解除

或終止。 

二十三、員工退休金

之相關資訊。 

二十四、設立或附設

機構之財務資訊。 

二十五、投資衍生性

所生之重大影響。 

二十、其他為避免誤

解或有助於財務

報表之允當表達

所必要說明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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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

容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衛生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 社福財團法人 

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十九、重要契約之簽

訂、完成、撤銷或

失效。 

二十、重要組織之調

整與管理制度之

重大改革。 

二十一、因政府法令

變更而發生之重

大影響。 

二十二、其他為避免

使用者之誤解，或

有助於財務報告

之公正表達所必

須說明之事項。 

商品之相關資訊。 

二十六、重要組織之

調整及管理制度

之重大改革。 

二十七、因政府法令

變更而發生之重

大影響。 

二十八、其他為避免

使用人之誤解，或

有助於財務報告

之公正表達所必

須說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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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3-4 中所列之各項規定，以下歸納各準則間規定之差異： 

(一) 財務報表名稱 

以營利事業而言，無論係採 EAS 或 IFRS，四張主要財務

報表之名稱均為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

變動表。以財團法人而言，本研究所著墨之各準則中，資產負

債表及現金流量表與營利事業相同報表之名稱相同；差異最大

的就是表彰營運結果的報表名稱：收支餘絀表（適用於醫療財

團法人、社福財團法人及金管會所管轄之財團法人）、收支營

運表（適用於經濟部及教育部所管轄之財團法人）、及營運活

動表（適用於衛生財團法人及長照機構財團法人）三者係屬同

性質之財務報表，但使用之名稱卻不同。至於淨值變動表，依

其名稱可知性質約當於營利事業之權益變動表，但衛福部並未

要求衛生財團法人編製淨值變動表，而係以功能別費用表162作

為主要財務報表中之第四張表163。因此，「全國性衛生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定之營運活動表在表達

收入、成本、費用等營運結果有關之項目之同時，亦反映衛生

財團法人報導期間永久限制用途淨資產、暫時限制用途淨資產

、無限制用途淨資產及總淨資產於本期之變動情形164；換言之

，衛生財團法人所編製之營運變動表不同於傳統認知的綜合損

益表或權益變動表，而是一張同時表彰財團法人之營運結果及

其淨資產變動之報表，其架構及內容係與 ASC 958 所規定之

營運活動表一致。 

                                                 
162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8 條規定，功能別費用表係按功能別與

性質別將各項支出歸類，以反映衛生法人服務成本支出與資源耗用情形。 
163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亦有提及功能別費用表，但並非作為

主要財務報表之一，而係作為附表。 
164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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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定之詳細程度： 

由表 3-4 所列示，各準則對財務報表表達之規定之詳細程

度不盡相同。就資產負債表項目而言，金管會及教育部所訂定

之準則僅概述大表上應表達之會計項目，對各會計項目之會計

處理並未詳加規定；而經濟部訂定之準則更是僅列示資產、負

債、淨值、收入及支出之認列原則（但於其編製準則之附件五

訂有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反之，衛福部所訂定之準則均

對各會計項目附有簡要之說明，並納入必要之表達與揭露規

定。 

(三) 資產負債項目 

各準則對資產負債表之資產及負債項目規定，大多與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無重大差異，且可自其規定之分類/會計項目名

稱了解其意涵。惟醫療財團法人特別規定，流動負債項下應列

報「教育研究發展負債」及「醫療社會服務負債」之單行項目。

此係因「醫療法」第 46 條規定，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

療收入結餘之 10%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健康

教育；10%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

事項。因此，醫療財團法人須依其「醫療法」額外認列此部分

之負債。就投資而言，各準則之規定均為應將所投資之金融資

產分為下列各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

具投資及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相較於 IFRS，這些分類與

EAS 之規定較接近，但各準則在報表之表達上略有不同，分

為下列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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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別以單行項目表達：衛生財團法人適用之準則要求對前

述各項之流動部分以單行項目表達。 

2. 納入投資項下：醫療財團法人、社福財團法人及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所適用之準則規定應將該等項目納入短期性（之）

投資及長期性投資項下。針對非流動部分，衛生財團法人

對非流動部分之各項目應納入基金及投資項下；經濟部訂

定之準則則對非流動部分之各項目規定應納入投資項

下。 

3. 納入金融資產項下：經濟部及教育部規定財團法人應將該

等項目之流動部分納入流動金融資產項下。教育部另規定

屬非流動部分者應納入非流動金融資產項下。 

金管會訂定之準則並未對投資之分類有詳細之說明，因該

準則已明定其所主管之財團法人須依EAS或 IFRS之規定

作會計處理。 

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之規定，企業

對金融資產之分類應按企業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及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將金融資產分類為後續按

攤銷後成本衡量、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透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因此，除金管會所主管之財團法

人未有明確規定且允許財團法人選用 IFRS 外，教育部、

經濟部及衛福部所主管之財團法人對金融資產之會計處

理已完全與我國公開發行公司所適用之 IFRS 脫鉤，而與

EAS 之分類規定較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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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淨值（或淨資產）及變動表 

基於財團法人之性質，其資產與負債間之差額不同於營利

事業稱為「權益」，而是稱為「淨值」或「淨資產」（除了衛生

財團法人稱之為「淨資產」外，其餘準則皆使用「淨值」之用

語）。儘管使用之名稱不同，凡全部資產減除全部負債後之餘

額均屬之。 

各準則對此部分之規定可分為下列兩大類，茲分述如下： 

1. 依受限制之程度區分：衛福部下之衛生財團法人、醫

療財團法人、社福財團法人及長照機構財團法人依其

應遵循之準則，均應將其淨值/淨資產區分為下列三

種： 

(1) 永久受限淨值（永久限制用途淨資產）：指因法令

或捐贈人所設之約定而永久受限，且該約定不能

因時間之經過而解除，亦無法因財團法人之行動

而排除者。 

(2) 暫時受限淨值（暫時限制用途淨資產）：係指因法

令或捐贈人所設之約定而暫時受限，該約定可因

時間之經過而解除，或因財團法人之行動而達成

或排除者。 

(3) 未受限淨值（無限制用途淨資產）：指未因法令或

捐贈人所設之約定而受限者。 

衛福部亦規定衛生財團法人、醫療財團法人、社福財

團法人及長照機構財團法人須就永久受限及暫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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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淨值/淨資產作相關揭露。衛福部對受其管轄之財

團法人之淨值/淨資產所訂定之分類規定與 FASB 於

1993 年發布之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o. 117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之規定一致。惟美國現行

之 ASC 958 已不再要求將受限制之淨值/淨資產進一

步區分為屬永久受限或暫時受限。 

2. 依性質區分：金管會、教育部及經濟部對其所管轄之

財團法人所訂定之準則規定，應將淨值至少分為下列

項目表達： 

(1) 基金：係指財團法人獲挹注基金之資金，及由歷

年賸餘撥充基金。依其性質，可分為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及其他基金。 

(2) 公積：公積可能包括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

變動數，或董事會決議，依特定目的自歷年賸餘

指撥之公積等項目。教育部及經濟部主管之財團

法人另應表達公積之金額（亦即金管會所訂定之

準則未明定須於財務報表中表達公積之金額）。 

(3) 累積餘絀：係指截至本期止未經指撥之累積賸餘

或短絀。 

(4) 淨值其他項目。 

如前所述，各準則要求之主要財務報表中，除衛生財團法

人將淨資產之變動列於營運變動表而未要求編製淨值變動表

（並另行要求編製功能別費用表）外，本節分析比較之準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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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淨值變動表之編製，其淨值變動表之格式亦與其對淨值項

目之規定相對應。 

(五) 營運結果報表 

各主管機關對財團法人報導營運結果之報表，除名稱不同

外，報導之細項亦有不同之規定。如前所述，衛生財團法人須

編製的營運變動表同時表達了淨資產之變動。醫療財團法人的

部分，則因其營運性質較為特殊，故設有「醫務收入」及「醫

務成本」兩大項，而非使用較通俗的「業務」、「業務外」之名

稱。 

此外，隨著 IFRS 引進「其他綜合損益」之概念，本研究

所分析之各準則大多都有新增「本期其他綜合餘絀」之會計項

目，惟衛生財團法人適用之編製準則中，是以「其他淨資產變

動」之項目擔當類似功能。此外，金管會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

人雖未有相關規定，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 條已規定財團法人之會計

處理準則應遵循 EAS 或 IFRS，故儘管其規定較精簡，應不致

造成與其他部會所主管財團法人所編製財務報表間之重大差

異。 

(六) 現金流量表 

現金流量表是本節所比較之準則中一致要求財團法人須

編製之報表，各準則對此部分之主要差異在於採間接法時，對

財團法人主要活動且非屬投資或籌資之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有不同規定。以金管會而言，其使用之名稱係與 IFRS 及 EAS

之規定一致，為「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衛福部對其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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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團法人則要求使用「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教育部與經

濟部之規定則相同，採用「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一詞。 

(七) 財務報表附註 

除經濟部外，各準則都規範了財務報表附註至少應包含之

內容。整體而言，衛福部對受其管轄之財團法人規定須於附註

中揭露之項目相較於其他部會明顯繁複許多，例如，應揭露接

受他人資助之研究發展計畫及其金額、董事酬勞、重要訴訟案

件之進行或終結、重要組織與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因政府法

令變更而發生之重大影響等事項。由此可知，衛福部所主管之

財團法人屬性較為特殊，經常涉及公眾利益，也因而特別受到

社會大眾的關注，因此須就其財務報告使用者之需求提供額外

資訊，該等揭露亦有助於衛福部身為主管機關對這些財團法人

之監理。 

 

截至目前為止，各主管機關所管轄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表編製尚未有一套一致之標準可茲遵循，且詳盡程度亦有不同－金管

會所制定之準則相對精簡；經濟部及教育部制定之準則納入了應遵循

之行政程序（如工作計畫之訂定，預算書及決算書之編製與報送期程）

165；而衛福部對醫療財團法人及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均訂有會計處理與

財務報告編製之兩個準則，致該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事務之處理

須同時遵循兩套準則。 

                                                 
165

 本研究所分析之其他部會雖未將預算書及決算書之編製與報送期程納入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惟「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已有規範相關事項，各部會亦另有訂定相關規定，如「衛生福利

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及管理辦法」、「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

製辦法」、「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及「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工作計

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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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4 之對照可知，四部會可能因各類型財團法人之業務屬性，

導致訂定之準則在財務報表編製方面有較大差異。為使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之財務資訊能一致且充分妥適揭露，以利於各主管機關之監督及

一般捐助人或其他人士了解其財務狀況，故有必要對政府所捐助不同

類型之財團法人訂定標準統一之規範；如各部會基於監理或其他需求，

受其管轄之財團法人需為不同之會計處理或揭露額外資訊，仍應以一

致性之規範為基礎，再配合其需要加以延伸或修改，以使各財團法人

財務報表呈現之結果更具公信力，也更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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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 

基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財務報表使用者之特性，本章節先以

EAS 觀念架構為基礎，並參考 IFRS 2018 觀念架構之內容，建立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再以我國非公開發行企業適用之 EAS

及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為基礎，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法令規定，並考量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財務報表使用者之資訊需求後，擬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草案。 

4.1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本研究以 EAS1 為基礎，並參考 IFRS 2018 觀念架構之內容，建

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但有作下列修改： 

一、 新增財務報表之相關規定：EAS1 並未提及企業應編製之主要報

表。為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編製之財務報表之規定，於觀念

架構中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編製資產負債表、收支營運

表、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166。原援引 EAS1 之條文中有關

財務報表之名稱亦已配合修改。 

二、 用語修改：原 EAS1 之報導個體為企業，故配合將與報導個體

有關之敘述之主詞改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此外，基於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之特性，並無業主、股東或投資者，故將相關文字

修改為捐助人或其他適當名詞。 

三、 刪除或修改部分舉例：原 EAS1 中之舉例於營利事業較常見，
                                                 
166

 本研究對主要報表名稱之考量詳見 4.2.3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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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可能較不普遍，故刪除或修改相關釋例。

例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持有存貨之情況可能較不普遍，故將

原 EAS1 中藉由存貨評價說明可驗證性之意涵之文字予以刪

除。 

四、 新增表達與揭露之相關說明：參採 2018 觀念架構第 7 章「表達

與揭露」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2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之重

點內容，新增與表達及揭露有關之說明。 

本研究所建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之全文，詳

見附錄二。前述觀念架構所參考之 EAS 或 2018 年觀念架構相關條文

對照，詳見表 4-1。 

表 4-1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參考條文對照表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

導之觀念架構條次 

所參考之 EAS 或 2018 年

觀念架構相關條文（註）
 

第一條  EAS1.1 

第二條  EAS1.2 

第三條  EAS1.3 

第四條  EAS1.4 

第五條  EAS1.5 

第六條  EAS1.6 

第七條  EAS1.7 

第八條  EAS1.8 

第九條  EAS1.9 

第十條  EAS1.10 

第十一條  EAS1.11 

第十二條  EAS1.12 

第十三條  EAS1.13 

第十四條  EAS1.14 

第十五條  EAS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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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參考條文對照表（續）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

導之觀念架構條次 

所參考之 EAS 或 2018 年

觀念架構相關條文
（註）

 

第十六條  EAS1.16 

第十七條  EAS1.17 

第十八條  EAS1.18 

第十九條  EAS1.19 

第二十條  EAS1.20 

第二十一條  EAS1.21 

第二十二條  EAS1.22 

第二十三條  EAS1.23 

第二十四條  EAS1.24 

第二十五條  EAS1.25 

第二十六條  EAS1.26 

第二十七條  EAS2.4 

第二十八條  EAS2.10 

第二十九條  EAS2.25 及 EAS2.29 

第三十條  EAS2.39 

第三十一條  EAS2.48 

第三十二條  EAS2.50 

第三十三條  EAS1.27 

第三十四條  EAS1.28 

第三十五條  EAS1.29 

第三十六條  EAS1.30 

第三十七條  EAS1.31 

第三十八條  EAS1.32 

第三十九條  EAS1.33 

第四十條  EAS1.34 

第四十一條  EAS1.35 

第四十二條  EAS1.36 

第四十三條  EAS1.37 

第四十四條  EAS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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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參考條文對照表（續）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

導之觀念架構條次 

所參考之 EAS 或 2018 年

觀念架構相關條文
（註）

 

第四十五條  EAS1.39 

第四十六條  EAS1.40 

第四十七條  EAS1.41 

第四十八條  EAS1.42 

第四十九條  EAS1.43 

第五十條  EAS1.44 

第五十一條  EAS1.45 

第五十二條  EAS1.46 

第五十三條  EAS1.47 

第五十四條  EAS1.48 

第五十五條  EAS1.49 

第五十六條  EAS1.50 

第五十七條  EAS1.51 

第五十八條  EAS1.52 

第五十九條  EAS1.53 

第六十條  EAS1.54 

第六十一條  EAS1.55 

第六十二條  EAS1.56 

第六十三條  EAS1.57 

第六十四條  EAS1.58 

第六十五條  EAS1.59 

第六十六條  EAS1.60 

第六十七條  EAS1.61 

第六十八條  EAS1.62 

第六十九條  2018 觀念架構第 7.1 段 

第七十條  EAS2.12 

第七十一條  EAS2.13 

註：EAS1.1 代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 第 1 條，EAS2.2 則代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2 號第 2 條，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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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草

案 

本研究擬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

例之基本架構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為總則，第二章為會計處理，第三

章為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第四章為附則。茲分別說明如下。 

4.2.1 總則 

如同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本研究擬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第一章之內容為總則。其規範內容應

包括： 

一、 法源依據：說明訂定之依據。例如，本準則係依「財團法人法」

第 24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之。 

二、 適用對象：規範適用對象。例如，符合「財團法人法」第 2 條

中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定義之財團法人。 

三、 應依據之準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應依「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規定，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說明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而言，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意涵為何

（亦即，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指會計基金會所公開之 EAS，但

財團法人得因實際業務需要，採金管會認可之 IFRS。）。 

四、 記帳單位及記載文字：明定會計記載之文字及數字之規範。例

如，記帳本位應為新臺幣，財務報表編製單位得為新臺幣「千

元」167；因業務實際需要，而以外國貨幣記帳者，仍應於財務

                                                 
167

 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中，僅有「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及「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訂有得以「千元」作為編製財務報表之單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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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將外國貨幣折合新臺幣計算之；會計之記載，除記帳數字

適用阿拉伯字外，應以我國文字為之。 

現行許多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均於總則中

納入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之相關規定，該等規定與「財團法人法」之

相關規定168並無不同，故本研究於總則中參採「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會計基礎應採權

責發生制，……，其會計處理並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第 55

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我國

預算法第 12 條規定，政府會計年度於每年 1 月 1 日開始，至同年 12

月 31 日終了，以當年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其年度名稱）之文字，

於總則中規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 

4.2.2 會計處理 

本研究參採「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以及現況分

析所探討各準則之相關規定，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範例之第二章納入會計處理之相關規定。其規範內容應包

括： 

一、 會計處理及會計事項之內容：明定「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定會計處理，其會計事項包括資產、負債、淨值、收益及

費損發生增減變化之事項。 

二、 會計制度之內容：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依其實際業務情形、

會計事務之性質、內部控制及管理上之需要，訂定其會計制度，

                                                 
168

 「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規定，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會計基礎應採權責

發生制，……，其會計處理並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同法第 55 條亦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而我國「預算法」第 12 條規定，政府會計年度於每年 1

月 1 日開始，至同年 12 月 31 日終了，以當年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其年度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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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定會計制度應包含之事項（例如，總說明、帳簿組織系統

圖、會計憑證、會計帳簿、會計項目、財務報表、會計事務處

理程序、財務及出納作業程序等）。基於「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1項已規定「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

此部分之重點不僅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更重

要的是訂定會計制度時應考量之事項及會計制度應包含之內

容。 

三、 會計憑證：說明會計憑證之種類、應記載之內容，以及會計憑

證之簽核、彙整與保管規定。此部分之內容將以現況分析所探

討各準則之相關規定為基礎，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章「會

計憑證」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二章「會計憑證」之相關

規定訂定，並因應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日漸普及，參考

「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酌予調整。 

四、 會計帳簿：明定會計帳簿之種類、設置及編號相關規定。此部

分之內容將以現況分析所探討各準則之相關規定為基礎，並參

考「商業會計法」第三章「會計帳簿」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第三章「會計帳簿」之相關規定訂定，並因應使用電子方式處

理會計資料日漸普及，參考「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

辦法」酌予調整。 

五、 會計事務處理程序：明定會計事務處理之規定，包括會計憑證

及會計帳簿之製作、登載、核准、保管、保存期限及銷毀等規

定，並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時應

依循之規定。此部分之內容將以現況分析所探討各準則之相關

規定為基礎，並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五章「會計事務處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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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之相關規定訂

定。 

有關會計人員之任免，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中，有部分準則

規定主辦會計人員（或稱主辦會計或會計主管）之任免應經董事會同

意後辦理；或有規定會計人員離職或變更職務時，辦理交代之期限。

因會計人員任免之程序及交代期限等，非屬本研究之範圍，尚無須詳

加探討。 

隨著科技發展，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在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已是常態；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而言，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情

形亦不罕見。經查除「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辦法」第 27 條及「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第 16 條至第 17 條外，「國家發展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4 條及「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

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6 條亦訂有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應

依循之規定，並說明各該準則未訂定之內容，依「商業使用電子方式

處理會計資料辦法」辦理。為供欲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有所依循，本研究將明文規定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

料之相關規定。 

此外，經濟部所制定「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製辦法」第 18 條及第 20 條尚有含括工作計畫、經費預算

及工作報告之訂定或編製原則，「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0 條及第 11 條亦有規定該等文件報（教育）部

備查之期限，惟依「財團法人法」第 55 條已有規定，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預算、決算之編審，應依該條所規定之程序，並依「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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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基於本研究之目的係聚焦於適用於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故建議無須

比照「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

及「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將工作計

畫、經費預算及工作報告之訂定或編製原則等事項納入。 

4.2.3 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 

經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本研

究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第三章之

標題訂為「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其原因如下： 

一、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四章之標題為「會計項目及財務報表之

編製」，其內容詳細規範財務報表內容及表達，以及各會計項目

之定義、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表編製準則範例第三章意圖規範之內容與「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四章規範內容之範圍大致相同，惟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

各準則中，相關章節之名稱大多未提及會計項目，但其內容卻包

含個別會計項目之定義及相關說明。為使讀者自標題即可概略了

解章節中規範之範圍，本研究提議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第三章

之標題提及會計項目169。 

二、 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各準則中，相關章或節之名稱大多為「財

務報表之編製」或「財務報告之編製」，用語並不一致。經查「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條規定，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

                                                 
169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三章之標題為「會計要素及財務報告編

製」，但「會計要素」一詞於 IFRS 或 EAS 中未有定義（IFRS 及 EAS 係定義資產、負債、權益、

收益及費損為「財務報表要素」），且未曾出現於其他法令中，故建議採普遍使用之「會計項目」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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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及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

明；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

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商業會計法」第 28 條亦規定，財務

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及

必要之附註170。現行之「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辦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以及「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亦有類似說明（但

報表名稱略有不同）；因此，相較於財務報表，財務報告之意涵

更為廣泛。為使標題與所規範之內容配合，亦為與法規名稱（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相呼應，建議

採「財務報告」而非「財務報表」之用語，將第三章之標題訂為

「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 

本研究綜合考量適用於營利事業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以及現況分析中探討之各準則，規劃

於「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乙章中納入與下列事項有關之規

範： 

一、 財務報告與財務報表之內容：明定財務報告意指財務報表、重

要項目明細表及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明；而

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收支營運表、淨值變動表、現金

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有關本研究對各財務報表名稱之考量，

                                                 
170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第 10 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2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第 4 條均有規定，整份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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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後續說明。 

二、 財務報告之編製原則：明定財務報告之內容，應能允當表達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狀況、營運結果及現金流量。 

三、 財務報表之編製：明定財務報表上之會計項目，得作適當之分

類及歸併，前後期之會計項目分類應一致；此外，財務報表之

編製，除設立當年度外，應採兩期對照方式為之。 

四、 資產負債表之內容：說明資產負債表之架構，以及資產負債表

中各項目之定義。資產負債表應區分流動與非流動資產及流動

與非流動負債，淨值之部分則應至少區分為基金、公積、累積

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其中，資產及負債各項目之定義及相關

會計處理應以 EAS 之規定為基礎訂定，淨值之相關規定則將

於綜合考量國內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現行實務後訂定。 

五、 收支營運表之內容：明定收支營運表應至少包括收入、支出、

所得稅費用（利益）及本期餘絀。如有其他綜合餘絀，則以附

註方式揭露於收支營運表之表末。 

六、 淨值變動表之內容：說明淨值變動表係表達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於報導期間之基金、公積、累積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之變動情

形。淨值各項目如有受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之限制者，則應

於附註或附表中揭露相關事項。 

七、 現金流量表之內容：說明現金流量表係以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流

入與流出，彙總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特定期間之業務、投

資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八、 附註之揭露：明定財務報表附註或附表至少應包括之揭露事項；

亦即，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明、聲明財務報告編製所依據之

法規及準則、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及衡量基礎、與會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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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估計及假設有關之資訊、主要財務報表中各項目之補充資

訊，其他為避免使用者之誤解或有助於財務報告之公允表達所

必須說明之事項（包括收入明細及支出明細）、財務報表中之

各項目受限制之情形、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關

係人交易相關資訊及重大期後事項。 

九、 關係人之範圍：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

資訊、於判斷交易對象為關係人或非為關係人時應注意其形式

及實質關係，以及關係人之定義。 

十、 重要項目明細表之內容：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至少應揭露之

重要項目明細表，包括員工人數彙計表、用人費用彙計表、轉

投資明細表，以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明細表。 

本研究建議配合 EAS 及 IFRS 對財務報表之規定，以及現行多數

財團法人之實務，要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如營利事業般編製四張主要

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收支營運表、淨值變動表與現金流量表。

有關本研究對財務報表名稱之考量，分述如下： 

一、 資產負債表：營利事業所適用之 EAS 及 IFRS 均將表彰報導個

體財務狀況之報表稱為「資產負債表」，故本研究亦將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所編製表彰財務狀況之報表稱之為「資產負債表」。 

二、 收支營運表：如現況分析所述，對衛生財團法人而言，「營運活

動表」係用於表達收入、成本、費用等營運結果有關之項目，

並同時報導期間永久限制用途淨資產、暫時限制用途淨資產、

無限制用途淨資產及總淨資產於本期之變動情形；在美國及英

國之規定下，此報表分別稱為「營運活動表（ statement of 

activities）」及「財務活動表（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則規定，長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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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應編製營運活動表及淨值變動表，亦即將

表達營運結果之單一報表稱為「營運活動表」，並將表達淨值變

動之報表稱為「淨值變動表」。對本研究之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其

他準則而言，表達營運結果之報表稱為「收支餘絀表」或「收

支營運表」。然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民國 106 年所訂頒之「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書表格式」（已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

起停止適用171），將同一功能之報表稱為「收支營運預計表」。

由前述說明可知，有關營運結果表達之報表名稱，無論是國內

或國外均未有一致之名稱。本研究認為，若將表達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營運結果之報表稱為「損益表」或「綜合損益表」，難免

會使外界認為財團法人意在營利，而若使用「收支餘絀表」又

使人聯想到政府會計（惟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與一般政府之性質

互異），或誤以為該報表係採現金基礎制編製；是故，本研究建

議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參採「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

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對營運結果報表之名稱，將用以表達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稱為「收支營運表」，於「收支營運

表」中列報收入、成本、費用等營運結果有關之項目，而不列

入淨值之變動。 

三、 淨值變動表：相對於營利事業應編製「權益變動表」，除衛生財

團法人外，大多數財團法人依法均須編製「淨值變動表」172。

於決定要採用「淨值」或「淨資產」之用語時，本研究參考 FASB

所發布之財務會計觀念公報第 6 號（Statement of Financial 

                                                 
171

 詳見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主基法字第 1080200226B 號函。 
172

 衛福部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其預決算書表中，則一律須依「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預算書表格式」及「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決算書表格式」編製淨值變動預

計表及淨值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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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Concepts No. 6）之規定。該公報第 90 段明定，非營

利組織之「淨資產」為資產減去負債後之剩餘權利。經查本研

究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雖大部分準則均規定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應編製淨值變動表，該等準則均未對「淨值」一詞有明

確定義，惟其意涵與前述之淨資產並無不同。因此，本研究依

循現行實務，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編製「淨值變動表」。 

四、 現金流量表：營利事業所適用之 EAS 及 IFRS 均將表彰現金及

約當現金之流入及流出情形之報表稱為「現金流量表」，故本研

究提議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編製表彰現金及約當現金流入及流

出情形之報表亦應稱之為「現金流量表」。至於現金流量表中各

類現金流量之名稱，本研究分析的準則中，對非屬投資或籌資

之活動，金管會稱之為「營業活動」，衛福部稱之為「營運活動」，

而教育部與經濟部稱之為「業務活動」；由於「營業」或「營運」

之用語泛指財團法人整體之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等，涉及範

圍較廣，本研究爰參考經濟部及教育部所訂定之準則，將來自

投資或籌資之活動以外之現金流量稱為「業務活動之現金流

量」。 

綜上所述，儘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與營利事業之性質及報表名稱

有所差異，若能以相同格式報導個體之財務狀況、營運結果及現金流

量，將可提升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表之可了解

性。至於衛生財團法人目前依「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必須編製之功能別費用表，為配合其他財團法人之報

導實務以及 EAS 與 IFRS 之觀念架構，宜視情況列為附註之一部分，

而非作為主要財務報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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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第 33 條亦明定醫療財

團法人應揭露之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並說明法人得依重大性判斷是

否須編製。惟哪些會計項目為重要會計項目端視各財團法人之性質及

營運情況而定，且不同財團法人之業務差異甚鉅，恐難如「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3 條般訂定供所有公開發行公司（另訂有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特殊業別（如銀行業及保險業）除外）一體適用

之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惟某些資訊雖主要係供監理之用，對所有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使用者仍具有一定之重要性，因此，本研

究將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至少應編製現行員工人數彙計表、用人費

用彙計表、轉投資明細表，以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明細表等重

要項目明細表。該等資訊係現行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預決算書表

中必須包括之資訊；由於該等項目未能與主要財務報表中之單行項目

對應，故以重要項目明細表呈現於財務報告中，而非作為財務報表附

註之一部分。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編製前述重要項目明細表之資訊時，

尚無須提供兩期之比較資訊，僅須列出報導期間結束日或報導期間之

資訊。 

此外，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尚應於其財務報表中納入其轉投資事業

中對其持股超過 50％者之主要財務報表。此係因，財團法人轉投資

超過 50％之事業與財團法人性質可能不同，致實務上無法編製合併

報表，而該等資訊對主管機關及財務報表使用者而言係屬攸關資訊，

故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揭露該等事項。 

至於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僅衛福部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

人所訂定之準則中，訂有構成關係人之情況，並說明應依一般公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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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原則，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資訊173。基於「財團法人法」第 2 條所

定義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本質上即涉及公共利益，關係人之相關揭露

對財務報表使用者應屬攸關。故本研究建議將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之

揭露之相關規定擴及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均應揭露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之相關資訊；有關關係人之定義、揭露

之方式及內容詳見本研究第 6 章 6.2.3 之分析說明。 

此外，經濟部所訂定之「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

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設有第四章「認列與衡量」，於第 28 條至第

32 條訂定財務報表要素之認列原則及衡量基礎，此係因「經濟部主

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並未明確規定財

務報表之編製與會計處理之相關規定。於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

準則中，財務報表要素之認列與衡量之重要規定，已於說明財務報表

各項目之內容時納入；再者，財團法人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未規範之內容，應自行依總則之原則參採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處理，故本研究認為無須為重述原則性之規

範而另設「認列與衡量」之章節。 

4.2.4 附則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第四章

為附則，以訂定施行日期。 

4.2.5 小結 

綜上所述，茲以表 4-2 彙整本研究所建議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章節架構及重點內容。 

                                                 
173

 詳見「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0 條、「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修正草案」第 32 條、「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2 條及「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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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

章節架構及規範內容 

章節 規範內容 

第一章 總則 法源依據 

適用對象 

應依據之準則 

記帳單位及記載文字 

第二章 會計處理 會計處理及會計事項之內容 

會計制度之內容 

會計憑證 

會計帳簿 

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第三章 會計項目及財務

報告之編製 

財務報告與財務報表之內容 

財務報告之編製原則 

財務報表之編製 

資產負債表之內容 

收支營運表之內容 

淨值變動表之內容 

現金流量表之內容 

附註之揭露 

重要項目明細表之揭露 

關係人之範圍 

轉投資超過 50％之事業之主要財務報

表之揭露 

第四章 附則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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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共通性分類標準及適用於不同財團法人之分類標準指引 

本章針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研訂共通性分類標準，並探討對不

同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訂定分類標準之可行性及分類標準指引。 

5.1 訂定分類標準之必要性 

依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統計，截至民國 108 年 7 月 30 日止，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共有 112 家，其規模各異。以民國 107 年為例，經濟部轄

下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民國 107 年度之收入總額約為新臺幣 238

億元，截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總額約 246 億元，淨值則為約

138 億元174；而教育部主管之財團法人臺灣省童軍文教基金會民國 107 年

度之收入總額則僅約為新臺幣 1 萬元餘，截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

資產總額及淨值均為約 527 萬元175。前述兩者之組織規模差距甚大，其

可支應之業務及後續行政管理之人力及資源差異亦非常懸殊。 

由於規模較大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握有較多資源，業務量較多或較

繁雜，財務資訊之使用者較廣泛，主管機關對大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監理強度應較高。反之，規模較小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因資源較少，

業務性質較單純或業務量較少，關注其財務資訊之人士較有限，主管機

關對該等財團法人採較基本的監理。再者，規模較大的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可能因其需要處理之會計事務較多，而設有專門的會計部門，由多名

會計專業人員專責處理會計相關事務；規模較小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則

可能因交易較簡易或因資源較不足，而不需要或無法設有專責會計人員

處理會計相關事務。因此，可依組織規模大小，而採用不同監理強度。 

                                                 
17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民國 107 年度決算書詳見中華民國經濟部財團法人財務資訊公開網站

https://www.moea.gov.tw/MNS/finfo/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25982。 
175

 財團法人臺灣省童軍文教基金會民國 107 年度之決算書詳見教育部教育基金會資訊網

https://foundation-archive.moe.edu.tw/。 

https://www.moea.gov.tw/MNS/finfo/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2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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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分析，本研究認為有必要訂定標準，以區分規模較大及規

模較小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分類標準 

為對不同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提供適用之指引，本研究先探討對

大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分類之標準。 

如先前所述，我國企業所適用之會計準則，有公開發行公司採用之

IFRS，以及非公開發行企業採用之 EAS，其目的係針對不同個體的性質

或規模，設計其適用之會計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因其證券於公開市場上

交易，其財務報表使用者廣泛，為確保公開發行公司提供及時、公正及

充分之財務、業務資訊，供投資人作為決策依據；並為因應資本市場全

球化之潮流，主管機關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適用 IFRS 編製其財務資訊。

經濟部為使我國非公開發行企業與公開發行公司會計原則間無重大差異，

且為提升非公開發行企業之財務資訊品質，於民國 103 年間配合 IFRS 修

正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並委託會計基金會訂定 EAS；其主

要特色之一為大幅簡化了 IFRS 中複雜之揭露規定，以因應非公開發行企

業財務報表使用者之資訊需求，並降低非公開發行企業編製財務資訊之

成本。企業應適用 IFRS或EAS，其劃分之基準在於是否為公開發行公司。 

基於成本效益考量，針對不同規模之營利事業需要訂有不同之規定，

而現行制度已對不同規模的營利事業應適用之會計準則，訂有分流機制。

至於屬非營利組織之財團法人，現行財團法人法已將財團法人進一步區

分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並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訂

有專章予以規範176。惟如第 5.1 節所述，儘管同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其

中之年度收入及資產淨值規模仍有相當大的差異，而前段所述是否為公

                                                 
176

 詳見「財團法人法」第三章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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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公司之基準對財團法人而言並不適用。因此，本研究進一步考量

經濟部對所謂「中小企業」之認定標準。 

經濟部所訂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之規定，中小企業係

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一、製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000 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

數未滿 200 人者。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100 人者。 

至於非營利組織方面，如第 2 章所述，英國是本研究所探討的各國

制度中，唯一於規範會計處理之文件中，明定慈善機構可依規模適用不

同報導規定者。SORP 明定年收入在£250,000（約為新臺幣 950 萬元）以

下之非公司組織之慈善機構，可採收付帳本較簡化之帳務處理；另報導

期間之收入總額低於£500,000（約為新臺幣 1,900 萬元）或€500,000（約

為新臺幣 1,700 萬元）之小規模慈善機構（smaller charities）無須按作業

（activity）別進行收益費損之分析177；且小規模慈善機構可免編製現金

流量表178，並可豁免揭露某些資訊179。此外，英國之公司法（Company Act）

規定，年度收入低於£1,000,000（約為新臺幣 3,800 萬元）之慈善機構之

財務報表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除非其資產總額超過£3,260,000（約為

新臺幣 1 億 2,388 萬元）且其年度收入超過£250,000（約為新臺幣 950 萬

元）。180
 

本研究所探討之各準則中，雖未對帳務處理或會計制度訂定適用不

同規定之門檻，但「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財團法人在法院

                                                 
177

 亦即，大規模必須按作業（activity）別分析，小規模則可以選擇以其他基礎（如性質別）分析。

詳見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4.22 至 4.23 段。 
178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4.1 段。 
179

 英國 Charity SORP（第 2 版，2019 年 10 月）第 1.34 至 1.53 段明定大規模慈善機構須額外揭露之

資訊。 
180

 https://www.icaew.com/technical/audit-and-assurance/audit/audit-exemption/audit-exemption-from-2016 

https://www.icaew.com/technical/audit-and-assurance/audit/audit-exemption/audit-exemption-fro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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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

內部稽核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

應依主管機關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前述之「一定金額」，各主管

機關有不同規定，茲就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之財團法人相關規定分述

如下： 

一、衛福部： 

(一) 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衛福部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發

布之衛部醫字第 1081660432A 號令規定，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及

醫療財團法人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應建立內

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並應訂定誠信經營規範。有關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部分，衛生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

元以上或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者，其財務報

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至於醫療財團法人部分，所有醫療法人

（含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依現行「醫療法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第 29 條181之規定，其財務報告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出具查核報告。 

(二) 社福財團法人：衛福部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發布之衛授家字第

1080500839A 號令規定，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財

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者，

應建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及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應訂定誠信經營規範。符合前述標準之社福法人，亦應遵

循「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之

規定182，且衛福部得要求該等社福法人，將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

                                                 
181「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第 37 條有相同規定。 
182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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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所定應主動公開之全部或一部資訊，以電子傳輸方式上傳

至網站公開之183。 

(三) 長照財團法人184：依衛福部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發布之衛部顧字

第 1081960236A 號令規定，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該法人及其所

設立機構之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

制及內部稽核制度185。另「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第 14

條規定，長照機構法人所登記之財產總額或該法人及其所設立機

構之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上者，其財務報告應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 

二、經濟部：「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管理監督作業辦法」第 5 條規定，適

用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之財團法人，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

幣 1 億元以上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上者。達前述標

準之財團法人，應依「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辦法」第 20條之規定，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且會計師查核報告應併同決算書送經濟部186。 

三、金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

法人監督管理辦法」第 14 條明定以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新臺幣 1 億

元作為劃分標準，並規定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

上之財團法人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其財務報表應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誠信經

                                                 
183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資料電子傳輸辦法」第 5 條。 
184

 如第 3 章所述，目前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雖未有政府捐助基金，然因其同屬衛福部，本研究

亦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之相關規定納入分析比較。 
185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經營規範辦法草案」第 3 條規定，在法院登記之財

產總額或該法人及其所設立機構之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

稽核制度，並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186

 依「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第 20 條之規定，另依規定應將

決算書送審計部者，會計師查核報告亦應併同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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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指導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187。 

四、教育部：教育部於民國 108年 1月 17日臺教社(三)字第 1080000840A

號公告之「教育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2 項之一定財產

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中說明，「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2 項之

一定金額係在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新臺幣 1 億元以上或當年度收入總

額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符合該標準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制度，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全國性教育財團

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另應主動揭露「全

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8 條第 1 項之

所有事項188，其財務報表並應以電子傳輸方式，上傳至指定之網站

公開189。 

在此特別提醒，各部會雖有訂定財團法人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制度之門檻，惟依財團法人法第 61 條之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均

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即使其財產總額及年度收入總額低於

前述各部會所規定之門檻。茲將前述各主管機關對其所轄財團法人之規

定彙整如表 5-1： 

                                                 
187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第 14 條。惟該「財團

法人法」第 61 條已明文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

故即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未超過新臺幣 1 億元，仍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

稽核制度。 
188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8 條。 
189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電子資料傳輸辦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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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部會對「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2 項中「一定金額」之規定彙總 

 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

度並訂定誠信經營規範之門檻 

財務報告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門檻 

衛

生

福

利

部 

衛生財

團法人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 

醫療財

團法人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 

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社福財

團法人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 

長照機

構財團

法人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該法人及其所設立機構之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190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3,000 萬元；或 

 該法人及其所設立機構之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 

經濟部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 

金管會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 

教育部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 1 億元；或 

 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 

                                                 
190

 現行法規尚未對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應訂定誠信經營規範之門檻有明文規定，惟「衛生福利部主管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經營規範辦法草案」第 3 條規定，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該法人及

其所設立機構之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並訂定

誠信經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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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英國 SORP、我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我國各主管機關

規定之分析，本研究綜合表 5-1 的規定，建議將基金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

達一定門檻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歸類為大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反

之，基金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均未達所訂門檻者，則為小規模之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其分析如下： 

一、基金總額較高及收入較高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通常有較充分之資源，

以遵循較複雜之規定。此係因收入能為個體帶來現金流量，而基金

總額較高代表其可運用之資源較多。 

二、收入較高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需要適用較嚴格之規定。一般而言，

收入越高之財團法人，其經營之業務可能越具多元性。例如接受委

辦計畫而有委辦計畫收入，不僅有單純的捐贈收入；且經營之業務

多元性愈高，其會計處理就愈複雜，對其帳務處理及財務報表之編

製愈需要加諸較嚴謹之規範。 

三、基金總額較高及收入較高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較容易受到社會大眾

之關注。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係政府捐助成立而其所捐助之財產達捐

助財產總額 50%之財團法人，這些財團法人以政府提供之資源獲取

收益，經常受到媒體及社會大眾之關注與挑戰，質疑政府是否妥善

監督該等財團法人之營運。這些財團法人對政府所投入之資金及獲

取之收入是否適當運用，抑或是否有酬庸特定人士等不當情事，亦

為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事項。反之，小規模財團法人之基金規模較

小，收入金額較低，故其利害關係人可能較少，其財務報表使用者

亦可能較有限，故尚不需要對其設置過於複雜的規定（特別是複雜

的揭露規定）。 

四、基金總額易於觀察且更為明確。表 5-1 所彙總之規定中雖然多以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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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財產總額（而非基金總額）作為標準，惟財務報表中所列報

的是基金總額，而非財團法人向法院登記的財產總額191，故以基金

總額作為劃分之基礎較為適當。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表所列報之基金

總額及年度收入總額作為大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劃分標準。基金

總額門檻參照各部會相關規定，以新臺幣 1 億元作為劃分標準；年度收

入門檻則參照衛福部衛授家字第 1080500839A 號令之規定及「經濟部主

管財團法人管理監督作業辦法」，以新臺幣 3,000 萬元作為劃分之標準。

換言之，基金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之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將被視為大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而基金總額

未達新臺幣 1 億元且年度收入總額未達新臺幣 3,000 萬元者，將被歸類為

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判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為大規模或小規模時，所採之基金總額，係

以資產負債表中淨值項下之「基金」為基礎；而年度收入總額，則為收

支營運表中收入之合計數，亦即所有收入（含捐補助收入、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銷貨收入、勞務收入及附屬作業組織收入192等，無論係屬業

務內或業務外之收入，亦無論該等收入是否與創設目的有關）減除相關

退款、退回及折讓後之金額，但不得減除相關的成本與費用。 

此外，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編製財務報告時，如列報兩年度之比較

資訊，其中任一年度達到前述門檻即須適用大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應適用之規定。惟前述標準並不限制被分類為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

                                                 
191

 儘管如此，「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5 項之規定，基金係指應向法院登記之財產，其範圍包括捐助

財產、經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之財產及依法令規定應列入基金之財產。因此，基金總額

理應與向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相同。 
192

 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5 條之規定，附屬作業組織係指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另設經營事業或營業行為之組織。此處之附屬作業組織收入係指附屬作業組

織之收入總額，而非減除成本與費用之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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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用較複雜之編製準則規定，主管機關亦得要求某特定財團法人依較

嚴格之規定揭露財務資訊。 

5.3 對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基本規定 

針對依第5.2節所建議之標準被歸類為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本研究建議，為維持依循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範例編製之財務報告之可比性，不針對不同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訂定不同之會計處理準則。因此，本研究研擬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係以 EAS 為基礎，本研究

探討之各準則及現行其他適用於財團法人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多數亦

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應依「財團法人法」

第 24 條規定，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且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指會計基

金會所發布之 EAS。EAS 本身即為一套以 IFRS 之規定為基礎予以簡化

之準則，其制定之意旨係使我國中小企業之財務報表在認列與衡量方面

大部分與 IFRS 一致；但揭露方面較為簡化，以強化我國公開發行公司與

非公開發行企業間財務資訊之可比性。基於 EAS 是較簡化的準則，規定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以一致性之編製準則（即以 EAS 為基礎）編製財務資

訊應不致造成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負擔，本研究主張所有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之會計處理與所適用之財務報表編製原則應維持一致性。 

然而，考量到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資源可能較有限，其財務

報表使用者可能較不廣泛，本研究第 6 章所研擬一致性之「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考量就財務報表附註及重要項目

明細表，規定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僅須提供某些必要資訊，而無須

另行編製其他重要項目明細表及其他揭露內容。 

編製財務報表附註及提供重要項目明細表之目的之一，係提升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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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使用者對財務資訊之了解；這也就是為何本研究所探討之各編製準

則中，通常以許多篇幅規定財務報表附註應揭露之內容。現行的「醫療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中，分別列出 37 個193及 44 個財團法人須編製之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該等揭露之內容如一般性之組織沿革、重大會計政策等外，亦包含針對

性之關係人及期後事項之揭露等。惟過多之揭露資訊可能造成編製者之

負擔，亦可能使財務報表使用者難以辨識真正重要的資訊，致編製該等

財務資訊之成本超過對財務報表使用者之效益。 

因此，本研究參採現況分析所探討各準則之相關規定，於一致性之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中，規定所有大規

模及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均須提供下列資訊： 

 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明。 

 財務報告編製基礎之聲明。 

 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及編製財務報告所採用之衡量基礎。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以及與所作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

主要來源有關之資訊。 

 主要財務報告中各項目之補充資訊，或其他為避免使用者之誤

解，或有助於財務報告之公允表達所必須說明之事項，其內容

應包括（但不限於）收入及支出之明細。 

 財務報表中之各項目，如受有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之限制者，

其受限制之情形與時效及有關事項。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193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第 33 條則規定 54 個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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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之期後事項。 

除前述必要揭露外，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尚須就員工人數、用

人費用、轉投資之情形，以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投資之情形編製其

他重要項目明細表，並應附上其持股超過 50%之轉投資事業194之主要財

務報表。雖有前述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仍可自願或應主管機關之要

求提供其他重要項目明細表及其他揭露內容。大規模財團法人則除提供

前述必要揭露外，尚須依重大性判斷編製其他重要項目之明細表，以提

供有助於使用者決策之資訊。 

綜上所述，考量到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業務較簡、資源相對

有限，且財務報表使用者較不廣泛。故本研究建議對基金總額未達新臺

幣 1 億元且年度收入總額未達新臺幣 3,000 萬元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就

財務報表附註及重要項目明細表提供簡化之規定；惟所有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仍應適用相同之會計處理及主要財務報表之編製規定，以維持不同

個體間財務報表之可比性。 

5.4 制定會計項目之分類 

如本研究附錄二所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第

71 條之說明，財務報表係就大量交易或其他事項，依其性質或功能彙總

成類別後加以處理之結果；彙總及分類程序之最後階段係表達濃縮及分

類之資料，該等資料構成財務報表之各單行項目。此外，IFRS 2018 觀念

架構第 7.2 段規定，財務報表資訊之有效溝通須：(a)聚焦於表達與揭露之

目的及原則，而非聚焦於規則；(b)以歸集類似項目及區分非類似項目之

方式分類資訊；及(c)以不致因不必要細節或過度彙總而模糊之方式彙總
                                                 
194

 「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規定，財團法人財產之運用方法之一為於財團法人財產總額 5％範圍內購

買股票，且對單一公司持股比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 5％。惟依法務部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之法

律字第 10703519090 號函，財團法人於財團法人法施行前財產運用方法，如係購買股票且已超過

財團法人財產總額 5%之範圍，或購買持有單一公司股票並對該公司持股比率已超過其資本額 5%

之範圍者，毋須調整賣出股票。因此，財團法人目前仍可能有持股超過 50%之轉投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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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為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能以一致之架構編製其財務報表，本研究基

於前述原則，並參考第 3 章所探討各部會對其所管轄財團法人訂定之準

則，以及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民國 106 年所公告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已於民國 108年 3月 29日起停止適用195），

制定共通性會計項目之參考表如表 5-2。 

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00000       資產 

  110000     流動資產 

    110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101 庫存現金 

      110102 零用金／週轉金 

      110103 銀行存款 

      110104 在途現金 

      110105 約當現金 

    110200   流動金融資產 

      11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0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04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淨額－流動 

      110205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9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300   應收款項 

      110301 應收票據 

      110302 應收帳款 

                                                 
195

 詳見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主基法字第 1080200226B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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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10400  應收捐贈款 

      110401 應收捐贈款淨額－非關係人 

      110402 應收捐贈款淨額－關係人 

    110500   其他應收款 

      110501 應收收益 

      110502 應收退稅款 

      110503 應收股利 

      110504 應收利息 

      110590 其他應收款－其他 

      110591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10600   存貨 

      110601 商品存貨 

      110602 寄銷品 

      110603 在途商品 

      110604 備抵存貨跌價 

      110605 農業產品 

    110700   預付款項 

      110701 預付貨款 

      110702 用品盤存 

   110703 預付費用 

      110704 預撥活動經費 

      110705 進項稅額 

      110706 留抵稅額 

      110790 其他預付款項 

    110800   生物資產－流動 

      110801 生產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2 累計折舊—生產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3 累計減損—生產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4 生產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流動 

      110805 消耗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6 累計折舊—消耗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7 累計減損—消耗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8 消耗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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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10900   當期所得稅資產 

      110901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10902 預付所得稅 

  111000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111001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119000   其他流動資產 

      119001 暫付款 

      119002 代付款 

      119003 員工借支 

      119004 存出保證金－流動 

   119005 指定用途金融資產－流動 

  120000     非流動資產 

    120100   投資 

      12010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20102 非流動金融資產 

    120200   長期應收款 

      120201 長期應收款 

    120300   指定用途金融資產－非流動 

      120301 指定用途金融資產－非流動 

    1204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0401 土地淨額 

      120402 土地改良物淨額 

      120403 房屋及建築淨額 

      120404 機械及設備淨額 

      120405 交通及運輸設備淨額 

      120406 租賃資產淨額 

      120407 出租設備淨額 

      120408 租賃權益改良淨額 

      120409 購建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120410 辦公設備淨額 

      120411 研究設備淨額 

      120412 生產性植物淨額 

      120413 什項設備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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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20500   投資性不動產 

      120501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土地 

      120502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建築物 

      120503 購建中投資性不動產 

    120600   無形資產 

      120601 商標權淨額 

      120602 專利權淨額 

      120603 特許權淨額 

      120604 著作權淨額 

      120605 電腦軟體淨額 

      120690 其他無形資產淨額 

    120700   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1 生產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2 累計折舊－生產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3 累計減損－生產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4 生產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非流動 

      120705 消耗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6 累計折舊—消耗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7 累計減損－消耗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8 消耗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非流動 

    1208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080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9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9001 遞延資產 

      129002 什項資產 

   129003 長期預付款項 

      1290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200000       負債 

  210000     流動負債 

    210100   短期借款 

      210101 銀行透支 

      210102 銀行借款 

      210103 短期借款－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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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210104 短期借款－關係人 

      210105 應付短期票券 

      210190 其他短期借款 

    210200   應付款項 

      210201 應付票據 

      210202 應付帳款 

      210203 應付費用 

      210204 應付稅捐 

      210205 應付捐贈款 

      210206 應付受益人款  

      210207 應付獎學金 

      210208 應付土地房屋款 

      210209 應付設備款 

      210210 銷項稅額 

      210290 其他應付款 

    210300  當期所得稅負債 

     210301 當期所得稅負債 

    210400   預收款項 

      210401 預收貨款 

      210402 預收收入 

      210490 其他預收款 

    210500   流動金融負債 

      2105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淨額－流動 

      210502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210590 其他金融負債淨額－流動 

    210600   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 

      210601 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 

      210602 一年內到期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非關係人 

      210603 一年內到期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關係人 

      210690 一年內到期其他長期負債 

    219000   其他流動負債 

      219001 存入保證金－流動 

      219002 暫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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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219003 代收款 

      219004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19005 教育研究發展負債 

      219006 醫療社會服務負債 

   219007 遞延收入—流動 

      219008 負債準備—流動 

  220000     非流動負債 

    220100   長期債務 

      220101 長期借款 

      220102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220200   非流動金融負債 

      22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淨額－非流動 

      220202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220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0301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20302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290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229001 負債準備—非流動 

      229002 遞延負債 

      229003 什項負債 

300000       淨值 

  310000     基金 

    310100   創立基金 

     310101 創立基金 

    310200   捐贈基金 

     310201 捐贈基金 

    310300   預收基金 

     310301 預收基金 

  319000  其他基金 

   319001 其他基金 

  320000     公積 

    320100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數 

     320101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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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329000   其他公積 

     329001 其他公積 

  330000     累積餘絀 

    330100   已指撥累積賸餘 

     330101 特別公積 

    330200   未指撥累積餘絀 

      330201 累積賸餘（短絀） 

   330202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330203 本期賸餘（短絀） 

  390000     淨值其他項目 

    390100   累積其他綜合餘絀 

      390101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390102 未實現重估增值 

     390103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90190 其他綜合餘絀－其他 

    399000   淨值其他項目－其他 

400000       收入 

 410000   收入 

   410100   勞務收入 

     410101 委辦計畫收入 

     410102 服務收入 

     410190 其他勞務收入 

   410200   銷貨收入 

     410201 銷貨收入 

     410202 分期付款銷貨收入  

     410203 銷貨退回與折讓 

   410300   醫務收入 

     410301 門急診收入 

     410302 住院收入 

     410303 減：支付點值調整 

     410304 減：健保核減 

     410305 減：醫療優待 

     410390 其他醫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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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410400   受贈收入 

    410401 受贈收入 

   410500   特別活動收入 

    410501 特別活動收入 

   410600   補助收入 

   410601 政府補助收入 

     410690 其他補助收入 

   410700   權利金收入 

    410701 權利金收入 

   410800   長照收入 

    410801 長照收入 

   410900   佣金收入 

    410901 佣金收入 

   411000   財務收入 

     411001 租金收入 

     411002 投資收入 

     411003 利息收入 

     411004 兌換利益  

     411005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 

     411006 處分投資利益 

     411090 其他財務收入 

   411100   呆帳轉回利益 

    411101 呆帳轉回利益 

   411200   手續費收入 

    411201 手續費收入 

   4113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 

    411301 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 

   419000  其他收入 

     41900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419002 處分收藏品利益 

     419003 處分無形資產利益 

     419004 處分生物資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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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419005 減損迴轉利益 

   419006 當期原始認列生物資產之利益 

   419007 生物資產當期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之利益 

     419008 其他收入－其他 

500000       支出 

 510000   支出 

   510100   勞務成本 

     510101 委辦計畫成本 

     510102 服務成本 

     510190 其他勞務成本 

   510200   銷貨成本 

     510201 銷貨成本 

     510202 分期付款銷貨成本 

   510300   醫務成本 

    510301 醫務成本 

   510400   行銷費用 

    510401 行銷費用 

   510500   管理費用 

    510501 管理費用 

   510600   財務費用 

    510601 利息費用 

   510602 投資損失 

   510603 兌換損失 

   510604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510605 處分投資損失 

   510690 其他財務費用 

   5107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成本及費用 

    510701 附屬作業組織之成本及費用 

   519000  其他費用及損失 

   51900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519002 處分收藏品損失 

   519003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 

   519004 處分生物資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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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續）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519005 減損損失 

   519006 當期原始認列生物資產之損失 

   519007 生物資產當期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之損失 

    519090 其他費用及損失－其他 

600000    本期餘絀 

 610000     本期稅前餘絀 

 620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6201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620101 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00     本期賸餘（短絀） 

 6400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640100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40101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40200   未實現重估增值 

    640201 未實現重估增值 

   64030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4030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40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 

     64040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40402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6404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49000   其他綜合餘絀－其他 

    649001 其他綜合餘絀－其他 

   649100   與其他綜合餘絀相關之所得稅 

    649101 與其他綜合餘絀相關之所得稅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進行帳務處理及編製財務報表時，可參考上表

中之會計項目，惟各財團法人可依其業務性質及實務需要自行增減之。 

此外，本研究建議，為符合 IFRS 2018 觀念架構第 7.2 段所述不提供

不必要細節及不過度彙總的模糊資訊之原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用前

述會計項目參考表編製財務報表時，無論是歸類為小規模或大規模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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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捐助財團法人，資產負債表及收支營運表均應至少表達至三級會計項

目，而其會計制度中會計項目則應至少設置至四級會計項目。惟各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得視其實際需要自行決定是否需要設置更詳細之的用途別

會計項目。本研究另行提供一參考指引，以例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如欲

設置更詳細之會計項目時可參考之會計項目表，該指引之內容詳見附錄

三；另各主要財務報表之參考範例請見第 6 章。 

5.5 訂定分類標準之可行性及分類標準指引 

XBRL 是目前國際上企業財務報告之共通標準，臺灣證券交易所以

XBRL 作為公開發行公司申報財務報告之資料格式，並結合了 iXBRL 技

術以大幅增加文件可讀性，使得 XBRL 除了便於使用者擷取資料進行分

析外，對使用者閱讀也帶來相當大的便利性。為探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財務報表採用 XBRL 之可行性，本研究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用以表彰

營運結果的報表－收支營運表為例，為該報表制定 XBRL 分類標準。 

本研究根據收支營運表之項目內容編製規格文件，明確定義模式文

件（Schema 文件）之目標名稱空間、前置字元、模式文件路徑，以及欲

定義之項目，並作為制定 XBRL 分類標準之依據。茲將收支營運表之規

格文件彙整如表 5-3，另收支營運表之報表範例呈現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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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分類標準之規格文件－以收支營運表為例 

1. 模式文件 

1-1 目標名稱空間 http://www.ardf.org.tw/xbrl/gef/sa/2020-03-31 

1-2 前置字元 gef-sa 

1-3 模式文件路徑 C:\Users\Desktop\gef-20200331\SA\gef-sa-2020-03-31.xsd 

2. 欲定義之項目 

2-1 

元素名稱 

2-2 

元素 ID 

2-3 

項目名稱(中文) 

2-4 

項目名稱(英文) 

2-5 

資料型態 

2-6 

元素

類型 

2-7 

期間 

型態 

2-8 

借貸

方 

2-9 

抽象 
2-10 

空值 

StatementOfActivitie

s 
gef-sa_StatementOfActivities 收支營運表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stringItemType item duration   true true 

RevenueAbstract gef-sa_RevenueAbstract 收入 Revenue stringItemType item duration   true true 

ServiceRevenue gef-sa_ServiceRevenue 勞務收入 Service revenu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AgentProjectRevenu

e 
gef-sa_AgentProjectRevenue 

委辦計畫收入 Agent project 

revenu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SalesRevenue gef-sa_SalesRevenue 銷貨收入 Sales revenu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DonationRevenue  gef-sa_DonationRevenue  受贈收入 Donation revenu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FinanceIncome gef-sa_FinanceIncome 財務收入 Finance incom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OtherRevenue gef-sa_OtherRevenue 其他收入 Other revenu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Revenue gef-sa_Revenue 收入合計 Total revenu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ExpenseAbstract gef-sa_ExpenseAbstract 支出 Expense stringItemType item duration   true true 

CostOfServices gef-sa_CostOfServices 勞務成本 Cost of services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CostOfAgentProject gef-sa_CostOfAgentProject 委辦計畫成本 Cost of agent project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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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分類標準之規格文件－以收支營運表為例（續） 

2-1 

元素名稱 

2-2 

元素 ID 

2-3 

項目名稱(中文) 

2-4 

項目名稱(英文) 

2-5 

資料型態 

2-6 

元素

類型 

2-7 

期間 

型態 

2-8 

借貸

方 

2-9 

抽象 
2-10 

空值 

CostOfSales gef-sa_CostOfSales 銷貨成本 Cost of sales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AdministrativeExpen

se 

gef-sa_AdministrativeExpens

e 
管理費用 

Administrative 

expens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FinanceExpense gef-sa_FinanceExpense 財務費用 Finance expens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OtherExpenseAndLo

ss 

gef-sa_OtherExpenseAndLos

s 
其他費用及損失 

Other expense and 

loss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Expense gef-sa_Expense 支出合計 Total expens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TaxExpenseIncome gef-sa_TaxExpenseIncome 所得稅費用（利益） 
Tax expense 

(income)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debit false true 

SurplusOrDeficit gef-sa_SurplusOrDeficit 本期賸餘（短絀） Surplus or deficit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OtherComprehensive

SurplusOrDeficit 

gef-sa_OtherComprehensiveS

urplusOrDeficit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Other comprehensive 

surplus or deficit 
monetaryItemType item duration credit false true 

說明：本研究建議收支營運表應至少表達至三級會計項目，惟財務報導實務上分類標準之規格文件均會依報導個體之會計制度設

置完整的會計項目，故上表中列出之項目不限於收支營運表中所表達之會計項目。 

資料來源：本會自行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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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收支營運表之報表範例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收支營運表 

中華民國○年及○年○月○日至○月○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年度 ○年度 

金額 % 金額 % 

收入     

勞務收入     

銷貨收入     

受贈收入     

財務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計     

支出     

勞務成本     

銷貨成本     

管理費用     

財務費用     

其他費用及損失     

支出合計     

所得稅費用（利益）     

本期賸餘（短絀）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本範例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收支營運表，於規格文件定義中，

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收支營運表之英文（即 government-endowed 

foundation 及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196）之縮寫－「gef」及「sa」作為該

等名稱之簡稱。表 5-3 的每個欄位茲分別說明如下： 

                                                 
196

 此處係採美國 ASC 958 中用以表彰財團法人營運結果之報表名稱「Statement of Activities」作為收

支營運表之英文。惟本研究於第 2 章係將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譯為「營運活動表」。詳見第 2 章

2.2.1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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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式文件 

1-1. 目標名稱空間 

目標名稱空間（Target Namespace）為模式文件之識別名稱，

採用統一資源標識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URI）命

名，用以區別模式文件及其他模式文件中相同名稱之元素或

屬 性 。 例 如 本 範 例 之 目 標 名 稱 空 間 為

「http://www.ardf.org.tw/xbrl/gef/sa/2020-03-31」。 

1-2. 前置字元 

前置字元（Prefix）係用以代表模式文件之目標名稱空間，

由於目標名稱空間通常較冗長，若直接使用易造成書寫及閱

讀不便，且可能擾亂 XML 的語法，故一般會為目標名稱空

間定義前置字元。例如本範例之前置字元為「gef-sa」。 

1-3. 模式文件路徑 

模式文件路徑（Schema Path）為分類標準文件之存放路徑

及 檔 案 名 稱 。 例 如 本 範 例 之 文 件 路 徑 為

「C:\Users\Desktop\gef-20200331\SA\gef-sa-2020-03-31.xsd」

。 

2. 欲定義之項目 

2-1. 元素名稱 

元素名稱（Name）以英文命名時須遵循 LC3 模式（Label 

CamelCase Concatenation），每個英文字的第一個字母須大寫，

字與字之間不能有空格。通常係以「2-4.項目名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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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作為元素名稱，例如收支營運表項目的元素名稱為

「StatementOfActivities」。 

2-2. 元素 ID 

元素 ID 為元素之辨識符號，具有唯一性，同一份模式文件

中不能有相同的元素 ID。其型態為 NCName，故不能出現

冒號。通常以模式文件的 Prefix 開頭，並加上底線及元素名

稱，例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收支營運表（gef-sa）中的收

支營運表項目的元素 ID 為「gef-sa_StatementOfActivities」。 

2-3. 項目名稱（中文） 

輸入項目之中文名稱。例如收支營運表的項目名稱（中文）

為「收支營運表」。 

2-4. 項目名稱（英文） 

輸入項目之英文名稱。例如收支營運表的項目名稱（英文）

為「Statement Of Activities」。 

2-5. 資料型態 

資料型態（Data Type）為定義元素的內容值型態。財務報表

概念大多定義為項目元素（item），在 XBRL 2.1 規格書中定

義了 40 種項目型態（item type），其中以 stringItemType（內

容為說明性文字時）及 monetaryItemType（內容為貨幣性數

字時）兩種項目型態最常使用。例如收支營運表項目係作為

標題用、不填值，其資料型態為「stringItemType」；而銷貨

收入為會計項目，須填入金額數值，故其資料型態為

「monetaryIte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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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元素類型 

元素類型（Substitution Group）為定義此元素為何種抽象元

素之替代元素，財務報表概念的元素通常定義為 item或 tuple

類型元素。例如收支營運表項目的元素類型為「item」，表

示其為一項目；而當編製標的為多表格文件時，便會使用到

「tuple」類型元素來處理表格結構，例如「金融機構往來詢

證函」為多表格結構的表單，需使用 tuple 元素及 item 元素

才能將該表單完整解析。 

2-7. 期間型態 

期間型態（Period Type）為定義財務報表之時間型態，可區

分為 instant（特定日期）及 duration（一段期間）兩種。例

如收支營運表項目的期間型態為「duration」。 

2-8. 借貸方 

借貸方（Balance）為定義財務報表項目元素之 debit（借方）

及 credit（貸方）的概念，如項目元素無此概念，則不使用

此屬性。例如收支營運表項目係作為標題用，沒有借貸方概

念，故不具有此屬性；銷貨收入為貸方項目，其屬性為

「credit」；銷貨成本為借方項目，其屬性為「debit」。 

2-9. 抽象 

抽象（Abstract）為定義此元素是否為抽象元素，抽象元素

作為標題用、不填值（如文字、數字、日期等）。例如收支

營運表項目為抽象元素，其屬性為「true」；銷貨收入為填數

字之會計項目，其屬性為「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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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空值 

空值（Nillable）為定義此元素在案例文件中能否以「空值」

方式出現，其預設值為「true」；如有特殊需求或法令遵循等

狀況而不能有「空值」之情形，則設定為「false」。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採用 XBRL 作為財務報表申報之資料格式，將可

提升財務資訊對報表使用者（包括主管機關、捐助人及一般大眾）之參

考價值，故未來亦可考量推動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採用 XBRL 申報財務報

表。惟參照國內外推行上市櫃公司採行 XBRL 之經驗，宜採循序漸進方

式，先選取數家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作為示範平台，後續再鼓勵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自願申報，而後全面推行。 

有些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資源相對有限，且財務報表使用者

較不廣泛，如未來主管機關擬推行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採 XBRL 申報財務

報表，本研究建議先參考第 5.2 節所訂定之標準，以基金總額超過新臺幣

1億元或年度收入總額超過新臺幣 3,000萬元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為主要

推行對象；並於初期鼓勵自願申報，後續再依申報之情形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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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 

本章針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研訂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

具體而言，本研究以第 3 章「現況分析」中所探討各準則為基礎，依第 4

章「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

所建立之基本架構，研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範例」（以下簡稱編準範例），其內容包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事

務處理與財務報告編製之規範，以及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之範

例。 

6.1 重要內容說明 

本章擬定之編準範例，係參考金管會、教育部、經濟部及衛福部等

四部會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所訂定之準則（包括「全國性衛生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醫

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全

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準則」、「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辦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及「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同時參考「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而訂定；倘不同準則對相同或類似之會計交易規定不同之

處理，則以 EAS 之規定為基礎訂定一致之處理。 

編準範例之重要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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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架構 

如第 4.2 節所述，本研究所擬定編準範例之基本架構共分為四章：第

一章為總則，第二章為會計處理，第三章為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

第四章為附則。 

6.1.2 總則之內容 

本研究研訂之編準範例之第一章為總則，其內容包括訂定之依據（即

財團法人法）、適用對象，以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定義，亦明定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應採曆年制，記帳本位應為新臺幣，會計之記載

文字及數字分別應為我國文字及阿拉伯字等事項。 

編準範例第一章之內容與財團法人法及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各準

則之規定大致相同，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現行實務亦無重大差異。 

6.1.3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 

本編準範例第二章為會計處理，其包括四個小節，分述如下： 

一、 第一節「通則」：此部分規範會計事項及會計制度之內容。現況分析

所探討之各準則中，會計制度相關規定之文字雖未完全一致，但內

容並無重大差異197，本研究爰採衛福部對其所管轄財團法人之各準

則198中相關規定之文字，訂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制度應包括

之事項。 

二、 第二節「會計憑證」：說明會計憑證之種類、應記載之內容，以及會

                                                 
197

 惟金管會訂定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 條第 2

項中會計制度應包括之項目中，訂有財產管理辦法，惟財產之管理屬內部控制制度之一環（其類

似於「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7 條所述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其內

容包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取得、處分、維護、保管與記錄等之政策及程序），故尚無須納入會

計制度中。 
198

 包括「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修正後條文截至目前為止尚未發布，其部分內容乃

參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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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憑證之簽核、彙整與保管規定。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就會計

憑證之相關規定大體一致，且該等規定與現行「商業會計法」之相

關規定並無重大差異，本研究爰參考各準則及「商業會計法」之規

定，並因應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日漸普及，同時參考「商業

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後，訂定本節之內容。 

三、 第三節「會計帳簿」：說明會計帳簿之種類及內容。現況分析所探討

之各準則就會計帳簿之相關規定大體一致，且該等規定與現行「商

業會計法」之相關規定並無重大差異，本研究爰參考各準則及「商

業會計法」之規定，並因應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日漸普及，

同時參考「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後，訂定本節之

內容。 

四、 第四節「會計事務處理程序」：此節明定會計事務處理之相關規範，

其內容與「商業會計法」相關規定一致。此節亦參考經濟部與教育

部所制定之準則199及「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訂定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應依循之規定。 

6.1.4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 

本編準範例第三章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編製四張主要財務報表，

包括資產負債表、收支營運表、淨值變動表與現金流量表。本研究對財

務報表名稱之考量，詳見 4.2.3 之說明。 

本研究已於第 5.4 節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對資產負債表及收支營

運表至少應表達至三級會計項目。以下分別說明財務報告內容及四張主

要財務報表中之重要項目。 

                                                 
199

 本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各準則中，僅「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辦法」及「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訂有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

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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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 財務報告內容 

編準範例第三章第一節先說明財務報告之內容，並說明財務報告之

內容應能允當表達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狀況、營運結果及現金流

量。 

本研究第 4 章已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須編製之四張主要財務報表

為資產負債表、收支營運表、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表，而財務報表應

包含前述主要報表及其附註或附表。本編準範例參考各部會所制定之編

製準則，明定財務報告包括財務報表及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事

項及說明。 

重要項目明細表之部分，本研究參採「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及「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亦將重要項目（科目）

明細表作為財務報告內容之一部分。此係因本研究雖主張小規模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僅須提供某些必要資訊，惟各主管機關仍可能會要求其所管

轄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針對特定會計項目（例如金融工具投資）或符合

特定條件之會計項目（例如帳面金額達資產總額 5%之資產負債項目）編

製明細表。因此，本研究認為財務報告應包含重要項目明細表。 

6.1.4.2 資產負債表 

此節之內容係說明資產負債表之架構及所包含之內容。如 4.2.3所述，

本研究所擬定之編準範例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資產、負債及淨值各項目

之定義及相關會計處理之規定，係以各部會所訂定之準則及 EAS 之規定

為基礎，並就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特性作些微調整，例如將「損益」改

為「餘絀」、將「業主」、「股東」修改為「捐助人」或其他適當名詞等。 

就資產負債表之架構而言，各部會所規定之資產負債表均有流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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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與流動負債之大項；至於非流動之部分，衛福部報表有非流動資產及

非流動負債之大項；但經濟部與教育部制定之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200之

附件三「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未訂有該二項目，而

是在流動資產之後直接列出「投資、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項目，並於流動負債後列出「長期負債」及「負債準備」201。前述經濟

部與教育部對資產、負債之分類，係部分資產及負債按流動與非流動分

類表達，部分資產及負債按流動性順序表達之混合基礎，其作法係與國

營事業及作業基金之作法一致202。 

如本研究第 1 章所述，本研究之目的為以 EAS 為基礎，針對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建立一致性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準則範例之

基本架構。本研究擬定之編準範例中於資產負債表中列出非流動資產及

非流動負債，此種作法係與一般企業編製之資產負債表之格式一致203,204，

                                                 
200

 如本研究第 3 章所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4

條規定，財團法人屬金管會依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3 項所定一定金額以上者，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5 項授權訂定之辦法辦理，不適用前章規定。而金管會所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產

總額均有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第 14

條所規定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之門檻，故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該辦法辦理，而不適用「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基於本研究係以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為對象，故本研究第 6 章中有關財務報表編製之內容，涉及金管會之規定者，係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為準，而不納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相關分析。 
201

 經濟部及教育部所制定之編製準則，以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

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係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民國 106 年所公告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已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起停止適用）相同。主計總處所公

布「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雖已停止適用，惟現行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編製之預決算書表在實務上仍以該參考表為會計項目適用之主要依據。例如，衛福部所公布「衛

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之內容與主計總處所公布「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之內容一致；「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之附件五「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與「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之附件三「財團法人共

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其內容亦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

之內容大致相同。 
202

 黃厚輯（民 105）。導入企業會計準則，提升作業基金財務報導品質。主計月刊第 728 期，36-40。 
203

 EAS 第 2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第 29 條規定，資產及負債應作適當之分類，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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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預決算書表與財務報表在會計項目之分類上

趨於一致。 

惟「投資、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之項目，考量到投資、長

期應收款及準備金之性質各異，於資產負債表中僅以一單行項目表達恐

未能提供對財務報表使用者有用之財務資訊，故本研究將投資、長期應

收款及準備金分別作為資產負債表中非流動資產項下之單行項目；但由

於「準備金」一詞易與「負債準備」混淆，本研究基於該項目之經濟實

質，將「準備金」更名為「指定用途金融資產」，並區分流動及非流動表

達。至於「貸款」部分，由於「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規定，財團法人財

產之保管及運用，應以法人名義為之，並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資金不

得寄託或借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故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並不會有放款予他人而產生之資產項目，爰刪除之。 

此外，「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所規定資產負債表中

之資產項下，除流動與非流動資產外，尚有「基金」之項目；依該草案

第 13 條之規定，該項目係用以表達捐贈者限制及董事會指定之資產。經

查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並未規定企業須將受限制之資

產以單行項目列示，而是規定須於附註揭露相關事項205；而「商業會計

處理準則」亦未就受限制之資產訂定一單行項目。另外，「經濟部主管財

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之附件五「經濟部主管

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

                                                                                                                                                    
產及流動負債與非流動負債，應分別表達，但按流動性表達能提供可靠而更攸關之資訊時，不在

此限。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第 60 段則規定，企業應將流動與非流動資產及流

動與非流動負債於其財務狀況表中列報為單獨之分類，除非按流動性列報能提供可靠且更攸關之

資訊。 
204

 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14 條規定，資產負債表之表達於資產項下須包含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資

產。 
205「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財務報告所列各項目，如受有法令、

契約或其他約束之限制者，應註明其情形與時效及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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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之附件三「財團法人共通性

會計科（項）目參考表」，以及衛福部所公布「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中，係將提撥專款存儲供特

定用途之準備金列於「準備金」中，但對其他指定供特定用途之資產則

未規定應如何表達。由於本研究所探討之各準則中，「基金」資產類別僅

出現於「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中，並為避免與「淨值」

項下「基金」的項目混淆，本研究不於資產負債表之資產中納入「基金」

之類別，而是設有「指定用途金融資產」之會計項目；至於其他指定供

特定用途之非金融資產，則如「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般，規

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於附註中揭露該等資產受限制之相關事項。 

就與應收帳款有關之資訊，「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

之規定較為繁複；例如，明定應揭露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以及其他應

收款中超過流動資產合計金額 5%者，應按其性質或對象分別列示等。本

研究現況分析所探討之其他編製準則，並無如此詳細之規定。若將對醫

療法人的特別規定擴及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恐會造成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實務作業上的負擔，且並非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的應收帳款之相

關會計項目帳面金額均為重大。因此，本研究認為無須對所有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加諸與應收帳款相關之額外揭露規定。如各主管機關認為有必

要，則可另行對其所管轄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部分或全部）要求提供

更詳細之揭露。 

此外，本研究注意到，現行各主管機關所制定之編製準則中，有部

分條文之規定過於詳盡，或係重述 EAS 中之相關規定；例如，衛福部所

制定之各編製準則中明定，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依取得或建造時之原

始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原始成本包括購買價格、

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任何直接可歸屬成本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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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拆卸、移除該資產或復原之估計成本；後續成本，包括後續為增添、

部分重置或維修所生之成本。前述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成本要素之規定

與 EAS 第 8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以下簡稱 EAS 第 8 號）第 10

條之規定一致，且編準範例已明定編準範例中未規定之事項應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即 EAS）辦理。因此，為避免編準範例之篇幅過於冗長，

編準範例中各會計項目處理之相關規定以維持精簡為原則；較詳細之規

定如與 EAS 無不一致之情形，則不予贅述206。因此，編準範例中僅說明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原始衡量原則（亦即，依取得或建造時之原始成

本及後續成本認列），而不說明成本的組成要素。 

有關淨值之規定，本研究綜合考量營利事業之相關規定及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現行實務後訂定，將淨值之內容分為基金、公積、累積餘絀及

淨值其他項目等四大項。如本研究第 4 章所述，衛福部所管轄之財團法

人依其應遵循之準則，均將其淨值/淨資產依受限制之程度，區分為永久

受限、暫時受限及未受限三大類，惟本研究案所訂定之編準範例係適用

於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對於是否應就淨值依受限制之程度作進一步

區分，宜由該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另行規定。故本研究對淨值

相關會計項目之定義及規定，主要係參考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行於預決

算書表中所編製之淨值變動表，以及營利事業適用之「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此外，有關自累積賸餘中提撥之公積，衛福部、金管會及經濟部所

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分別依「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會計科項目參考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

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附件三、「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

                                                 
206

 本研究並非意圖將所有與 EAS 規定一致之內容均予刪除，各會計項目之定義及基本會計處理，仍

會於編準範例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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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附件五，將指撥之公積放在公積項下。

惟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1 條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第 29 條之規定，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包括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

公積。就學理而言，營利事業的保留盈餘係報導個體歷年盈餘未分配給

業主，繼續保留供作其他運用之資金，其可進一步區分為已指撥（即法

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公積）及未指撥（即未分配盈餘）。財團法人之累

積賸餘即約當於營利事業之保留盈餘，雖因法人架構之差異及財團法人

不得分配盈餘而未能使用相同之名詞207，但其意涵並無不同；再者，ASC 

958-210-55-3 所例示淨資產之表達範例亦在「無捐助人限制」之項下，分

列「董事會為[目的]之指撥（Designated by the Board for [purpose]）」及「未

經指撥（Undesignated）」兩項目。因此，本研究主張，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提列之特別公積係屬累積餘絀中指撥之部分，雖其名稱有「公積」二

字，仍屬累積餘絀之一部分。 

因此，編準範例對淨值項目之分類如下： 

一、 基金：依「財團法人法」第 2 條之規定，基金係指應向法院登

記之財產，包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受捐助之財產、經董事會決

議列入基金之財產及依法令規定應列入基金之財產。本研究參

考「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

法」之附件五「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考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

人監督管理辦法」之附件三「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

參考表」，以及「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

計科（項）目參考表」，將基金定義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獲挹注

                                                 
207

 許崇源，2018，非營利組織之會計處理──以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為例，月旦

會計實務研究，第 8 期，頁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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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資金，及由歷年賸餘撥充之基金；其內容包括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預收基金208及其他基金等。 

二、 公積：係指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數及其他公積等

項目。 

三、 累積餘絀：包括已指撥累積賸餘及未指撥累積餘絀，其性質約

當於企業之保留盈餘/虧損。 

四、 淨值其他項目：指累積其他綜合餘絀等淨值之調整項目。本研

究係參考「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之附件五「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參

考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

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之附件三「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

目參考表」，以及「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

會計科（項）目參考表」訂定其他淨值項目下之會計項目。「累

積其他綜合餘絀」即約當於適用 IFRS 或 EAS 之企業累積於其

他權益之其他綜合損益項目。 

6.1.4.3 收支營運表 

本研究所擬定之編準範例中，收支營運表採單站式表達，其內容包

括收入、支出、所得稅費用（利益）及本期餘絀，表達收入支出項目時，

無須區分業務內或業務外；此係因大多數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決算書表

中所編製之收支營運表係採單站式表達，且相較一般企業，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之目的較明確、交易較單純，故尚無須以多站式表達；再者，有

些財團法人業內業外之區分可能較為困難，故無須區分業內業外。如有

其他綜合餘絀（如未實現重估增值等），則以附註方式揭露在收支營運表

之表末。 

                                                 
208

 詳本研究 6.2.1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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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所擬定之編準範例適用之範圍為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其營運性質多樣，收入及支出之種類及範圍極廣，故編準範例中之

會計項目綜合考量各部會所制定之編製準則（含其附表及附件），以及會

計制度範本中之相關資料（如有時）209，並參考 EAS 及經濟部商業司公

布之商業會計項目表訂定，同時針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特性作些微調

整。例如：(1)將「損益」改為「餘絀」；(2)刪除應付股利及股份基礎給付

之非流動負債等與股東或業主相關之會計項目；及(3)配合財團法人資金

不得貸予他人210之性質，刪除貸款相關之會計項目等。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適用編準範例編製收支營運表時，另應注意下列

事項： 

一、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應併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收入，附屬作業

組織之相關成本及費用則應置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支出項

下：此意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不得逕以附屬作業組織收入減除

成本支出後之淨利/淨損併入收支營運表。如本研究第 5 章所述，

於判斷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為大規模或小規模時，所採之年度收入

總額係收支營運表中收入之合計數，亦即所有收入減除相關退

款、退回及折讓後之金額（包含附屬作業組織收入之收入總額，

而非減除成本與費用之盈餘），但不得減除相關的成本與費用。

由於附屬作業組織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另

設之組織，其營運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一環，故其營運結果併

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收支營運表時，應將收入併入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之收入，並將成本及支出併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支出項

下，以完整表達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營運結果，亦有助於確實劃

                                                 
209

 例如衛福部所公告「衛生財團法人會計制度一致性規定」中會計項目之分類與定義，以及「財團

法人ＯＯ社會福利基金會會計制度（參考範例）」中之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其定義。 
210

 「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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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規模及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惟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與

其附屬作業組織間如有內部往來，應先予以沖銷，以免有收入及

支出虛增之情形。 

二、財務收入與財務費用：依「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之附件五「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共通性

會計項目參考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

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之附件三「財團法人共通性會

計科（項）目參考表」及「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以及過去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適

用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對

「財務收入」之說明為凡利息收入、租賃收入、兌換賸餘及投資

賸餘等屬之；對「財務費用」之說明則為凡利息費用、兌換短絀

及投資短絀等屬之。基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現行實務在預決算

書表之編製仍有使用該等會計項目，本研究配合現行實務於收支

營運表中保留「財務收入」及「財務費用」之單行項目，其中「財

務收入」包括租金收入、投資收入、利息收入、兌換利益、處分

投資性不動產利益、處分投資利益及其他財務收入等項目；「財

務費用」則包括利息費用、投資損失、兌換損失、處分投資性不

動產損失、處分投資損失及其他財務費用等項目。211
  

6.1.4.4 淨值變動表 

本研究所擬定之編準範例中，淨值變動表係用於表達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於報導期間之基金、公積、累積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之變動情形，

                                                 
211

 我國經濟部公布之商業會計項目表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布之「一般行業 IFRSs 會計項目及代碼」

並無「財務費用」及「財務收入」之項目，但「一般行業 IFRSs 會計項目及代碼」中有「7050 財

務成本」之項目，其下包括避險成本、避險工具之利益及損失及利息費用。「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第 12 條規定，財務成本包括各類負債之利息、公允價值避險工具與調整被避險項目之

損益、現金流量避險工具公允價值變動自權益分類至損益等項目，扣除符合資本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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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區分受限制及未受限制之淨值。有關編準範例對淨值項目之分類，

請見 6.1.4.2 之相關說明。 

儘管美國FASB ASC 958及英國SORP皆規定對受不同程度限制之淨

資產或基金分開列報，考量我國目前除衛福部主管之財團法人有在財務

報表中作此種分類外，其餘部會主管之財團法人之淨值均僅分類為基金、

公積、累積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為求一致及配合目前大部分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之實務狀況，本研究之編準範例未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區分

受限制及未受限制之淨值項目；惟若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依其主管機關

規定或依使用者需求揭露此資訊，該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亦得於財務報

表之附註或附表中自行揭露相關資訊。 

6.1.4.5 現金流量表 

本研究所擬定之編準範例中，現金流量表係以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流

入與流出，彙總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特定期間之業務、投資及籌資

活動之現金流量。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金流量表之編製應依照 EAS 第 3

號「現金流量表」（以下簡稱 EAS 第 3 號）之規定辦理。如 EAS 第 3 號

第 9 條及現況分析中所探討之各準則所規定，編準範例將不限制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於報導來自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所使用之方法（即直接法或

間接法皆可被接受）。惟由於實務上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於送交預決算書表

時所編製之現金流量表均採用間接法，且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隨附之現金流量表範例均僅以間接法呈現，本研究

於附表中僅提供間接法下現金流量表之範例。 

6.1.4.6 附註及附表應揭露之資訊 

本研究參考第 3 章所探討各部會制定之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於編準範例中訂定，政府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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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財團法人無論其規模大小，均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下列資訊： 

一、 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明。 

二、 聲明財務報告編製所依據之法規及準則。 

三、 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通過之程序。 

四、 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及編製財務報告所採用之衡量基礎。 

五、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以及與所作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

主要來源有關之資訊。 

六、 主要財務報表中各項目之補充資訊，或其他為避免使用者之誤

解，或有助於財務報告之公允表達所必須說明之事項，其內容

應至少包括（但不限於）： 

(一) 收入明細：於財務報表附註中說明各類收入之組成部分。

詳見編準範例隨附之格式五。 

(二) 支出明細：於財務報表附註中說明各類支出之組成部分。

詳見編準範例隨附之格式六。 

七、 財務報表中之各項目，如受有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之限制者，

其受限制之情形與時效及有關事項。 

八、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九、 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十、 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一、 依主管機關規定應予揭露之其他資訊。 

其中收入及支出之明細，係收支營運表中收入合計及支出合計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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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此，附註中該等明細項目之合計數將與收支營運表中收入合計及

支出合計相同。該等項目均與財團法人於主要財務報表中所列報之資訊

有所連結，故納入附註中，作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編準範例另有訂定條文說明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及關係人之定義，以

及重大期後事項之揭露內容。有關關係人之定義及相關揭露，本研究第

6.2 節另有詳細之探討。 

6.1.4.7 重要項目明細表 

本研究所擬定之編準範例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不論規模大小，

均須揭露下列重要項目明細表：  

一、 員工人數彙計表：以重要項目明細表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的

員工人數（按職類（稱）予以分類表達）。詳見編準範例隨附之

格式七。 

二、 用人費用彙計表：以重要項目明細表說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

用人費用（各職類（稱）人員之薪資、津貼等報酬明細）。詳見

編準範例隨附之格式八。 

三、 轉投資明細表：以重要項目明細表說明轉投資明細之相關資訊，

包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有轉投資事業（無論持股比例為何）

之名稱、本年度變動、累計投資淨額、持股比例及其他必要說

明。詳見編準範例隨附之格式九。 

四、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明細表：以重要項目明細表說明對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各主要類別之投資之金額（而非期末餘額）。

詳見編準範例隨附之格式十。 

由於該等資訊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內部監理較為攸關，故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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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中，而以重要項目明細表之方式呈現，供財務報表使用者

參考。 

此外，如前所述，所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尚應揭露其持股超過 50%

之轉投資事業之主要財務報表（即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

表及現金流量表）。 

非屬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者，仍應依重大性判斷編製其他重要

項目明細表。 

6.1.5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主要財務報表範例 

本研究參考衛福部、經濟部及教育部所發布之編製準則，以及「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

法」212隨附之四張主要財務報表，並考量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行預決算

書表之編製實務後，依本研究第 5 章所訂定之會計項目參考表編製主要

財務報表之範例。茲將各報表範例與各部會編製準則所附報表範例間之

差異，概要說明如下： 

一、 資產負債表： 

1. 淨值之表達：衛福部所主管之財團法人依現行作法須依淨值

受限制之情形區分永久受限淨值、暫時受限淨值及未受限淨

值，並記錄其轉入及轉出之情形。本研究將淨值區分為基金、

公積、累積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故表中淨值部分之表達與

衛福部發布之編製準則隨附之資產負債表淨值部分之表達不

同。惟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仍可視財務報表使用者之需求，於

                                                 
212

 如前所述，金管會所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就財務報告之編製，應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而不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

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基於本研究係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為對象，故 6.1.5 之

分析中所提及金管會之規定係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

監督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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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或明細表中揭露淨值受限制之情形。 

2. 流動金融資產之表達：衛福部所主管之財團法人將「透過餘

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213
…等金融資產項目作為單行項目表達，本研究依

循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將該等項

目列於「流動金融資產」之單行項目項下。 

3. 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表達：衛福部所主管之財團法人將「應

收票據」、「應收帳款」……等項目作為單行項目表達；且衛

福部對衛生財團法人進一步要求須將該等項目之關係人及非

關係人之相關項目，列為資產負債表之單行項目。本研究依

循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將該等項

目列於「應收款項」之單行項目項下。「應付帳款」亦同。214
 

4. 非流動資產項下會計項目之表達：如 6.1.4.2 所述，經濟部及

教育部所發布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

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資產負

債表皆無「非流動資產」類別，而是直接分別列示「投資、

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

資性不動產」、「無形資產」、「其他資產」等項目及其子項目。

本研究參考衛福部之作法，先列示「非流動資產」之類別，

將前述該等項目列於「非流動資產」項下，並將「投資」、「長

期應收款」及「指定用途金融資產－非流動」作為單行項目

                                                 
213

 依經濟部商業司於民國 109 年 4 月 17 日召開之「研商商業會計法令之發展對策」會議決議，EAS

未來將針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之規定，將會計項目調整一致。由於 EAS 相關

規定尚未修改，爰現採用現行 EAS 第 15 號「金融工具」使用之名稱，並配合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性質酌予調整。 
214

 本研究研擬之編準範例規定，金額重大之應收關係人票據或帳款及應收關係人捐贈款，應單獨列

示，並應於附註中揭露關係人交易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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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詳見 6.1.4.2 之說明）。 

(1) 經濟部發布之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

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資產負

債表列有「投資、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之項目，

其包含「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等金融資產項目及「長

期應收票據及款項」等，惟衛福部發布之編製準則隨附之

資產負債表，係將前述金融資產作為單行項目。 

(2) 經濟部發布之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

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資產負

債表係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有列示各類別，另

衛生財團法人於資產負債表上除揭露各類別之外，尚須列

示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項目。由於現行法規並無規定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之預決算書表須於資產負債表中揭露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之每一主要類別，為使資產負債表之內容

簡潔且易於閱讀，本研究研擬之資產負債表範例，僅以彙

總後淨額表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單行項目（惟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仍可於資產負債表中以單行項目列示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之重要類別及其金額）。 

(3) 衛生財團法人適用之編製準則隨附之資產負債表於「投資

性不動產」及「無形資產」項下，分別列示各主要類別。

同樣地，由於現行法規並無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預決

算書表須於資產負債表中揭露投資性不動產及無形資產

之每一主要類別，為使資產負債表之內容簡潔且易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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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研擬之資產負債表範例僅以彙總後淨額分別表達

「投資性不動產」及「無形資產」項目（惟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仍可於資產負債表中以單行項目列示各重要類別及

其金額金額）。 

5. 流動金融負債之表達：醫療財團法人及長照財團法人所適用

之編製準則隨附之資產負債表，係以單行列示「透過餘絀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項目。本研究依循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現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將該項目列於「流

動金融負債」之單行項目項下。 

6. 其他流動負債之表達：醫療財團法人適用之編製準則附表中，

「教育研究發展負債」、「醫療社會服務負債」須作為單行項

目表達；「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於醫療財團

法人及長照財團法人適用之編製準則附表中，亦作為單行項

目表達。本研究將該等項目列於「其他流動負債」項下（詳

見本研究 5.4 及附錄三）。 

7. 非流動負債之單行項目名稱：衛福部發布之準則中，明定非

流動負債之內容；惟教育部及經濟部所發布之編製準則及「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

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資產負債表中，並無「非流動負債」

之類別（教育部及經濟部雖有此類別，惟其名稱為「長期負

債」）。本研究研擬之編準範例仍訂有「非流動負債」之單行

項目，以與流動負債對照。 

8. 非流動金融負債之表達：醫療財團法人及長照財團法人適用

之編製準則之附表中，「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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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係以單行列示，本研究依循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

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將該等項目列於「非流動金融負

債」之單行項目下。 

9.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表達：衛福部就醫療法人、社福財團法人

及長照法人，以及經濟部發布之編製準則與「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

法」之附表中，係將「負債準備」作為單行項目，衛福部規

定須將「存入保證金」作為單行項目，衛生財團法人須單行

列示「應計退休金負債」。本研究依循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行

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將「負債準備－非流動」列於「其

他非流動負債」項下，並將「存入保證金」及「淨確定福利

負債」（即衛福部所稱之「應計退休金負債」）納入「其他非

流動負債」之「什項負債」項下215。 

二、 收支營運表 

1. 報表整體表達：衛福部所主管之衛生財團法人、醫療財團法

人、長照財團法人之營運活動表/收支餘絀表，依現行作法係

採多站式表達；而經濟部及教育部之收支營運表雖採單站式

表達，惟收入/收益及支出/費損項下，仍有業務及業務外之區

分。如前所述，本研究研擬之收支營運表係採單站式，不區

分業內業外，故編準範例中收支營運表之格式與衛福部、教

育部及經濟部之編製準則隨附之收支營運表之格式不同。 

                                                 
215

 依本研究所擬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中有關「重大性」之說明（詳見附錄

二第 11 條），若資訊之遺漏或誤述，可能影響使用者以有關特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資訊為

基礎所作之決策，則該資訊為重大。另第 70 條則說明，對類似項目之各重大類別，應單獨表達；

對不同性質或功能之項目，應分別表達，但該項目非重大者不在此限。因此，如「其他非流動負

債」項下有重大（可能基於金額或性質）之項目，則應單獨表達之。「其他流動資產」、「其他非流

動資產」及「其他流動負債」之表達亦應適用相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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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提供淨資產/淨值變動情形：衛福部所主管之衛生財團法人

之現行作法，係於營運活動表中反映報導期間永久限制用途

淨資產、暫時限制用途淨資產、無限制用途淨資產及總淨資

產之變動情形。由於本研究研擬編準範例之主要財務報表中

已有淨值變動表以表達淨值之變動情形，故收支營運表之格

式與衛福部發布之編製準則隨附之收支營運表之格式不同。 

三、 淨值變動表：衛福部所主管之財團法人依現行作法須依淨值受

限制之情形區分永久受限淨值、暫時受限淨值及未受限淨值，

並記錄其轉入及轉出之情形；而本研究研擬之淨值變動表範例，

並未納入各受限淨值及未受限淨值項目變動情形（該等資訊將

於財務報表之附註中揭露說明），故編準範例中淨值變動收表之

格式與衛福部發布之編製準則隨附之淨值變動表格式不同。 

四、 現金流量表 

1. 業務活動之名稱：本研究研擬之現金流量表範例係用以說明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如

第 3 章所述，有關「業務活動」之名稱，本研究採教育部與

經濟部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之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

使用「業務活動」一詞。 

2. 來自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之編製：衛福部對衛生財團法人及

社福財團法人所發布之編製準則隨附之附表中，另有採直接

法編製之現金流量表之格式範例。由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

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均以間接法報導來自業務活動之現

金流量，故本研究未參採衛福部對衛生及社福法人提供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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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直接法下之現金流量表範例，而僅提供間接法之現金流

量表範例。 

6.1.6 不納入編準範例之其他事項 

編準範例第二章之內容及第三章第 30條有關財務報表格式主要係以

現況分析所探討各準則之相關規定為基礎，並參考「商業會計法」及「商

業會計處理準則」之相關規定訂定；惟會計人員之任免及交代期限相關

規定，非屬本研究之範圍，故儘管本研究所探討之各準則大多訂有相關

規定216，編準範例不納入相關規定；編準範例亦不將工作計畫、經費預

算及工作報告等文件之訂定、編製原則及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之期限納入

－關於該等事項，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依「財團法人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又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依「財團法人法」、「預算法」及「決算法」

規定，其預決算書應由主管機關送立法院審議，為提供決策資訊及俾利

立法院審議需要，可參採編準範例隨附之報表格式，增加預算數及預決

算比較增減等欄位，配合實務需要使用。 

此外，衛福部對醫療財團法人及長照財團法人，以及經濟部與教育

部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另有規定，會計事務較簡或原始憑證已符合記

帳需要者，得不另製記帳憑證，而以原始憑證，作為記帳憑證。該等規

定與「商業會計法」第 18 條之規定相同，而經詢經濟部商業司，實務上

確實有規模較小之企業以原始憑證作為記帳憑證217。惟實務上若以原始

憑證代替記帳憑證，可能反而會增加人力負擔；再者，大多數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仍會編製記帳憑證，以原始憑證作為記帳憑證之處理較罕見，

故編準範例未納入此規定。 

本編準範例亦不規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是否須經會計師

                                                 
21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除外。 
217

 具體而言，該等企業在原始憑證上記錄應作之會計分錄，不另製作記帳憑證（即俗稱之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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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簽證。此係因「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2 項已有規定，財團法人在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前述「一定金額」，各部會已個別訂定相關規範，詳

見第 5.2 節之分析。 

6.2 其他會計實務議題之探討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實務上對某些會計議題可能有分歧之作法，故此

部分對該等議題之可能作法探討如下： 

6.2.1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接受捐助之會計處理 

關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接受捐助之會計處理，究竟應列為捐贈收入

或列為基金，一直都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本研究擬先從法令層面分析，

並建議在會計處理上，將依法應列入基金之財產的捐助，列為基金，而

其他未列入基金之財產的捐助，再依其性質並參考 EAS 之原則作會計處

理。茲分析如下。 

首先，「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5 項規定，該法所稱基金，指應向

法院登記之財產，其範圍包括：(1)捐助財產；(2)經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

列入基金之財產；及(3)依法令規定應列入基金之財產。另依「財團法人

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2 條第 1 款之規定，捐助財產係指捐助人

於財團法人設立時，以捐助章程或遺囑所捐助之財產。因此，無論捐助

人係中央或地方政府（含特種基金）、公法人、公營事業（含未民營化前

之公營事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已裁撤政府機關（含特種基金），

抑或為其他法人或個人，只要是在財團法人設立時，依捐助章程或遺囑

收受之捐贈，原則應列入基金（借記資產，貸記基金），不作為收入或其

他項目。至於所收受捐助之價值之衡量，將於後續討論。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一旦設立後，所收受之捐助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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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4 條之規定，財團法人列入

基金之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計算為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

營事業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捐助財產或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1)

財團法人設立登記時，接受中央或地方政府（含特種基金）、公法人、公

營事業（含未民營化前之公營事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已裁撤政府

機關（含特種基金）捐助之財產，或已依法解散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捐

助之賸餘財產；(2)財團法人設立登記後，接受政府機關捐贈之財產，或

已依法解散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捐贈之賸餘財產；或(3)賸餘或公積轉列

基金，如以當期賸餘或公積轉列時，依轉列時捐助及捐贈並列入基金合

計數占基金總額之比率乘以轉列金額計算其數額；如以前一會計年度以

前累積賸餘或公積轉列時，依轉列年度期初捐助及捐贈並列入基金合計

數占基金總額之比率乘以轉列金額計算其數額。但於本法施行前，已轉

列之基金，依主管機關原計算方式認定。 

「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4 條之規定雖旨在說明如

何計算捐助財產或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惟該條文逐條說明之文件中

提及，供財團法人永續經營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量之用而收受之財產，

應列入資產負債表淨值項下基金相關科目218。本研究認為，將供財團法

人永續經營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量之用之捐贈列入基金之原則，不應因

捐贈者是否為政府而不同，因此，本研究主張，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設立

登記後，所接受捐助之現金或財產（無論是否來自中央或地方政府（含

特種基金）、公法人、公營事業（含未民營化前之公營事業）、政府捐助

                                                 
218

 該條規定係參酌行政院民國 99 年 3 月 2 日院授主孝一字第 0990001090 號函。該函規定，財團法

人設置成立後，如接受中央或地方政府（含特種基金）、未民營化前之國（省）營機構、公設財團

法人、公法人、已結束政府機關（含特種基金）捐贈之現金、動產、不動產及已解散公設財團法

人之賸餘財產，且該等財產係用於供財團法人永續經營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量之用之後續捐贈，

應納入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該等捐贈並應列入資產負債表中淨值項下「基金」相關科目（供

年度經常性營運之用，不予列入，例如政府補助經費或委辦經費）。依行政院民國 108 年 1 月 31

日院授主基法字第 1080200099 號函之規定，行政院院授主孝一字第 0990001090 號函已自 108 年

2 月 1 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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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團法人、已裁撤政府機關（含特種基金），或已依法解散之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如係供財團法人永續經營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量之用，則應

作為基金；如為動息不動本之捐贈，其性質實為永久受限之概念，目的

在於供財團法人永續經營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量，故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在收受該等捐助時，亦應將該等捐助作為基金。此外，如所收受之捐助

係擬於未來經董事會決議後列入基金之財產，則應作為基金項下之預收

基金，俟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再轉列基金。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不擬遵循

捐助人所設之條件，或董事會予以否決，則不得收受該等捐助，而應將

捐助退還予捐助人。 

不列入基金之捐助 

依 EAS 第 21 號「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以下簡稱 EAS 第 21 號）

第 3 條之規定，政府補助係指政府透過移轉資源之形式所給與企業之補

助，以換取企業於過去或未來遵循與營業活動有關之一定條件；政府輔

助則指政府特別對符合特定條件之單一企業，或某一範圍之企業，提供

某種經濟利益之行為。雖 EAS 第 21 號旨在訂定政府補助之會計處理準

則，且該公報不適用政府參與企業之所有權之情況219；惟本研究認為若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收受之捐助並非供其永續經營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

量之用，而係供其經常性營運之用，亦可援引 EAS 第 21 號對政府補助

之會計處理原則。 

EAS 第 21 號第 4 條規定，應於可合理確信能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

始得認列政府補助：(1)遵循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2)將可收到該項補

助。EAS 第 21 號第 7 條及第 8 條則規定，政府補助應於該補助意圖補償

企業之相關成本認列為費用之期間內，依有系統之基礎認列為損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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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 第 21 號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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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補助成為可收取時，若係作為先前已發生之費用或損失之補償，或係

以給與企業立即財務支援為目的且無未來相關成本，則應於其成為可收

取之期間認列為損益。 

因此，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收受指定用途或限制使用時間之捐助，

如尚未符合指定之條件，則不應於收受時認列收入；而應帳列負債項下

之適當會計項目（例如，遞延收入），待後續符合指定之條件或該捐助之

限制解除時，再將先前累積於負債項下之金額轉列為收入；其他未附有

任何條件之捐助（例如，政府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提供之及時財務支

援），應於有權收受時認列為收入。 

所收受捐助之衡量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收受之捐助應如何衡量？除依法認列為基金之

捐助應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3 條之規定220衡量外，

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收受非列入基金之非貨幣性資產之捐助，本研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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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3 條規定，財團法人基金之各項財產，依下列規定計算

其數額： 

一、現金：依捐助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時，新臺幣金額計算。新臺幣以外之貨幣，以捐助日或董

事會決議列入基金當日之前一辦公日臺灣銀行外匯交易收盤即期買入匯率折算。 

二、上市（櫃）、興櫃股票：以捐助日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當日之收盤價或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計

算；捐助日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當日無交易價格者，以捐助日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當日後

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或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計算。 

三、未上市（櫃）、興櫃股票：以捐助日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當日最近一期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計算。 

四、土地、房屋、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古蹟或其他非屬現金之財產，有出價取得證明者，依

其實際取得成本計算；無出價取得證明者，以具有公信力之鑑價或其他方式證明價額之文件計

算。 

五、未能依前款規定證明時，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土地：依捐助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時公告土地現值並按捐助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

時政府已發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土地取得年度之價值計算。但依都

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依捐助或董事會決

議列入基金時公告土地現值 16%計算。 

（二）房屋：依捐助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時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並按捐助或董事會決議列入

基金時政府已發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房屋取得年度之價值計算。 

（三）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古蹟：依該文物、古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價值證明

所載金額，或該財團法人出具含有捐助或董事會決議列入基金時時價並經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有案之證明所載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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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AS 第 21 號第 9 條之規定，認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估計所收受非

貨幣性資產之公允價值，並對該捐助及所收受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221。

此種作法與美國 ASC 958 及英國 SORP 對捐贈之規定一致。惟若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所收受之非貨幣性資產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其得比照「財

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第 3 條之規定辦理。 

因此，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收到非貨幣性資產之捐助不符合列入基

金之條件，亦應依其受限制之情形，決定貸記之會計項目為負債或收入

等。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收到之捐助為折舊性資產，該捐助不符合列入

基金之條件，則借記資產之同時應貸記負債，並隨使用期間將負債隨時

間經過認列為損益。此作法類似於 EAS 第 21 號中，對與資產有關之政

府補助之會計處理，其表達亦得參照EAS第 21號第 12條之規定222處理。

至於所收受折舊性資產後續則應依 EAS 第 8 號之規定提列折舊及評估減

損，其會計處理不會因其取得方式（例如，自行購入、接受現金捐助而

取得、接受實物捐助）而不同。 

6.2.2 定期存款是否屬現金及約當現金 

有關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定期存款是否為約當現金之議題，本研究

先就現況分析所探討各準則之規定予以分析如下。 

經查衛福部所公布「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 24 條、「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 24 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3 條及「醫

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第 12 條明定，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

                                                 
221

 EAS 第 21 號第 9 條規定，政府補助若係以移轉非貨幣性資產（例如，土地或其他資源）供企業使

用者，通常須評估非貨幣性資產之公允價值，對於補助及資產之會計處理應以此公允價值衡量。 
222

 EAS 第 21 號第 12 條規定，與資產有關之補助，於資產負債表應按下列方法之一表達： 

1. 將補助認列為遞延收益，並於資產耐用年限內依有系統之基礎，將該遞延收益認列為損益。 

2. 將補助作為相關資產帳面金額之減項，並透過減少之折舊費用，於折舊性資產耐用年限內將補助

認列為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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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屬現金及約當

現金。教育財團法人方面，「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雖未明文規定，惟教育部所發布「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 20 點規定，可隨時解約且不損及本金之定期

存款係屬「銀行存款」。此外，經濟部及金管會之編製準則及相關規定雖

未明確說明定期存款在會計上之分類，惟該二部會所編製之準則均明定

應依 EAS 處理。 

依 EAS 第 3 號第 2 條及第 3 條之規定，「約當現金」係指可隨時轉

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

投資223；因此，通常只有短期內到期之投資方可視為約當現金。國際會

計準則第 7 號「現金流量表」第 6 段及第 7 段則規定，約當現金係指短

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該投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之

風險甚小；因此，通常只有短期內（例如，自取得日起 3 個月內）到期

之投資方可視為約當現金。 

綜上所述，本研究現況分析中所納入之各部會對定期存款之會計處

理並無重大差異，且均與 EAS 之規定一致。因此，本研究於編準範例中

明定，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

性之定期存款，係屬約當現金。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判斷上應依 EAS 第 3

號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7 號之精神224，僅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

                                                 
223

 例如短期內到期之國庫劵、商業本票等。權益工具投資因無法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故均不可

能符合約當現金之定義。 
224

 EAS 第 4 號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企業之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若無明確適用之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時，管理階層應依其判斷，訂定並採用可提供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資訊之會計政策。管理階層

判斷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時，應按下列順序考量：  

1.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對處理類似及相關議題之規定。  

2.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 號「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對資產、負債、收益及費損之定義、認列

條件及衡量觀念。  

3.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4.  其他財務會計準則之權威發布機構所發布之公報、其他會計文獻及公認之產業實務。  

因此，EAS 第 3 號雖未明確舉例短期內為自取得日起 3 個月內，依前述規定即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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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內（例如，自取得日起 3 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

及投資視為約當現金；亦即超過 3 個月到期之定期存款原則上非屬約當

現金。 

惟在此特別提醒，本研究所探討定期存款之會計處理，僅適用於用

途未受限制之定期存款。如定期存款係供特定用途而專戶存儲者，並不

符合約當現金之定義，應屬資產項下之指定用途金融資產。 

6.2.3 關係人之認定及關係人交易之揭露 

本研究所研擬之編準範例中，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充分揭露關

係人交易資訊、於判斷交易對象為關係人或非為關係人時應注意其形式

及實質關係，以及關係人之定義。以下探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關係人

應如何認定。 

就監理目的而言，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所適用之「財團法人法」對關

係人有所定義225，惟依該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該法第 14 至 16 條及

第 17 條第 1 項所稱之關係人係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之

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其所定義之關係人僅限於自然人。 

就財務報導目的而言，如本研究第 4 章所述，本研究所探討之準則

中，僅衛福部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所訂定之準則中，訂有構成關係人

之情況，並說明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資訊。該

等規定均要求各準則適用範圍內之財團法人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

EAS 第 14 號「關係人揭露」（以下簡稱 EAS 第 14 號）之規定，充分揭

                                                                                                                                                    
7 號之精神判斷定期存款是否屬約當現金。 

225
 「財團法人法」第 14 條規定，財團法人不得以通謀、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手段，將財產移轉或運用

於捐助人或其關係人，或由捐助人或其關係人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同法第 15 條規定，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職務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

避；前項所稱利益衝突，指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

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之情形。同法第 16 條規定，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

人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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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關係人交易資訊，於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應注意其法律

形式外，並應考慮其實質關係。至於關係人之定義，各編製準則之規定

僅有小幅度差異，茲臚列如下表（符合表中所列之條件之一者，為該報

導個體之關係人，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力或重大影響力者，不包括在

內）： 

表 6-1 衛福部所訂定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中關係人定義之對照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 

第 40 條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修正草案

第 32 條226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

團法人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第 42 條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第 30 條227
 

一、衛生法人採權益法

評價之被投資公

司。  

一、醫療法人採權益法

評價之被投資公

司。  

一、社福法人採權益法

評價之被投資公

司。  

一、長照機構法人採權

益法評價之被投

資公司。  

二、受衛生法人捐贈之

金額達法院登記

之財產三分之一

以上之財團法人。  

二、受醫療法人捐贈之

金額達其實收基

金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之財團法人。  

二、受社福法人捐贈之

金額達其登記基

金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之財團法人。  

二、受長照機構法人捐

贈之金額達其實

收基金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之財團

法人。  

三、對衛生法人設立時

之原始捐助金額

達該衛生法人之

創設基金百分之

二十以上之捐助

人。 

三、對醫療財團法人設

立時之原始捐助

金額達該醫療財

團法人之創設基

金百分之二十以

上之捐助人。  

三、對社福法人設立時

之原始捐助金額

達該社福法人之

創設基金百分之

二十以上之捐助

人、…… 

三、對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設立時之原始

捐助金額達該長

照機構財團法人

之創設基金百分

之二十以上之捐

助人。  

四、前款捐助人之配偶

及二親等內之親

屬。 

 三、……、捐助人之配

偶及二親等內之

親屬。  

 

五、衛生財團法人之董

事、監察人、執行

長或與執行長職

位相當之人及其

附屬作業組織之

負責人。 

五、醫療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主要管理

人員及其設立或

附設機構之負責

人。  

四、社福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執行長與

該等職位之人及

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負責人。  

五、長照機構法人之董

事、監察人及其設

立機構之負責人。  

                                                 
226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第 32 條第 2 項第 4 款係針對醫療社團法人之規定，故未

納入表中。 
227「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0 條第 2 項第 4 款係針對長照社團法人之規定，

故未納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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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衛生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 

第 40 條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修正草案

第 32 條226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

團法人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第 42 條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第 30 條227
 

六、前款人員之配偶及

二親等內之親屬。  

六、醫療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主要管理

人員及其設立或

附設機構之負責

人之配偶。  

五、社福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執行長與

該等職位之人及

附屬作業組織之

負責人之配偶或

二親等內之親屬。  

六、前款人員之配偶。 

七、醫療法人之董事長

或其設立或附設

機構負責人之近

親或二親等以內

親屬。 

七、長照機構法人之董

事長或其設立機

構負責人之三親

等以內親屬。 

七、衛生法人之董事長

或其附屬作業組

織負責人擔任其

他 法 人 之 董 事

長、總經理或負責

人之該法人。 

八、醫療法人之董事長

或其設立或附設

機構負責人擔任

其他法人之董事

長、總經理或負責

人之該法人。 

六、社福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執行長與

該等職位之人及

附屬作業組織之

負責人擔任其他

法人之董事長、總

經理或負責人之

該法人。 

八、長照機構法人之董

事長或其設立機

構負責人擔任其

他 法 人 之 董 事

長、總經理或負責

人之該法人。  

八、衛生法人之董事長

或其附屬作業組

織負責人之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親

屬擔任其他法人

之董事長、總經理

或負責人之該法

人。 

九、醫療法人之董事長

或其設立或附設

機構負責人之配

偶、近親或二親等

以內親屬，擔任其

他 法 人 之 董 事

長、總經理或負責

人之該法人。 

七、社福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執行長與

該等職位之人及

附屬作業組織之

負責人之配偶或

二 親 等 內 之 親

屬，擔任其他法人

之董事長、總經理

或負責人之該法

人。 

九、長照機構法人之董

事長或其設立機

構負責人之配偶

或三親等以內親

屬，擔任其他法人

之董事長、總經理

或負責人之該法

人。 

 

由上表可知，衛福部對其所管轄之財團法人所認定之關係人可分為

下列三大類： 

1. 捐助人：對報導個體設立時之原始捐助達報導個體創設基金 20%

以上之捐助人（及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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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法人： 

(1) 受報導個體捐贈達法院登記之財產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

人。 

(2) 報導個體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3) 報導個體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執行長或與該等職位相

當之人或其附屬作業組織/設立或附設機構之負責人（及其配

偶及二親等/三親等內之親屬）擔任其他法人之董事長、總經

理或負責人之該法人。 

3. 其他自然人： 

(1)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執行長或與該等職位相當之人（及

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 

(2) 附屬作業組織/設立或附設機構之負責人（及其配偶及二親等

/三親等內之親屬）。 

EAS 第 14 號第 5 條對關係人之定義為，與編製財務報表之企業（於

該公報中稱為「報導個體」）有關係之個人或個體： 

1. 個人若有下列情況，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228與報導個體有關

係： 

(1) 對該報導個體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2) 對該報導個體具重大影響。 

(3) 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228

 EAS 第 14 號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個人之近親」係指個人之家庭成員，在其與報導個體往

來時，可能被預期會影響該個人或受該個人影響者，包括：(1)子女及配偶或同居人；(2)配偶或同

居人之子女；及(3)個人或其配偶或同居人之扶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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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其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1) 該個體與報導個體為同一集團之成員（意指彼此具有母公

司、子公司及兄弟公司間之關係）。 

(2) 一個體為另一個體之關聯企業或合資，或為另一個體所屬集

團中成員之關聯企業或合資229。 

(3) 兩個體同為第三方之合資。 

(4) 一個體為第三方之合資，且另一個體為該第三方之關聯企業。 

(5) 該個體受前述 1.所列舉之個人控制或聯合控制。 

(6) 於前述 1.之(1)所列舉之個人對該個體具重大影響或為該個體

（或該個體之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EAS 第 14 號另規定，政府係指政府、政府代理機構，以及地方性、

全國性或國際性之類似組織；政府關係個體係指受政府控制、聯合控制

或重大影響之個體230。 

綜合分析後，衛福部所制定之編製準則對關係人之定義中，除了將

符合特定條件之捐助人及其他財團法人視為關係人外，其他部分之定義

與 EAS 第 14 號中關係人之定義實質上並無顯著差異。惟由於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與一般企業之屬性不同，其並沒有關聯企業或合資（因財團法

人本身並非企業），且衛福部之編製準則中對關係人之定義係針對財團法

人而訂定，其文字說明亦較淺顯易懂；再者，EAS 是一套原則基礎之準

則，其對於許多規定都僅給予原則而未給予量化門檻，而衛福部制定之

編製準則卻訂有「達報導個體創設基金 20%以上」及「達法院登記之財

                                                 
229

 EAS第 14號第 5條第 1項第 1款明定，關係人定義中所提及之關聯企業包括該關聯企業之子公司；

合資包括該合資之子公司。 
230

 EAS 第 14 號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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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三分之一以上」等明確的量化指標，該等量化指標係援引過去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之規定，訂有該等量化指標在實務上關係人的判斷較為簡易

且明確。因此，本研究參採衛福部制定之編製準則，作為本研究所制定

編準範例中關係人相關定義之依據；惟就衛福部各準則間存有差異之部

分（例如，財團法人之董事長之三親等在長照法人適用之編製準則中屬

關係人，在醫療、社福及衛生法人適用之準則中，則未必構成關係人），

則參採較中庸之規定，不訂定過於嚴格之規定，以避免徒增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編製財務資訊之成本。 

儘管如此，這些規定在適用上仍可能會存有疑義。其中一個疑義係

與捐助人有關之規定：設立時之原始捐助達報導個體創設基金 20%以上

之捐助人係財團法人之關係人。在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情況下，設立時

原始捐助達創設基金 20%以上之捐助人通常為政府機關，而 EAS 第 14

號第 11 條規定，報導個體無須揭露與下列個體間之關係人交易與未結清

餘額，但仍應揭露政府之名稱及其與報導個體間關係之性質（即控制、

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1)對該報導個體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

政府；及(2)因與報導個體受同一政府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而成為

關係人之另一個體231。惟綜觀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現行實務，均已於財

務報告之「組織及沿革」（或其他名稱的類似章節）說明其為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之事實及主要捐助者之名稱。因此，綜合考量 EAS 第 14 號之規

定及現行實務後，本研究認為，如某政府機關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具控

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而為其關係人，則該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無須揭

露該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之性質，亦無須揭露與該關係人間之關係人交

                                                 
231

 EAS 第 14 號係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關係人揭露」訂定。IASB 制定此規定時係考量到，如

要求該等報導個體揭露與對其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政府間之關係人交易與未結清餘額，

編製該等資訊之成本未必會超過對財務報表使用者之效益。具體而言，報導個體可能會因而須對

不受該等關係影響之交易作廣泛揭露，而使受該等關係影響之交易不顯著。詳見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關係人揭露」第 BC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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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與未結清餘額（因該等資訊已於財務報表之其他部分揭露）。 

若另一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或另一行政法人為其關係人時，其關係人

交易揭露之對象應為該另一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而非該另一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之主管機關），此係因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或

行政法人雖具有半官方的色彩，但在法律上仍是獨立的法人個體。 

6.3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 

「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4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制定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為建構良好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會計制度，爰訂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

例」，計 59 條，重點如下： 

一、 本準則範例訂定之依據。（第 1 條） 

二、 本準則之適用對象。（第 2 條） 

三、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應依循之準則及相關法規。

（第 3 條） 

四、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會計基礎、記帳單位及財務報

表編製單位。（第 4 條） 

五、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記載文字。（第 5 條） 

六、 明定會計事項之內容。（第 6 條） 

七、 規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並說明會計制度之主

要內容。（第 7 條） 

八、 規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會計事務處理

程序（含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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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 8 條至第 29 條） 

九、 規範財務報告之內容，資產負債表、收支營運表、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之內容及表達，以及附註及附表應揭露之資訊、期

後事項、關係人交易資訊及重要項目明細表等。（第 30 條至第

58 條） 

十、 本準則之施行日。（第 59 條） 

在此特別提醒，本研究所擬之編準範例係適用於所有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包括本研究第 5 章所定義之大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達新臺幣 1 億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及小規模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即財務報表表達期間之基金總額未達新臺幣 1 億元且年收入

未達新臺幣 3,000 萬元者）。各主管機關訂定適用於其所主管之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適用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時，可就其所主管之財團

法人之特性規定額外之附註揭露事項或重要項目明細表。惟如本研究 5.1

所分析，由於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資源較有限，關注其財務資訊之

人士較有限，主管機關對該等財團法人亦採較基本的監理，各主管機關

可基於成本效益考量，在對其所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制定編製準則

時，給予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適度之豁免或放寬，但下列編準範

例所規定必須揭露之資訊，仍須納入財務報告中。 

另訂定資產負債表、收支營運表、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之範例，

作為附表供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告編製之參考，詳見編準範例隨附

之格式一至格式四。財務報表附註之必要揭露，詳見編準範例隨附之格

式五至格式六。重要項目明細表必要揭露內容之格式，詳見編準範例隨

附之格式七至格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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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準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稱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主管機關應制定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為本準

則訂定之依據，爰予明

定。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以下

簡稱財團法人），係指符合本法第二

條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定義者。 

明定本準則之適用對象為

本法所稱之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以下簡稱財團法

人）。 

第三條 財團法人，其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依本法與本準則及相關法規辦

理；其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辦理。 

前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指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

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但財團法人得因實際業務需要，

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

及解釋公告。 

一、規範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應

依循之準則及相關法

規。 

二、參酌經濟部一百零四

年九月十六日經商字

第一０四０二四二五

二九０號函規定，明

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係指「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

解釋」，惟財團法人亦

得因其實際業務需

要，選用「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解釋

及解釋公告」。 

第四條 財團法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

年度一致，採曆年制，自每年一月一

日開始，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

一、規範財團法人之會計

年度、會計基礎、記

帳單位及財務報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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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了，以當年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其

年度名稱；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

制。 

財團法人應以新臺幣為記帳本位；其

因營運實際需要，而以外國貨幣記帳

者，仍應於財務報表，將外國貨幣折

合新臺幣計算之。 

財團法人財務報表編製單位得為新

臺幣「千元」。 

製單位。 

二、參考財團法人法第二

十四條、第五十五條

及商業會計法第七條

之規定。 

三、參考「醫療法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

案」及「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納入得以

新臺幣「千元」作為

財務報表編製單位之

規定。 

第五條 財團法人會計之記載，除記帳數字適

用阿拉伯字外，應以我國文字為之；

其因事實上之需要，而須加註或併用

外國文字，或當地通用文字者，仍以

我國文字為準。 

一、規範財團法人之會計

記載文字。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八

條之規定。 

第二章 會計處理 章名 

第一節 通則 節名 

第六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會計處

理，其會計事項包括資產、負債、淨

值、收入及支出發生增減變化之事

項。 

一、規範會計事項之內

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十

一條之規定。 

第七條 財團法人應依其實際業務情形、會計

事務之性質、內部控制及管理上之需

要，訂定其會計制度。 

前項會計制度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憑證。 

四、會計帳簿。 

五、會計項目。 

六、財務報表。 

七、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財團法人

應建立會計制度，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二、為利於財團法人建立

會計制度，爰於第二

項明定會計制度應包

括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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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財務及出納作業程序。 

第二節 會計憑證 節名 

第八條 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得、給予或

自行編製足以證明之會計憑證。 

一、規範會計事項應有會

計憑證佐證。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十

四條之規定。 

第九條 會計憑證分下列二類：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項之經

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

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

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

證。 

一、規範會計憑證之種

類。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十

五條之規定。 

第十條 原始憑證，其種類規定如下： 

一、外來憑證：係自財團法人本身以

外之人所取得者。 

二、對外憑證：係給與財團法人本身

以外之人者。 

三、內部憑證：係由財團法人本身自

行製存者。 

外來憑證及對外憑證應記載下列事

項，由開具人簽名或蓋章，但對外憑

證之收受者為自然人者不在此限： 

一、憑證名稱。 

二、日期。 

三、交易雙方名稱及地址或統一編

號。 

四、交易內容及金額。 

一、規範原始憑證之種類

及憑證內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十

六條及商業會計處理

準則第五條之規定。 

第十一

條 

對外會計事項應有外來或對外憑

證；內部會計事項應有內部憑證以資

證明。 

原始憑證因事實上限制無法取得，或

因意外事故毀損、缺少或滅失者，除

依法令規定程序辦理外，應根據事實

及金額作成憑證，由財團法人董事長

或依分層負責核決權限指定人員簽

一、規範會計事項應有憑

證，及若無法取得原

始憑證之處理方式。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十

九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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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蓋章，憑以記帳。 

第十二

條 

記帳憑證，其種類規定如下： 

一、收入傳票。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記帳憑證之內容，應包括財團法人名

稱、傳票名稱、日期、傳票號碼、會

計項目名稱、摘要及金額，並經相關

人員簽名或蓋章。 

一、規範記帳憑證之種類

及內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十

七條及商業會計處理

準則第六條之規定。 

第十三

條 

財團法人應根據原始憑證，編製記帳

憑證，原始憑證作為記帳憑證之附

件，並根據記帳憑證，登入會計帳

簿。但整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目等

事項，得不檢附原始憑證。 

一、規範登入會計帳簿之

根據，及得不檢附原

始憑證之事項。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十

八條及商業會計處理

準則第七條第一項之

規定。 

第十四

條 

記帳憑證應按日或按月彙訂成冊，加

製封面，封面上應註明冊號、起迄日

期、頁數，由董事長、執行長或依分

層負責核決權限指定人員及會計主

管簽名或蓋章，妥善保管，並製目錄

備查。 

一、規範記帳憑證之彙訂

及保管。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八條之規定。 

第十五

條 

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使用電子方式

處理會計資料之財團法人，其會計憑

證之核准、彙訂及保管得不適用第十

一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

四條之規定，而應依第二十四條及第

二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一、規範以電子方式處理

會計資料者，其會計

憑證之核准、彙訂及

保管應遵循之規定。 

二、參考商業使用電子方

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

第七條之規定。 

第三節 會計帳簿 節名。 

第十六

條 

會計帳簿分下列二類： 

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發生之時

序為主而為記錄者。 

二、分類帳簿：以會計事項歸屬之會

計項目為主而記錄者。 

一、規範會計帳簿之種

類。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

十條之規定。 

第十七 序時帳簿分下列二種： 一、規範序時帳簿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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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一、普通序時帳簿：以對於一切事項

為序時登記或並對於特種序時

帳項之結數為序時登記而設

者，如日記簿或分錄簿等屬之。 

二、特種序時帳簿：以對於特種事項

為序時登記而設者，如現金簿、

銷貨簿、進貨簿等屬之。 

類。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

十一條之規定。 

第十八

條 

分類帳簿分下列二種： 

一、總分類帳簿：為記載各統馭會計

項目而設者。 

二、明細分類帳簿：為記載各統馭會

計項目之明細項目而設者。 

一、規範分類帳簿之種

類。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

十二條之規定。 

第十九

條 

財團法人應設置普通序時帳簿及總

分類帳簿，並得按實際需要，設置其

他必要之輔助帳簿。但其會計制度健

全，使用總分類帳會計項目日計表

者，得免設普通序時帳簿。 

一、規範應設置之會計帳

簿。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

十三條之規定。 

第二十

條 

財團法人所置會計帳簿，均應按其頁

數順序編號，但適用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以電子方式輸出或以資料儲存媒

體儲存會計帳簿者，不在此限。 

一、規範會計帳簿均應按

其頁數順序編號。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

十四條之規定。 

第四節 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節名 

第二十

一條 

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任何會計

憑證，並不得在會計帳簿表冊作任何

記錄。 

一、規範會計憑證及會計

帳簿，須依真實事項

製作。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三條之規定。 

第二十

二條 

會計事項應按發生次序逐日登帳。 一、規範會計事項應按發

生次序逐日登帳。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四條之規定。 

第二十

三條 

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財團法人

之董事長、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

之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但記帳

憑證由董事長授權執行長、所設機構

業務負責人、會計主管或經辦會計人

一、規範記帳憑證及會計

帳簿應經適當層級之

人員簽章負責。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五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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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簽名或蓋章者，不在此限。 

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財團

法人，其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之核准

應依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處理，得不適

用前項之規定。 

第二十

四條 

財團法人得使用電子方式處理全部

或部分會計資料。 

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程序如下： 

一、取得或給予原始憑證。 

二、輸入及驗證會計資料。 

三、編製記帳憑證、會計帳簿、財務

報表等。 

使用電子方式處理全部或部分會計

資料之財團法人，其會計憑證、會計

帳簿及財務報表等，得以電子方式輸

出或以資料儲存媒體儲存。 

一、規範財團法人得以電

子方式處理會計資

料。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四

十條第一項，以及商

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

會計資料辦法第四條

及第七條之規定。 

第二十

五條 

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財團

法人，其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得經

由權限密碼設定之控制程序替代董

事長、執行長或依分層負責核決權限

指定人員及會計主管之簽名或蓋章。 

一、規範以電子方式處理

會計資料者，其記帳

憑證及會計帳簿之授

權。 

二、參考商業使用電子方

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

第五條之規定。 

第二十

六條 

會計憑證，應按日或按月裝訂成冊。

但適用第二十四條以電子方式輸出

或以資料儲存媒體儲存會計憑證

者，不在此限。 

會計憑證為權責存在之憑證或應予

永久保存或另行裝訂較便者，得另行

保管。但須互註日期及編號。 

一、規範會計憑證之裝訂

及保管。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六條之規定。 

第二十

七條 

對外憑證之繕製，應至少自留副本或

存根一份；副本或存根上所記該事項

之要點及金額，不得與正本有所差

異。 

前項對外憑證之正本或存根均應依

次編定字號，並應將其副本或存根，

一、規範對外憑證之繕製

及保存。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七條及商業使用電

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

辦法第六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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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成冊；其正本之誤寫或收回作廢

者，應將其粘附於原號副本或存根之

上，其有缺少或不能收回者，應在其

副本或存根上註明其理由。 

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財團

法人，發現錯誤時應經審核後輸入更

正之，並作成紀錄，得不適用前項之

規定。 

第二十

八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

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年度決算程

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年度

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十

年。但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此

限。 

前二項保管期限屆滿，應經董事長或

董事長指定之主管人員核准，始得銷

毀。其中涉及政府機關之補助委辦案

件，應依各補助及委辦機關訂定之相

關規定辦理。 

一、規範會計憑證、會計

帳簿及財務報表之保

存期限及銷毀規定。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八條及政府會計憑

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

行注意事項第九點之

規定。 

第二十

九條 

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財團

法人，其有關輸入資料之授權與簽章

方式、會計資料之儲存、保管、更正

及其他相關事項，本準則未規定者，

依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

辦法辦理。 

一、規範使用電子方式處

理會計資料之規定。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四

十條之規定。 

第三章 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 章名 

第一節   財務報吿內容 節名 

第三十

條 

本準則之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及其

他有助於使用者決策之揭露事項及

說明。 

財務報告之內容如下： 

一、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格式一） 

（二）收支營運表。（格式二） 

（三）淨值變動表。（格式三） 

一、規範財務報告之定義

及財務報表之內容。 

二、參考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四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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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金流量表。（格式四） 

（五）附註或附表。 

二、重要項目明細表。 

三、其他依本準則規定有助於使用者

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明。 

第三十

一條 

財團法人追溯適用會計政策、追溯重

編其財務報告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

報告項目時，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為之。 

財務報告之內容應公允表達財團法

人之財務狀況、營運結果及現金流

量，並不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判斷及

決策。 

財務報告有違反本準則規定，經主管

機關通知調整者，應予調整更正，並

依主管機關規定，申報更正後之財務

報告。 

一、規範財團法人追溯適

用會計政策、追溯重

編其財務報告項目，

或重分類其財務報告

項目時應適用之規

定。 

二、規範財務報告之允當

表達，以及如有違反

本準則規定時，應依

主管機關之規定調整

更正並申報更正後財

務報告。 

三、參考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五條

第一項之規定。 

第三十

二條 

財務報表上之會計項目，得視事實需

要，或依法律規定，作適當之分類及

歸併，前後期之會計項目分類必須一

致；上期之會計項目分類與本期不一

致時，應重新予以分類並附註說明

之。 

一、規範比較報表之分

類，前後年度應一

致。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一條之規定。 

第三十

三條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四目之財務報表，應由財團法人之董

事長、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及會計主管逐頁簽名或蓋章。 

前項財務報表之編製，除設立當年度

外，應採兩期對照方式為之。 

一、規範財務報表之簽章

者，以及財務報表原

則上應採兩期對照方

式編製。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三

十二條及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四條之規定。 

第二節   資產負債表 節名 

第三十 資產負債表之內容如下： 一、規範資產負債表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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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一）基金。 

（二）公積。 

（三）累積餘絀。 

（四）淨值其他項目。 

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十四條之規定。 

第三十

五條 

流動資產係指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

資產： 

一、因業務所產生，預期於正常營運

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

出售或消耗。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三、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一年內

實現之資產。 

四、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

導期間結束日後逾一年用以交

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

者。 

一、說明流動資產之定

義。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二號「財務報表之

表達」第三十條之規

定。 

第三十

六條 

流動資產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指庫存現金、

活期存款及可隨時轉換成定額

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

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

或投資。 

二、流動金融資產，包括下列會計項

目： 

（一）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指持有供交易

或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餘

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 

一、規範流動資產項目分

類、內容、會計處理

及表達等。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十五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第二十條，

以及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九條

第三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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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被

指定為備供出售之非衍生金

融資產，應按公允價值衡量。 

（三）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

動：指投資於無活絡市場公開

報價之權益工具，或與此種權

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

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其

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流

動金融資產。 

（四）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流動：指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

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收取

金額之債務工具投資，應按攤

銷後成本衡量。 

（五）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

動：指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

產，在一年內到期之部分，應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六）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三、應收款項，包括應收票據及應收

帳款。 

（一）應收票據係指應收之各種票

據；應收帳款係指因執行業務

而發生之債權。 

（二）應收款項應按攤銷後成本衡

量。 

（三）資產負債表日應評估應收款項

無法收回之金額，提列適當之

備抵呆帳，列為應收款項之減

項。 

（四）金額重大之應收關係人票據或

帳款，應單獨列示。 

四、應收捐贈款：指因捐贈人承諾贈

與現金或其他資產而發生之債

權。應收捐贈款必須有可供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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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件證明捐贈人提出及財團

法人收到之承諾。應收捐贈款應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資產負債表

日應評估應收捐贈款無法收回

之金額，提列適當之備抵呆帳，

列為應收捐贈款之減項。金額重

大之應收關係人捐贈款，應單獨

列示。 

五、其他應收款：指不屬於應收款項

及應收捐贈款之其他應收款

項。其他應收款應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資產負債表日應評估其他

應收款無法收回之金額，提列適

當之備抵呆帳，列為其他應收款

之減項。 

六、存貨：指持有供正常營運過程出

售者；正在製造過程中以供正常

營運過程出售者；或將於製造過

程或勞務提供過程中消耗之原

料或物料。 

七、預付款項：指預為支付之各項成

本或費用。 

八、生物資產－流動：生物資產係指

具有生命之動物或植物，在生產

性植物上生長中之農產品亦屬

之。生物資產應依流動性區分為

流動與非流動，並以公允價值減

出售成本衡量，但公允價值無法

可靠衡量或取得公允價值需耗

費過當之成本或努力者，得以其

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後

之帳面金額列示。 

九、當期所得稅資產：指已支付所得

稅金額超過本期及前期應付金

額之部分。 

十、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指於目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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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財團法人可依一般條件及

商業慣例立即出售，且高度很有

可能於一年內完成出售之非流

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內之

資產。 

十一、其他流動資產：指不能歸屬於

前十款之流動資產，包括暫付款

及指定用途金融資產中預期於

報導期間結束日後一年內動用

之部分等。 

前述流動資產所包括之各會計項目

如金額重大，應於資產負債表或附註

中單獨揭露其性質及金額。 

不能歸屬於前項流動資產之各類資

產，應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第三十

七條 

非流動資產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投資。 

二、長期應收款。 

三、指定用途金融資產－非流動。 

四、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五、投資性不動產。 

六、無形資產。 

七、生物資產－非流動。 

八、遞延所得稅資產。 

九、其他非流動資產。 

規範非流動資產之內容。 

 

第三十

八條 

第三十七條第一款之投資包括下列

會計項目： 

一、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指持有具重

大影響或控制之權益工具投資。 

二、非流動金融資產：包括透過餘絀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

流動、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非流動、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非流動，以及其他金融

一、規範投資之內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十六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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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非流動。 

投資及非流動金融資產有提供作質

等情事者，應予揭露。 

第三十

九條 

第三十七條第二款長期應收款，包括

長期應收票據及長期應收款項。長期

應收款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資產負

債表日應評估長期應收款無法收回

之金額，提列適當之備抵呆帳，列為

長期應收款之減項。金額重大之長期

應收關係人款項或票據，應單獨列

示。 

規範長期應收款之內容。 

第四十

條 

第三十七條第三款之指定用途金融

資產－非流動，係指提撥專款存儲供

特定用途之金融資產，包括設立準備

金及退休及離職準備金等項目。 

規範指定用途金融資產－

非流動之內容。 

第四十

一條 

第三十七條第四款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指用於商品、農業產品或勞務之

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人或供管理目

的而持有，且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年

之有形資產，包括土地、土地改良

物、房屋及建築、機械及設備、交通

及運輸設備、租賃資產、出租設備、

租賃權益改良、辦公設備、研究設

備、生產性植物及什項設備等。 

前項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按取得

或建造時之原始成本及後續成本原

始認列，後續衡量應以成本減除累計

折舊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示。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所有權受限制

及供作負債擔保之事實與金額，應予

揭露。 

一、規範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之定義、會計處

理及揭露原則。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十八條之規定。 

第四十

二條 

第三十七條第五款投資性不動產，指

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

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

所持有之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成本原始認

一、規範投資性不動產之

定義及會計處理。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十七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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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後續衡量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之帳面金額列示。 

第四十

三條 

第三十七條第六款無形資產，指無實

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包括

商標權、專利權、特許權、著作權及

電腦軟體等。 

前項無形資產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攤

銷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示。無

形資產攤銷期限及計算方法，應予揭

露。 

一、規範無形資產之定

義、會計處理及揭

露。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四項之規定。 

第四十

四條 

第三十七條第八款遞延所得稅資

產，指與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未使用

課稅損失遞轉後期及未使用所得稅

抵減遞轉後期有關之未來期間可回

收所得稅金額。 

一、規範遞延所得稅資產

之內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 

第四十

五條 

第三十七條第九款其他非流動資

產，指不能歸屬於第三十七條第一款

至第八款之非流動資產。 

一、規範其他非流動資產

之定義。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 

第四十

六條 

流動負債係指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

負債： 

一、因業務所發生，預期將於財團法

人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發生之負債。 

三、須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一年內清

償之負債。 

四、不得無條件延期至報導期間結束

日後逾一年清償之負債。 

一、說明流動負債之定

義。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二號「財務報表之

表達」第三十二條之

規定。 

第四十

七條 

流動負債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短期借款：指向金融機構或他人

短期借入或透支之款項。 

（一）應依借款種類註明借款性

質、保證情形及利率區間，

如有提供擔保品者，應註明

擔保品名稱及帳面金額。 

一、規範流動負債之會計

項目分類、內容、會

計處理及表達等。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第十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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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金融機構、員工、關係

人及其他個人或機構之借入

款項，應分別揭露。 

二、應付款項：包括應付票據、應付

帳款，以及其他不屬於應付票

據、應付帳款之各種應付款項

（如應付費用、應付稅捐及其他

應付款等）。 

（一）應付票據係指應付之各種票

據；應付帳款係指因賒購材

料、物料或勞務所發生之債

務。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關係人票據

或款項，應單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帳款，

應註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金

額。 

（四）存出保證用之票據，於保證

之責任終止時可收回註銷

者，得不列為流動負債，但

應於財務報告附註中說明保

證之性質及金額。 

三、當期所得稅負債：指尚未支付之

本期及前期所得稅。 

四、預收款項：指預為收納之各種款

項；其應按主要類別分別列示，

有特別約定事項者，應予揭露。 

五、流動金融負債：包括下列會計項

目，其有提供擔保品者，應揭露

擔保品名稱及帳面金額：  

（一）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流動：指持有供交易

或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

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負債。 

（二）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

三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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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指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

之權益工具連結，並以交付該

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

具，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之流動金融負債。 

（三）其他金融負債－流動。 

六、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指到期日

在一年以上之借款或付款期間

在一年以上之應付票據、應付帳

款中，須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一

年內清償之部分。 

七、其他流動負債：指不能歸屬於前

六款之流動負債。 

第四十

八條 

非流動負債係指非屬流動負債之其

他負債，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長期債務，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其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一）長期借款：指到期日在一年以

上之借款。長期借款應註明其

內容、到期日、利率、擔保品

名稱、帳面金額及其他約定重

要限制條款。向員工及關係人

借入之長期借款，應分別揭

露。 

（二）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指付款

期間在一年以上之應付票據

及帳款。 

二、非流動金融負債：包括透過餘絀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非流動及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

債－非流動。 

三、遞延所得稅負債：指與應課稅暫

時性差異有關之未來期間應付

所得稅。 

四、其他非流動負債：指不能歸屬於

前三款之非流動負債。 

一、規範非流動負債項目

之定義、分類、內容、

會計處理及表達等。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二十六條及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十條第四項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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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

九條 

淨值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基金：指財團法人獲挹注基金之

資金，及由歷年賸餘撥充基金。

依其性質，可區分為下列項目： 

（一）創立基金：指財團法人創立時

所實收之基金，或依設置條例及

捐助章程分年所實收之基金。 

（二）捐贈基金：指財團法人成立後

由政府或民間所捐贈並經董事

會決議列入基金之財產。 

（三）預收基金：指所收受擬於未來

經董事會決議後列入基金之財

產。 

（四）其他基金：指不能歸屬於前三

目之基金。 

二、公積：指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

權淨值變動數及其他公積。 

三、累積餘絀：指截至本期止累積之

賸餘或短絀，包括自累積賸餘指

撥之公積。 

四、淨值其他項目：指累積其他綜合

餘絀等淨值之調整項目。 

規範淨值之內容。 

第三節   收支營運表 節名 

第五十

條 

財團法人應將報導期間認列之所有

收入及支出項目表達於收支營運表。 

收入或支出項目重大時，財團法人應

於收支營運表或附註中單獨揭露其

性質及金額。 

一、說明收支營運表之表

達。 

二、參考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二

條之規定。 

第五十

一條 

收支營運表之內容如下： 

一、收入：包括勞務收入、銷貨收入、

醫務收入、受贈收入、特別活動

收入、補助收入、權利金收入、

長照收入、佣金收入、財務收

入、呆帳轉回利益、手續費收

入、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及其他

收入等。其中財務收入包括租金

一、規範收支營運表之內

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三十二條及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十二條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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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投資收入、利息收入、兌

換利益、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

益、處分投資利益及其他財務收

入等項目。 

二、支出：包括勞務成本、銷貨成本、

醫務成本、行銷費用、管理費

用、財務費用、附屬作業組織之

成本及費用，以及其他費用及損

失等。 

三、所得稅費用（利益）：指包含於

決定本期餘絀中，與當期所得稅

及遞延所得稅有關之彙總數。 

四、本期餘絀：指報導期間之賸餘或

短絀。 

五、本期其他綜合餘絀：指本期變動

之淨值其他項目，例如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未實現重

估增值等。財團法人應於收支營

運表之表末以附註方式揭露其

他綜合餘絀之組成部分。 

第四節   淨值變動表 節名 

第五十

二條 

淨值變動表係表示淨值組成項目變

動情形之報表。 

淨值變動表之內容，應包括基金、公

積、累積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之期初

餘額、增加及減少項目、期末餘額，

以及各變動項目之說明。 

一、規範淨值變動表之內

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四十二條之規

定。 

第五節   現金流量表 節名 

第五十

三條 

現金流量表係以現金及約當現金之

流入與流出，彙總說明財團法人於特

定期間之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 

一、規範現金流量表之內

容。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四十三條及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十四條之規

定。 

第六節   附註及附表 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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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五十

四條 

財團法人財務報表之附註或附表，至

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明。 

二、聲明財務報告編製所依據之法規

及準則。 

三、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通過之程

序。 

四、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及編製財

務報告所採用之衡量基礎。 

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以

及與所作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

主要來源有關之資訊。 

六、主要財務報表中各項目之補充資

訊，或其他為避免使用者之誤

解，或有助於財務報告之公允表

達所必須說明之事項，其內容應

包括（但不限於）收入明細（格

式五）及支出明細（格式六）。 

七、財務報表中之各項目，如受有法

令、契約或其他約束之限制者，

其受限制之情形與時效及有關

事項。 

八、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

諾。 

九、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十、重大之期後事項。 

一、明定財務報告基本應

揭露之資訊內容。基

金總額達新臺幣一億

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

新臺幣三千萬元之財

團法人，尚須揭露其

他有助於使用者決策

之揭露事項及說明。 

二、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

十九條及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十五條至第十六條之

規定。 

第五十

五條 

財團法人應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資

訊。於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應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

慮其實質關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通常為財團法

人之關係人。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或

重大影響者，不包括在內： 

（一）財團法人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

資公司。 

（二）受財團法人捐贈之金額達其實

一、規範關係人交易之揭

露與關係人之定義。 

二、說明關係人交易應揭

露之事項，並敘明與

政府間之關係人交易

之揭露原則。 

三、參考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十八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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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

財團法人。 

（三）對財團法人設立時之原始捐助

金額達該財團法人之創設基

金百分之二十以上之法人、捐

助人、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

屬。 

（四）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主

要管理人員及其設立或附設

機構之負責人，以及前述人員

之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 

（五）財團法人之董事長或其設立或

附設機構負責人及前述人員

之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擔

任其他法人之董事長、總經理

或負責人之該法人。 

對財團法人具有控制、聯合控制或重

大影響之關係人為政府時，無須揭露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之性質、關係人

交易之內容與金額，以及未結清餘額

與承諾。 

關係人交易附註揭露之資訊，應採兩

期對照。 

第五十

六條 

資產負債表日起至財務報表通過日

止之期間所生之下列期後事項，應於

財務報表內以附註說明： 

（一）淨值結構之變動。 

（二）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借。 

（三）主要資產之添置、擴充、營建、

租賃、廢棄、閒置、處分、出

租、出借、設定負擔或變更用

途。 

（四）營運規模或政策之重大變動。 

（五）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資。 

（六）重大災害損失。 

（七）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終結。 

一、規範應揭露之期後事

項。 

二、參考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及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十六條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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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八）重要契約之簽訂、完成、解除

或終止。 

（九）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制度之

重大改革。 

（十）因政府法令變更而發生之重大

影響。 

（十一）其他足以影響今後財務狀

況、營運結果及現金流量之

重要事件或措施。 

財團法人無前項所列之期後事項

者，亦應說明無該事項。 

第五十

七條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之重要項目

明細表，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 

一、員工人數彙計表（格式七）。 

二、用人費用彙計表（格式八）。 

三、轉投資明細表（格式九）。 

四、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明細表

（格式十）。 

明定重要項目明細表至少

應包括之內容。基金總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或年度收

入總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

之財團法人，尚須依重大

性判斷編製其他重要項目

明細表。 

第五十

八條 

財團法人對其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轉投資事業，均應揭露該轉投資事

業之主要財務報表（即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 

明定財團法人均應揭露持

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轉投

資事業之主要財務報表。 

 

第四章 附則 章名 

第五十

九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 xxx 年 x 月 x 日施

行。 

明定本準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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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表 

民國○年及○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資產 

○年 12月 31

日 

○年 12 月 31

日 負債及淨值 

○年 12月 31

日 

○年 12月 31

日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00000 資產     200000 負債     

110000 流動資產     210000 流動負債     

110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210100 短期借款     

110200 流動金融資產     210200 應付款項     

110300 應收款項 
    

210300 當期所得稅

負債 
    

110400 應收捐贈款     210400 預收款項     

110500 其他應收款     
210500 流動金融負

債 
    

110600 存貨 
    

210600 一年內到期

長期負債 
    

110700 預付款項 
    

219000 其他流動負

債 
    

110800 生物資產－流動           

110900 當期所得稅資產           

111000 待出售非流動資

產 
          

119000 其他流動資產           

120000 非流動資產     220000 非流動負債     

120100 投資     220100 長期債務     

120200 長期應收款 
    

220200 非流動金融

負債 
    

120300 指定用途金融資

產－非流動 
    

220300 遞延所得稅

負債 
    

120400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229000 其他非流動

負債 
    

120500 投資性不動產           

120600 無形資產      負債總計     

120700 生物資產－非流

動 
    

300000 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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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0000 基金     

129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310100 創立基金     

      310200 捐贈基金     

      310300 預收基金     

      319000 其他基金     

      320000 公積     

      

320100 採權益法認

列之投資

股權淨值

變動數 

    

      329000 其他公積     

      330000 累積餘絀     

      
330100 已指撥累積

賸餘 
    

      
330200 未指撥累積

餘絀 
    

      390000 淨值其他項目     

      
390100 累積其他綜

合餘絀 
    

      
399000 淨值其他項

目－其他 
    

       淨值總計     

 
資產總計  100  100  負債及淨值

總計 

 100  100 

 

會計主管： 執行長： 董事長： 

 

參考資料：參考衛福部、經濟部及教育部所發布之編製準則，以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

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資產負債表，並考量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現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後，訂定資產負債表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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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收支營運表 

民國○年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年度 ○年度 

金額 % 金額 % 

400000 收入     

410000 收入     

410100 勞務收入     

410200 銷貨收入     

410300 醫務收入     

410400 受贈收入     

410500 特別活動收入     

410600 補助收入     

410700 權利金收入     

410800 長照收入     

410900 佣金收入     

411000 財務收入     

411100 呆帳轉回利益     

411200 手續費收入     

4113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     

419000 其他收入     

 收入合計     

500000 支出     

510000 支出     

510100 勞務成本     

510200 銷貨成本     

510300 醫務成本     

510400 行銷費用     

510500 管理費用     

510600 財務費用     

5107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成本及費用     

519000 其他費用及損失     

 支出合計     

610000 本期稅前餘絀     

620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00 本期賸餘（短絀）     

      

 

會計主管： 執行長：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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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其他綜合餘絀項目之說明 
○年度 ○年度 

金額 % 金額 % 

6400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6401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40200 未實現重估增值     

64030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40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     

649000 其他綜合餘絀－其他     

649100 與其他綜合餘絀相關之所得稅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計     

 

 

 

參考資料：參考衛福部、經濟部及教育部所發布之編製準則，以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

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收支營運表，並考量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現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後，訂定收支營運表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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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表 

民國○年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310000 基金 320000 公積 330000 累積餘絀 390000 淨值其他項目 

合計 

310100 

創立 

基金 

310200 

捐贈 

基金 

310300 

預收 

基金 

319000 

其他 

基金 

320100 

採權益法

認列之投

資股權淨

值變動數 

329000 

其他 

公積 

330100 

已指撥累

積賸餘 

330200 

未指撥累

積餘絀 

390100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399000 

淨值其

他項目

－其他 

390101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未實

現餘絀 

390102 

未實現重

估增值 

390103 

確定福利

計畫之再

衡量數 

390190 

其他綜合

餘絀－其

他 

○年 1 月 1 日餘額                        

○年度增加                       

○年度減少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年度增加                       

○年度減少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會計主管： 執行長： 董事長： 

 

參考資料：參考衛福部、經濟部及教育部所發布之編製準則，以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淨值

變動表，並考量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現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後，訂定淨值變動表之範例。 



 

211 

（格式四）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現金流量表 

民國○年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年度 ○年度 

金額 金額 

7000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610000 本期稅前餘絀   

720000 調整項目：   

720100 收入支出項目   

 利息收入   

 股利收入   

 利息費用   

 呆帳費用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利益）   

 處分資產損失（利益）   

    

720200 與業務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應收捐贈款減少（增加）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存貨減少（增加）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730000 業務產生之現金   

740000 收取之利息 1
   

750000 收取之股利 1
   

760000 支付之利息 2
   

770000 支付之所得稅   

78000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100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810100 購入流動金融資產   

810200 出售流動金融資產價款   

810300 購入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810400 出售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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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500 購入非流動金融資產   

810600 出售非流動金融資產價款   

810700 長期應收款減少（增加）   

810800 購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10900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811000 購入投資性不動產   

811100 出售投資性不動產價款   

811200 購入無形資產   

811300 出售無形資產價款   

811400 收取之利息 3
   

811500 收取之股利 3
   

    

8200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1000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910100 短期借款增加（減少）   

910200 長期債務增加（減少）   

910300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910400 基金及公積增加（減少）   

910500 支付之利息 3
   

    

9200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3000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94000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9500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600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會計主管： 執行長： 董事長： 

 
1
 依 EAS 第 3 號第 16 條之規定，亦得分類為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2
 依 EAS 第 3 號第 16 條之規定，亦得分類為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3
 依 EAS 第 3 號第 16 條之規定，亦得分類為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參考資料：參考衛福部、經濟部及教育部所發布之編製準則，以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政府捐

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隨附之現金流量表，並考量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現行預決算書表之編製實務後，訂定現金流量表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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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 

收入明細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年度 ○年度 

400000 收入   

410000 收入   

410100 勞務收入   

 XX 收入   

410200 銷貨收入   

 XX 收入   

410300 醫務收入   

410400 受贈收入   

410500 特別活動收入   

410600 補助收入   

410700 權利金收入   

410800 長照收入   

410900 佣金收入   

411000 財務收入   

411100 呆帳轉回利益   

411200 手續費收入   

4113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   

419000 其他收入   

    

 合計   

 

註：此表係表達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收支營運表中「收入合計」之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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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 

支出明細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年度 ○年度 

500000 支出   

510000 支出   

510100 勞務成本   

 XX 費用   

510200 銷貨成本   

510300 醫務成本   

510400 行銷費用   

510500 管理費用   

 XX 費用   

 XX 費用   

510600 財務費用   

5107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成本及費用   

519000 其他費用及損失   

    

 合計   

 

註：此表係表達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收支營運表中「支出合計」之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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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員工人數彙計表 

民國○年 12 月 31 日 

 

單位：人 

職類（稱） 員額人數 說明 

……   

……   

……   

   

   

   

   

   

   

   

 

註：此表係表達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各職類（稱）之員額人數。表內之「職類（稱）」，可依實際現況分

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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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用人費用彙計表 

民國○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職類 

（稱） 

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撫

卹金及資

遣費 

分攤保

險費 

福利

費 
其他 總計 

…….          

…….          

……          

          

          

          

          

          

          

總計          

 

註： 

1. 表內之「職類（稱）」，可依實際現況分類表達。 

2. 表內之「項目名稱」，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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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轉投資明細表 

民國○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投資事業名稱 本年度增（減）數 累計投資淨額 持股比例（%） 說明 

     

     

     

     

     

     

     

     

     

合計     

 

註：此表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資產負債表中各項權益工具投資（可能帳列流動金融資產、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或非流動金融資產）之彙總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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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名稱）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明細表 

民國○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投資金額 說明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租賃資產   

出租設備   

租賃權益改良   

購建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辦公設備   

研究設備   

生產性植物   

什項設備   

   

合計   

 

註：此表係表達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對資產負債表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投資之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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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說明本研究之結論及相關建議。 

7.1 研究結論 

依本研究報告 1.4 所列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之主要結論可分為下列 3

項，茲分述如下： 

一、 建立基本架構 

本研究以 EAS 為基礎，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建立一致

性之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準則範例之基本架構（詳見

本研究報告 4.2），並以 EAS1 為基礎，同時參考 IFRS 2018 觀

念架構之內容，研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詳見本研究報告 4.1 及附錄二）。 

二、 研訂大小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劃分之標準，以及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及會計編碼 

為因應不同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在所掌握資源、業務量、

財務資訊使用者多寡及所需監理強度上之差異，本研究綜合考

量英國 SORP、我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衛福部、經濟部、

金管會及教育部之相關規定後，擬將基金總額未達新臺幣 1 億

元且年度收入總額未達新臺幣 3,000 萬元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分類為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反之，則為大規模之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詳見本研究報告 5.2）；並規定大規模之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除揭露編準範例要求之必要資訊外，另行揭露其他

有助於使用者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明，以及重要項目明細表。

本研究亦制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及會計代碼

之參考表（詳見本研究報告 5.4）及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主要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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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共通性項目之定義（詳見本研究報告附錄四）。本研究

更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收支營運表為例來編製分類標準之

規格文件，明確定義模式文件（Schema 文件）之目標名稱空

間、前置字元、模式文件路徑，以及欲定義之項目，並作為制

定 XBRL 分類標準之依據（詳見本研究報告 5.5）。 

三、 研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

例 

本研究依本研究報告第 4 章所建立之基本架構訂定「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範例」計 59 條，

共分為「總則」、「會計處理」、「會計項目與財務報告之編製」

及「附則」等四章，並附上主要財務報表之格式，以及某些必

要揭露內容之格式（詳見本研究報告 6.3），以在提供有用且可

比之資訊給財務報表使用者之同時，力求不重大改變財務報告

編製者之現行作業。 

此外，本研究亦探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實務上有分歧作法之某些會

計議題（例如收受捐贈之會計處理、定期存款是否屬約當現金之認定，

以及關係人之認定及關係人交易之揭露；詳見本研究報告 6.2），俾供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遇到相關疑義時能有所依循。 

藉由前述各項研究成果，若各主管機關未來針對其所主管之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修訂或訂定相關準則時，能參考本研究報告，則各個由不同

政府機關所管轄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儘管係各自遵循其主管機關所發

布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產出之財務報表及財務報告將仍具高度之可比

性，此亦可提升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所提供財務資訊之可了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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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研究建議 

本節分述本研究對各主管機關就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方面，

以及未來推動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建置分類標準方面之建議。 

一、 對會計事務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方面 

為利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表之忠實表述，並降低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之作業負擔，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一) 使預算及決算書表之部分內容之格式能與財務報表一致 

本研究於訂定編準範例隨附之財務報表之範例時，已參

考現行各部會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編製預決算書表之相關

規範232，故若各主管機關修訂其所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適用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時參採編準範例，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將無須耗費大量時間及人力對依其財務報表

與預決算書表間表達方式之差異予以調節，而是加上預算數

及預決算比較增減等欄位（並視實際需要稍加調整）即可。

如欲進一步降低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作業負擔，各主管機關

可考量參考本研究所研擬之編準範例酌修對其所主管之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預決算書表訂定之報表參考格式。 

(二) 持續關注 EAS 之發展 

本研究所研擬之編準範例係以現行的 EAS 規定為基礎

而訂定，但 EAS 並非一套萬年不變的準則。因此，本研究

建議各主管機關及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人員密切關注

EAS 之發展，以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計制度與 EAS 間

存有不必要之重大差異，而有礙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政府捐助

                                                 
232

 例如，「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辦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政府捐助及經指定民間捐助財團法人監督管理辦法」，以及衛福部所公布「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項）目參考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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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財務報表之了解。 

二、 對未來推動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建置分類標準方面 

若主管機關未來有意推動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分類標準建

置作業，本研究提供下列建議： 

(一) 對相關人員辦理 XBRL 教育訓練 

如欲推動 XBRL 技術於實務應用，需要對該技術之相關

規範有充分之了解，除承辦人員須具備 XBRL 基礎知識外，

制定及後續維護分類標準之核心成員更必須具備政策評估

及實務操作之能力，以確保分類標準既符合 XBRL 技術規範，

亦符合制定機關之需求。故本研究建議各主管機關委由適合

之專業單位提供 XBRL 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二) 對適用之財團法人舉辦 XBRL 應用宣導會 

為順利推動 XBRL 技術於實務應用，主管機關須舉辦宣

導會等活動向適用之財團法人宣導，以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了解 XBRL 帶來的效益，並熟悉 XBRL 建檔工具及申報系

統之使用。 

(三) 採循序漸進方式推行 

參照國內外推行上市櫃公司採行 XBRL 之經驗，宜採循

序漸進方式，例如，自大規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中先選取數

家作為示範平台，後續再鼓勵自願申報，而後視適用之情形

調整推行之時程，最終達到全面推行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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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衛福部、經濟部、金管會及教育部主管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對照表 

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訂 定 之 依

據。 

第 1 條 

本準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會第 1 條 

本準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財第 1 條 

本準則依醫療法（以下稱本

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 1 條 

本準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會第 1 條 

本準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財第 1 條 

本準則依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法人條例（以下稱本條

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1 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第二十五條第五項及第

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1 條 

本準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 1 條 

本準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適用對象。 第 2 條 

本準則所稱全國性衛生財

團法人（以下簡稱衛生法

人），指從事公益性衛生事

務為目的，經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本部）許可設立

之財團法人。 

會第 2 條 

本準則所稱醫療財團法

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

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

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

之財團法人。 

 會第 2 條 

本準則適用於依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法人條例（以下稱

長照機構法人條例）設立，

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並由

衛生福利部管理及監督之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

人（以下稱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第 2 條（第一項） 

本辦法所稱全國性教育財

團法人（以下簡稱教育法

人），指經教育部（以下簡

稱本部）許可設立，以從事

教育公益為目的之財團法

人，其範圍包括教育事務、

體育事務、青年發展事務及

學術研究機構之法人。但不

包括依私立學校法設立之

學校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

製應依循之

準則及相關

法規。 

第 3 條（第一項） 

衛生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之編製，應依本準則；

本準則未規定者，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為之。 

會第 3 條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應

依本準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會第 25 條 

第 2 條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及中央主管機關主管之省

級社會福利財團法人（以下

簡稱社福法人），其會計處

會第 3 條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應依本準則及相關法規

辦理。 

 

第 2 條（第一項）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主

管之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

團法人），其預決算與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依本

第 2 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所主管之財團法

人（以下簡稱財團法人），

其會計處理準則之遵循及

第 2 條（第二項） 

教育法人之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應依本法、本

準則規定辦理；其未規定

者，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1 本欄中條文前面加註「會」者，代表為「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之條文；條文前面加註「財」者，代表為「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之條文。此外，「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中僅適用

於社團法人之條文未納入。 
2 本欄中條文前面加註「會」者，代表為「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之條文；條文前面加註「財」者，代表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條文。此外，「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中僅適用於社團法人之條文未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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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財務報告之

編製，應依醫療法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財第 2 條（第一項） 

醫療法人財務報告之編

製，應依本準則及有關法令

規定為之；其未規定者，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之。 

理及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

本準則辦理；本準則未規定

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

之。 

會第 25 條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財務報

告之編製，應依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之規定。 

 

財第 2 條（第一項）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以

下稱長照機構法人）財務報

告之編製，應依本準則及有

關法令規定為之；其未規定

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

之。 

法與本辦法及有關法令辦

理；其未規定者，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辦理。 

 

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本準

則規定辦理。 

 

第 3 條 

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準則

應遵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

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及其解釋，或本會認可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辦理。 

 

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之意

涵 

第 3 條（第二項） 

衛生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之編製，應依本準則；

本準則未規定者，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為之。 

前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採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 

財第 2 條（第二項） 

前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採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但醫療法人得因實際業

務需要，採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財第 2 條（第二項） 

前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採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但長照機構法人得因實

際業務需要，採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 

第 2 條（第二項） 

前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

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

解釋。但財團法人得因實際

業務需要，採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

釋及解釋公告。 

 第 2 條（第三項） 

前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採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但教育法人得因實際業

務需要，採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

及其解釋公告。 

會計年度及

會計基礎。 

 財第 4 條（前半） 

醫療法人會計年度，採曆年

制；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

制；…..。 

 財第 5 條（前半） 

長照機構法人會計年度，採

曆年制；會計基礎，採權責

發生制；…… 

第 6 條（第一項） 

財團法人會計年度，原則採

曆年制；會計基礎，採權責

發生制。 

第 4 條（第一項前半） 

財團法人會計事務之處

理，其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

生制，會計年度之起迄以曆

年制為準。…… 

第 3 條（第一項前半及第二

項） 

教育法人會計年度採曆年

制，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基

礎，採權責發生制；……  

前項權責發生制，指收益於

確定應收時，費損於確定應

付時，即行入帳，決算時，

收益及費損並按其應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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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會計期間作調整分錄。 

記帳本位幣

及 記 帳 單

位。 

第 4 條 

衛生法人應以新臺幣為記

帳本位；其因業務實際需

要，而以外國貨幣記帳者，

仍應在其決算報表中，將外

國貨幣折合新臺幣。 

會第 4 條 

醫療財團法人應以新臺幣

為記帳本位；其因營運實際

需要，而以外國貨幣記帳

者，仍應在財務報表，將外

國貨幣折合新臺幣。 

 

財第 4 條（後半） 

……；記帳單位為新臺幣

「元」；財務報表編製單位

得為新臺幣「千元」。 

第 3 條 

社福法人應以新臺幣為記

帳本位；其因業務實際需

要，而以外國貨幣記帳者，

仍應在財務報表，將外國貨

幣折合新臺幣。 

會第 4 條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應以新

臺幣為記帳本位；其因營運

實際需要，而以外國貨幣記

帳者，仍應在財務報表，將

外國貨幣折合新臺幣。 

 

財第 5 條（後半） 

……；記帳單位為新臺幣

「元」；財務報表編製單位

得為新臺幣「千元」。 

第 6 條（第二項） 

財團法人應以國幣為記帳

本位幣，並以元為單位。但

得依交易之性質延長元以

下之位數。 

 第 3 條（第一項後半及第三

項） 

記帳單位為新臺幣元；財務

報表編製單位為新臺幣元。 

…… 

因業務特性，以外國貨幣記

帳者，應於財務報表中，將

外國貨幣折合新臺幣計算

之。 

會計記載文

字。 

第 5 條 

衛生法人會計之記載，除記

帳數字適用阿拉伯字外，應

以我國文字為之；其因事實

上之需要，而須加註或併用

外國文字，或當地通用文字

者，仍以我國文字為準。 

會第 5 條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之記

載，除記帳數字適用阿拉伯

字外，應以我國文字為之；

其因事實上之需要，而須加

註或併用外國文字，或當地

通用文字者，仍以我國文字

為準。 

第 4 條 

社福法人會計之記載，除記

帳數字適用阿拉伯字外，應

以我國文字為之；其因事實

上之需要，而須加註或併用

外國文字，或當地通用文字

者，仍以我國文字為準。 

會第 5 條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會計之

記載，除記帳數字適用阿拉

伯字外，應以我國文字為

之；其因事實上之需要，而

須加註或併用外國文字，或

當地通用文字者，仍以我國

文字為準。 

   

會計人員之

設 置 及 任

免。 

 

第 6 條（第一項） 

衛生法人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置會計人員辦理之。

其主辦會計人員之任免，應

由董事會以普通決議辦理。 

會第 6 條（第一項）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事務之

處理，應置會計人員辦理。

其主辦會計人員之任免，應

由董事會以普通決議辦理。 

第 5 條（第一項） 

社福法人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置會計人員辦理。 

會第 6 條（第一項）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會計事

務之處理，應置會計人員辦

理。其主辦會計人員之任

免，應由董事會以普通決議

辦理。 

第 3 條 

財團法人之會計處理，應置

會計人員辦理之。 

財團法人主辦會計人員之

任免，應經董事過半數同

意。 

 第 4 條 

教育法人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由專任或兼任會計人

員辦理。 

會計人員之

交代。 

第 6 條（第二項） 

會計人員應依法處理會計

事務，其離職或變更職務

時，應於五日內辦理交代。 

會第 6 條（第二項） 

會計人員應依法處理會計

事務，其離職或變更職務

時，應於五日內辦理交代。 

第 5 條（第二項） 

會計人員應依法處理會計

事務，其離職或變更職務

時，應於五日內辦理交代。 

會第 6 條（第二項） 

會計人員應依法處理會計

事務，其離職或變更職務

時，應於五日內辦理交代。 

  第 5 條 

教育法人會計人員應依本

準則規定，處理會計事務，

並依所定期限編製有關報

表；其離職或變更職務時，

應辦理交代。 

會計事務處  會第 6 條（第三項）  會第 6 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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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理之委託。 會計事務之處理，得委由會

計師或依法取得代他人處

理會計事務資格之人處理

之；其委託處理會計事務之

程序，準用第一項規定。 

會計事務之處理，得委由會

計師或依法取得代他人處

理會計事務資格之人處理

之；其委託處理會計事務之

程序，準用第一項規定。 

會計事項之

內容。 

第 7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

定會計處理，其會計事項包

括資產、負債、淨資產、收

益及費損發生增減變化之

事項。 

會第 7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

定會計處理，其會計事項包

括資產、負債、淨資產、收

益及費損發生增減變化之

事項。 

第 6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

定會計處理，其會計事項包

括資產、負債、淨值、收益

及費損發生增減變化之事

項。 

會第 7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

定會計處理，其會計事項，

包括資產、負債、淨值、收

益及費損發生增減變化之

事項。 

第 5 條（第一項） 

凡資產、負債、淨值、收入

及支出發生增減變化之事

項，稱為會計事項。 

 

 第 14 條 

會計事項指教育法人之資

產、負債、淨值、收益及費

損發生增減變動之事項。 

會計制度及

其內容。 

第 8 條（第一項） 

衛生法人應依其實際業務

情形、會計事務之性質、內

部控制及管理上之需要，訂

定其會計制度。 

前項會計制度之內容，應包

含下列事項：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憑證 

四、會計帳簿。 

五、會計項目。 

六、財務報表。 

七、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八、財務及出納作業程序。 

財第 3 條 

醫療法人應依會計事務之

性質、業務實際情形與發展

及管理上之需要，建立其會

計制度。 

前項會計制度之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項目。 

四、會計憑證。 

五、會計帳簿。 

六、財務報表。 

七、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八、財務及出納作業程序 

第 7 條 

社福法人應依其實際業務

情形、會計事務性質、業務

發展及管理需要，建立會計

制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會計制度之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憑證。 

四、會計帳簿。 

五、會計項目。 

六、財務報表。 

七、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八、財務及出納作業程序。 

財第 4 條 

長照機構法人應依其實際

業務情形，會計事務性質與

業務發展及管理需要，建立

會計制度。 

前項會計制度之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項目。 

四、會計憑證。 

五、會計帳簿。 

六、財務報表。 

七、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八、財務及出納作業程序。 

第 4 條 

財團法人應依其實際業務

情形、會計事務性質、業務

發展及管理需要，建立會計

制度，其注意事項由本部定

之。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將

會計制度報本部核定，民間

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將會計

制度報本部備查。 

第 4 條（第一項後半及第二

項） 

…，並應依其會計事務性

質、業務實際情形及發展管

理上之需要，建立會計制度

報本會備查。 

前項會計制度之內容，至少

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項目、會計簿籍及

會計報表之說明與用

法。 

四、普通會計事務處理程

序。 

五、收款、付款及財產管理

辦法。 

第 15 條 

教育法人應依其業務特性

及實際需要，建立會計制

度，並報本部備查。 

前項會計制度之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總說明。 

二、帳簿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憑證。 

四、會計帳簿。 

五、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六、會計要素及財務報告之

編製。 

七、財務處理程序。 

會計事項之

記錄方法。 

    第 5 條（第三項） 

會計事項之記錄，應用雙式

簿記方法為之。 

  

會計事項應

有佐證。 

第 9 條 

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

會第 8 條 

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

第 8 條 

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

會第 8 條 

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

第 7 條 

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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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得、給予或自行編製足以證

明之會計憑證。 

得、給予或自行編製足以證

明之會計憑證。 

得、給予或自行編製足以證

明之會計憑證。 

得、給予或自行編製足以證

明之會計憑證。 

得、給予或自行編製足以證

明之會計憑證。 

會計憑證之

種類。 

第 10 條 

會計憑證分下列二類：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

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

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

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會第 9 條 

會計憑證分下列二類：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

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

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

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第 9 條 

會計憑證分下列二類：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

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

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

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會第 9 條 

會計憑證分下列二類：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

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

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

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第 8 條 

會計憑證分下列二類：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

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

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

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第 18 條 

會計憑證分類如下： 

一、原始憑證：證明會計事

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理會

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

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 

原始憑證之

種類及憑證

應記載之內

容。 

 

第 11 條 

原始憑證，其種類規定如

下： 

一、外來憑證：自衛生法人

本身以外之人所取得

者。 

二、對外憑證：給與衛生法

人本身以外之人者。 

三、內部憑證：由衛生法人

本身根據事實及金額

自行製存者。 

外來憑證及對外憑證應記

載下列事項，由開具人簽名

或蓋章： 

一、憑證名稱。 

二、日期。 

三、交易雙方名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四、交易內容及金額。 

會第 10 條 

原始憑證，其種類規定如

下： 

一、外來憑證：自醫療財團

法人本身以外之人所

取得者。 

二、對外憑證：給與醫療財

團法人本身以外之人

者。 

三、內部憑證：由醫療財團

法人本身根據事實及

金額自行製存者。 

外來憑證及對外憑證，應記

載下列事項，由開具人簽名

或蓋章： 

一、憑證名稱。 

二、日期。 

三、交易雙方名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四、交易內容及金額。 

第 10 條 

原始憑證之種類如下： 

一、外來憑證：自社福法人

本身以外之人所取得

者。 

二、對外憑證：給與社福法

人本身以外之人者。 

三、內部憑證：由社福法人

本身根據事實及金額

自行製存者。 

外來憑證及對外憑證，應記

載下列事項，由開具人簽名

或蓋章： 

一、憑證名稱。 

二、日期。 

三、交易雙方名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四、交易內容及金額。 

會第 10 條 

原始憑證，其種類規定如

下： 

一、外來憑證：係自長照機

構財團法人本身以外

之人所取得者。 

二、對外憑證：係給與長照

機構財團法人本身以

外之人者。 

三、內部憑證：係由長照機

構財團法人本身根據

事實及金額自行製存

者。 

外來憑證及對外憑證，應記

載下列事項，由開具人簽名

或蓋章： 

一、憑證名稱。 

二、日期。 

三、交易雙方名稱及地址或

統一編號。 

四、交易內容及金額。 

第 9 條 

原始憑證分下列三類： 

一、外來憑證：係自該財團

法人本身以外之人所

取得者。 

二、對外憑證：係給與該財

團法人本身以外之人

者。 

三、內部憑證：係由該財團

法人本身自行製存者。 

 第 19 條 

原始憑證，分類如下： 

一、外來憑證：指自教育法

人本身以外之人所取

得者。 

二、對外憑證：指給與教育

法人本身以外之人者。 

三、內部憑證：指由教育法

人本身根據事實及金

額，自行製存者。 

外來憑證及對外憑證，應記

載下列事項，並由開具人簽

名或蓋章：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支付機關名稱。 

四、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

地址及國民身分證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受

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法

人人員，得免記其地址

及其統一編號。 

五、開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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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

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

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

明之。 

對外會計事

項及內部會

計事項之定

義。 

    第 5 條（第二項） 

會計事項涉及該財團法人

本身以外之人，而與之發生

權責關係者，為對外會計事

項；不涉及該財團法人本身

以外之人者，為內部會計事

項。 

  

應取得之憑

證。 

 

第 12 條（第一項） 

對外會計事項，應有外來或

對外憑證；內部會計事項，

應有內部憑證以資證明。 

會第 11 條（第一項） 

對外會計事項應有外來或

對外憑證；內部會計事項應

有內部憑證以資證明。 

第 11 條（第一項） 

對外會計事項，應有外來或

對外憑證；內部會計事項，

應有內部憑證，以資證明。 

會第 11 條（第一項） 

對外會計事項應有外來或

對外憑證；內部會計事項應

有內部憑證以資證明。 

第 12 條 

對外會計事項應有外來或

對外憑證；內部會計事項應

有內部憑證以資證明。 

  

無法取得原

始憑證時之

處理方式。 

 

第 12 條（第二項） 

原始憑證因事實上限制無

法取得，或因意外事故毀

損、缺少或滅失者，除依法

令規定程序辦理外，應根據

事實及金額作成憑證，由衛

生法人董事長或依分層負

責核決權限指定人員指定

人員簽名或蓋章，憑以記

帳。 

會第 11 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 

前項原始憑證因事實上限

制無法取得，或因意外事故

毀損、缺少或滅失者，除依

法令規定程序辦理外，應根

據事實及金額作成憑證，由

醫療財團法人董事長或依

分層負責核決權限指定人

員簽名或蓋章，憑以記帳。 

無法取得原始憑證之會計

事項，醫療財團法人所設機

構業務負責人得令經辦及

主管該事項之人員，分別或

共同證明。 

第 11 條（第二項） 

原始憑證因事實上限制無

法取得，或因意外事故毀

損、缺少或滅失者，除依法

令規定程序辦理外，應根據

事實及金額作成憑證，由社

福法人董事長或依分層負

責核決權限指定人員簽名

或蓋章，憑以記帳。 

會第 11 條（第二項第三項） 

前項原始憑證因事實上限

制無法取得，或因意外事故

毀損、缺少或滅失者，除依

法令規定程序辦理外，應根

據事實及金額作成憑證，由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董事長

或依分層負責核決權限指

定人員簽名或蓋章，憑以記

帳。 

無法取得原始憑證之會計

事項，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所

設機構業務負責人得令經

辦及主管該事項之人員，分

別或共同證明。 

   

記帳憑證之

種 類 及 內

容。 

第 13 條 

記帳憑證之種類如下： 

一、收入傳票。 

會第 12 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 

記帳憑證，其種類規定如

第 12 條 

記帳憑證之種類如下： 

一、收入傳票。 

會第 12 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 

記帳憑證，其種類規定如

第 10 條（第一項） 

記帳憑證，其種類規定如

下： 

 第 20 條（第一項及第四項） 

記帳憑證，分類如下： 

一、收入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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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記帳憑證之內容，應包括衛

生法人名稱、傳票名稱、日

期、傳票號碼、會計項目名

稱、摘要及金額，並經相關

人員簽名或蓋章。 

下： 

一、收入傳票。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記帳憑證之內容，應包括醫

療財團法人名稱、傳票名

稱、日期、傳票號碼、會計

項目名稱、摘要及金額，並

經相關人員簽名或蓋章。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記帳憑證之內容，應包括社

福法人名稱、傳票名稱、日

期、傳票號碼、會計項目名

稱、摘要及金額，並經相關

人員簽名或蓋章。 

下： 

一、收入傳票。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記帳憑證之內容，應包括長

照機構財團法人名稱、傳票

名稱、日期、傳票號碼、會

計項目名稱、摘要及金額，

並經相關人員簽名或蓋章。 

一、收入傳票。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二、支出傳票。 

三、轉帳傳票。 

…… 

記帳憑證之內容，應包括教

育法人名稱、傳票名稱、日

期、傳票號碼、會計科目名

稱、摘要及金額。 

轉帳傳票之

細分。 

    第 10 條（第二項） 

前項所稱轉帳傳票，得視事

實需要，分為現金轉帳傳票

及分錄轉帳傳票。 

 第 20 條（第二項） 

前項所稱轉帳傳票，得視事

實需要，分為現金轉帳傳票

及分錄轉帳傳票。 

傳票之區別

方式。 

 會第 12 條（第三項） 

各種傳票，得以顏色或其他

方法區別之。 

 會第 12 條（第三項） 

各種傳票，得以顏色或其他

方法區別之。 

  第 20 條（第三項） 

第一項傳票得以顏色或其

他方法區別之。 

登入會計帳

簿之根據。 

第 14 條 

衛生法人應根據原始憑

證，編製記帳憑證，根據記

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但

整理結算與結算後轉入帳

目及其他相關事項，得不檢

附原始憑證。 

會第 13 條（第一項） 

醫療財團法人應根據原始

憑證，編製記帳憑證，原始

憑證應附於記帳憑證之後

作為附件，並根據記帳憑

證，登入會計帳簿。但整理

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目等

事項，得不檢附原始憑證。 

第 13 條 

社福法人應根據原始憑

證，編製記帳憑證，並根據

記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

但整理結算與結算後轉入

帳目及其他相關事項，得不

檢附原始憑證。 

會第 13 條（第一項）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應根據

原始憑證，編製記帳憑證，

原始憑證應附於記帳憑證

之後作為附件，並根據記帳

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但整

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目

等事項，得不檢附原始憑

證。 

第 11 條（第一項） 

財團法人應根據原始憑

證，編製記帳憑證，根據記

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但

整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

目等事項，得不檢附原始憑

證。 

 第 21 條（第一項） 

教育法人應根據原始憑

證，編製記帳憑證，根據記

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但

整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

目等事項，得不檢附原始憑

證。 

不另製記帳

憑證，而以

原始憑證作

為記帳憑證

之情形。 

 會第 13 條（第二項）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事務較

簡或原始憑證已符合記帳

需要者，得不另製記帳憑

證，而以原始憑證，作為記

帳憑證。 

 會第 13 條（第二項）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會計事

務較簡或原始憑證已符合

記帳需要者，得不另製記帳

憑證，而以原始憑證，作為

記帳憑證。 

第 11 條（第二項） 

會計事務較簡或原始憑證

已符合記帳需要者，得不另

製記帳憑證，而以原始憑

證，作為記帳憑證。 

 第 21 條（第二項） 

教育法人會計事務較簡或

原始憑證已符合記帳需要

者，得不另製記帳憑證，而

以原始憑證作為記帳憑證。 

記帳憑證之

彙 訂 及 保

第 15 條 

記帳憑證，應按日或按月彙

會第 14 條 

記帳憑證應按日或按月彙

第 14 條 

記帳憑證，應按日或按月彙

會第 14 條 

記帳憑證應按日或按月彙

  第 22 條 

記帳憑證應依照類別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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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管。 訂成冊，並加製封面；封面

上應記明冊號、起迄日期及

頁數。 

前項記帳憑證，應妥善保

存，以備查核。 

訂成冊，加製封面，封面上

應註明冊號、起迄日期、頁

數，由董事長或依分層負責

核決權限指定人員及會計

主管簽名或蓋章，妥善保

管，並製目錄備查。 

訂成冊，並加製封面；封面

上應註明冊號、起迄日期及

頁數。 

前項記帳憑證，應妥善保

存，以備查核。 

訂成冊，並加製封面；封面

上應註明冊號、起迄日期、

頁數，由董事長或依分層負

責核決權限指定人員及會

計主管簽名或蓋章，妥善保

管，並製目錄備查。 

期號數之順序，彙訂成冊，

另加封面，並於封面詳記起

訖之年、月、日、張數及號

數，妥善保管。 

會計帳簿之

種類。 

 

第 16 條 

會計帳簿之種類如下： 

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

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

記錄者。 

二、分類帳簿：以會計事項

歸屬之會計項目為主

而記錄者；分為總分類

帳及各科目明細分類

帳。 

會第 15 條 

會計帳簿分下列二類： 

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

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

記錄者，分為普通序時

帳及特種序時帳。 

二、分類帳簿：以會計事項

歸屬之會計項目為主

而記錄者，分為總分類

帳及各項目明細分類

帳。 

第 15 條 

會計帳簿之種類如下： 

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

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

記錄者。 

二、分類帳簿：以會計事項

歸屬之會計項目為主

而記錄者；分為總分類

帳及各項目明細分類

帳。 

會第 15 條 

會計帳簿分下列二類： 

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

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

記錄者，分為普通序時

帳及特種序時帳。 

二、分類帳簿：以會計事項

歸屬之會計項目為主

而記錄者，分為總分類

帳及各項目明細分類

帳。 

第 13 條 

會計帳簿分下列二類： 

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

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

記錄者。 

二、分類帳簿：以會計事項

歸屬之會計項目為主

而記錄者。 

 第 23 條 

會計帳簿，分類如下: 

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

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

記錄者。 

二、分類帳簿：以會計事務

歸屬之會計科目為主

而記錄者。 

序時帳簿之

種類。 

 

    第 14 條 

序時帳簿分下列二種： 

一、普通序時帳簿：以對於

一切事項為序時登記

或對於特種序時帳項

之結數為序時登記而

設者，如日記簿或分錄

簿等屬之。 

二、特種序時帳簿：以對於

特種事項為序時登記

而設者，如現金簿、銷

貨簿、進貨簿等屬之。 

 第 24 條（第一項） 

序時帳簿分類如下： 

一、普通序時帳簿：以對於

一切事項為序時登記

或並對於特種序時帳

項之結數為序時登記

而設者，如日記簿或分

錄簿等屬之。 

二、特種序時帳簿：以對於

特種事項為序時登記

而設者，如現金簿、銷

貨簿、進貨簿等屬之。 

分類帳簿種

類。 

    第 15 條 

分類帳簿分下列二種： 

一、總分類帳簿：為記載各

統馭會計項目而設者。 

 第 25 條 

分類帳簿分類如下： 

一、總分類帳簿：為記載各

統馭會計科目而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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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二、明細分類帳簿：為記載

各統馭會計項目之明

細項目而設者。 

二、明細分類帳簿：為記載

各統馭會計科目之明

細科目而設者。 

必須設置及

可免設置之

會計帳簿。 

第 8 條（第二項） 

會計項目之明細項目、各種

帳簿之明細帳簿及財務報

表之明細表，衛生法人得按

實際需要，自行設置。 

會第 16 條 

業務範圍較大者，並得設置

紀錄成本之帳簿，或必要之

特種序時帳簿及各種明細

分類帳簿。但其會計制度健

全，使用總分類帳會計項目

日計表者，得免設普通序時

帳簿。 

 會第 16 條 

業務範圍較大者，並得設置

紀錄成本之帳簿，或必要之

特種序時帳簿及各種明細

分類帳簿。但其會計制度健

全，使用總分類帳會計項目

日計表者，得免設普通序時

帳簿。 

第 16 條 

財團法人必須設置之會計

帳簿，為普通序時帳簿及總

分類帳簿。但其會計制度健

全，使用總分類帳會計項目

日計表者，得免設普通序時

帳簿。 

 第 26 條 

教育法人應設置序時帳簿

及分類帳簿，並得按實際需

要，設置其他必要之輔助帳

簿。 

帳簿之編號

及保管。 

 

 會第 17 條 

醫療財團法人所置會計帳

簿，均應按其頁數順序編

號，不得毀損。 

 會第 17 條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所置會

計帳簿，均應按其頁數順序

編號，不得毀損。 

第 17 條 

財團法人所置會計帳簿，均

應按其頁數順序編號，不得

毀損。 

 第 24 條（第二項） 

前項分類帳簿應按其會計

科目順序編號，不得毀損。 

會計帳簿之

記載。 

      第 27 條 

會計帳簿在同一會計年度

內應連續記載，除已用盡

外，不得更換新帳簿。 

帳簿及重要備查簿內，如有

重揭二頁，致有空白時，將

空白頁劃線註銷；如有誤空

一行或二行，一列或二列

者，應將誤空之行列劃線註

銷，均應由登記員及主辦會

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 

更換新帳簿時，應於舊帳簿

空白頁上，逐頁加註「空白

作廢」，並在空白首頁處註

明「以下空白作廢」之字

樣。 

憑證滅失應

負責任。 

 會第 24 條 

會計事項應取得並可取得

 會第 24 條 

會計事項應取得並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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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會計憑證，如因經辦或主

管該項人員之故意或過

失，致該項會計憑證毀損、

缺少或滅失而致商業遭受

損害時，該經辦或主管人員

應負賠償之責。 

之會計憑證，如因經辦或主

管該項人員之故意或過

失，致該項會計憑證毀損、

缺少或滅失而致商業遭受

損害時，該經辦或主管人員

應負賠償之責。 

會計要素之

內容 

      第 30 條 

會計要素分為資產、負債、

淨值、收益及費損五類，其

相關之會計項目、科目代碼

及名稱，如附件二。 

前項會計項目及科目，教育

法人得視其業務特性及實

際需要，於會計制度中增訂

之。 

財務報告之

內容。 

 財第 5 條 

醫療法人之財務報告，其內

容如下： 

一、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醫療財團法人，

為收支餘絀表；醫

療社團法人，為綜

合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附註或附表。 

二、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三、其他依本準則規定有助

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

事項及說明。 

第 19 條 

社福法人之財務報告，其內

容如下： 

一、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如

附表一）。 

（二）收支餘絀表（如

附表二）。 

（三）淨值變動表（如

附表三）。 

（四）現金流量表（如

附表四）。 

（五）附註或附表。 

二、其他依本準則規定有助

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

事項及說明。 

財第 6 條 

長照機構法人之財務報

告，其內容如下： 

一、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財團法人（以下

稱長照機構財團

法人），為營運活

動表；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社團法人

（以下稱長照機

構社團法人），為

綜合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3 

第 19 條（第一項） 

財務報告之內容如下： 

一、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

負債表、收支營運表、

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

表及其附註或附表。 

二、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三、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策

之揭露事項及說明。 

 

第 5 條（第一項） 

本準則所稱財務報告，指財

務報表及其他有助於使用

人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明。 

 

第 31 條 

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重

要會計科目明細表及其他

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

事項及說明。 

前項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

策之揭露事項及說明，應包

括財產清冊，格式如附件

三。 

                                                 
3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 條規定企業應編製「現金流動表」（而非現金流量表），惟經查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附表，應為「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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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五）附註或附表。 

二、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三、其他依本準則規定有助

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

事項及說明。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

目之財務報表，於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如附件一至附件

四；於長照機構社團法人，

如附件五至附件八。 

財務報表之

種 類 及 附

註。 

第 20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財務報表包括下列各種： 

一、資產負債表。（附表一） 

二、營運活動表。（附表二） 

三、現金流量表。（附表三） 

四、功能別費用表。（附表

四） 

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之

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一

部分。 

財第 5 條（第一項第一款） 

…… 

一、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醫療財團法人，

為收支餘絀表；醫

療社團法人，為綜

合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附註或附表。 

…… 

第 19 條（第一項第一款） 

…… 

一、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如

附表一）。 

（二）收支餘絀表（如

附表二）。 

（三）淨值變動表（如

附表三）。 

（四）現金流量表（如

附表四）。 

（五）附註或附表。 

…… 

財第 6 條（第一項第一款） 

…….. 

一、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財團法人（以下

稱長照機構財團

法人），為營運活

動表；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社團法人

（以下稱長照機

構社團法人），為

綜合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4 

（五）附註或附表。 

……. 

第 19 條（第一項第一款） 

…….. 

一、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

負債表、收支營運表、

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

表及其附註或附表。 

…….. 

第 5 條（第二項） 

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

表、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

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

附表。 

 

第 33 條 

財務報表之內容如下： 

一、資產負債表。 

二、收支營運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附註或附表。 

前項財務報表格式，如附件

四之一至附件四之四。 

追溯適用會

計政策、追

溯重編其財

務 報 告 項

 財第 6 條（第一項） 

醫療法人追溯適用會計政

策、追溯重編其財務報告項

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告項

 財第 7 條（第一項） 

長照機構法人追溯適用會

計政策、追溯重編其財務報

告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

   

                                                 
4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 條規定企業應編製「現金流動表」（而非現金流量表），惟經查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附表，應為「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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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目，或重分

類其財務報

告項目時應

適 用 之 規

定。 

目時，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為之。 

告項目時，應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為之。 

財務報告報

主管機關備

查之規定。 

   財第 36 條 

長照機構法人應依本條例

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將年

度財務報告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 11 條 

教育法人應於年度終了後

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

作報告、財產清冊，連同資

產負債表、收支營運表、淨

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分

別提請董事會議通過後，報

本部備查。 

教育法人設有監察人者，應

併附監察人之查核意見。 

預算書及決

算書之編製

及報送。 

    第 20 條（第一項） 

財團法人預算書（含工作計

畫及經費預算）及決算書

（含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表），其編製及報送之規定

如下： 

一、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一）應編製預算書（其格

式如附件一），經董事

會通過後，依下列期程

報送： 

1.依財團法人設置法

律明定預算須由行

政院轉送立法院

者，應於每年六月底

前將次年度預算書

報本部，俾核轉行政

院轉送立法院審議。 

 第 10 條 

預算按年籌編，教育法人應

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

內，將其當年度工作計畫及

預算表，分別提請董事會議

通過後，報本部備查。 

前項預算表格式，如附件

一。 

 

第 12 條 

教育法人應將前二條規定

之報表及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報告於本部備查後一

個月內，上傳至指定之網

站。 

 

第 13 條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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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2.其餘財團法人，應於

每年七月底前將次

年度預算書報本

部，俾核轉立法院審

議。 

（二）應編製決算書（其格

式如附件二），依下列

期程報送： 

1.依財團法人設置法

律明定決算須由行

政院轉送監察院

者，應於每年二月底

前將上年度初編決

算送審計部；於每年

四月十五日前，將經

董事會審定，並送全

體監察人分別查核

後之上年度決算書

報審計部及本部，俾

依規定程序核轉行

政院及立法院。 

2.其餘財團法人，應於

每年四月十五日

前，將經董事會審

定，並送全體監察人

分別查核後之上年

度決算書報本部，俾

核轉立法院審議或

核轉行政院轉送立

法院審議。 

二、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 

（一）應編製預算書，於每

年一月底前經董事會

本法第五十五條、預算法第

四十一條第四項及決算法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每

年編製年度預算書表及決

算書表，報本部送立法院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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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通過後，將當年度預算

書報本部備查。 

（二）應編製決算書，經董

事會通過，其設有監察

人者，並送全體監察人

分別查核後，於每年五

月底前將上年度決算

書報本部備查。 

（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在法院登記

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

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

上者，其預算書及決算

書之格式如附件三及

附件四。 

會計項目之

訂定及前後

期之會計項

目分類應一

致。 

 

第 42 條 

財務報表上之會計項目，得

視事實需要，或依法律規

定，作適當之分類及歸併，

前後期之會計項目分類必

須一致；上期之會計項目分

類與本期不一致時，應重新

予以分類並附註說明之。 

 第 44 條 

財務報表上之會計項目，得

視事實需要，或依法律規

定，作適當之分類及歸併，

前後期之會計項目分類應

一致；上期之會計項目分類

與本期不一致時，應重新予

以分類，並附註說明。 

 第 21 條 

財團法人應參照經濟部主

管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

目參考表（附件五），衡酌

業務實際需要及交易實況

訂定會計項目。 

財務報表前後期之會計項

目分類必須一致；上期之會

計項目分類與本期不一致

時，應重新予以分類並附註

說明之。 

  

規範不得虛

偽記帳。 

 

第 17 條 

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

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

計帳簿表冊作任何記錄。 

會第 18 條 

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

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

計帳簿表冊作任何紀錄。 

第 16 條 

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

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

計帳簿表冊作任何記錄。 

會第 18 條 

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

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

計帳簿表冊作任何紀錄。 

第 22 條 

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

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

計帳簿表冊予以記錄。 

  

會計事項登

帳之規定。 

 會第 19 條 

會計事項應按發生次序逐

日登帳，至遲不得超過二個

 會第 19 條 

會計事項應按發生次序逐

日登帳，至遲不得超過二個

第 23 條 

會計事項原則按發生次序

逐日登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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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月。 月。 

記帳憑證及

會計帳簿應

經適當層級

之人員簽章

負責。 

 

第 18 條 

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

下列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 

一、董事長。 

二、執行長或與執行長職位

相當之人。 

三、主辦會計人員。 

前項記帳憑證，得由董事長

授權前項第二款人員簽名

或蓋章。 

會第 20 條 

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

董事長或依分層負責核決

權限指定人員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負責。但記帳憑

證由董事長授權所設機構

業務負責人及會計主管簽

名或蓋章者，不在此限。 

第 17 條 

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

下列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 

一、董事長。 

二、執行長或與執行長職位

相當之人。 

三、主辦會計人員。 

前項記帳憑證，得由董事長

授權前項第二款人員簽名

或蓋章。 

會第 20 條 

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

董事長或依分層負責核決

權限指定人員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負責。但記帳憑

證由董事長授權所設機構

業務負責人及會計主管簽

名或蓋章者，不在此限。 

  第 28 條 

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

教育法人董事長、執行長與

該等職務之人及主辦會計

人員簽名或蓋章。但記帳憑

證由董事長授權執行長、主

辦或經辦會計人員簽名或

蓋章者，不在此限。 

會計憑證之

裝 訂 及 保

管。 

 會第 21 條 

會計憑證，應按日或按月裝

訂成冊，有原始憑證者，應

附於記帳憑證之後。 

會計憑證為權責存在之憑

證或應予永久保存或另行

裝訂較便者，得另行保管，

但應互註日期及編號。 

 會第 21 條 

會計憑證，應按日或按月裝

訂成冊，有原始憑證者，應

附於記帳憑證之後。 

會計憑證為權責存在之憑

證或應予永久保存或另行

裝訂較便者，得另行保管，

但應互註日期及編號。 

第 24 條 

會計憑證，應按日或按月裝

訂成冊，有原始憑證者，應

附於記帳憑證之後。 

會計憑證為權責存在之憑

證或應予永久保存或另行

裝訂較便者，得另行保管。

但須互註日期及編號。 

  

對外憑證之

繕 製 及 保

存。 

 

 會第 22 條 

對外憑證之繕製，應至少自

留副本或存根一份；副本或

存根上所記該事項之要點

及金額，不得與正本有所差

異。 

前項對外憑證之正本或存

根均應依次編定字號，並應

將其副本或存根，裝訂成

冊；其正本之誤寫或收回作

廢者，應將其粘附於原號副

本或存根之上，其有缺少或

不能收回者，應在其副本或

存根上註明其理由。 

 會第 22 條 

對外憑證之繕製，應至少自

留副本或存根一份；副本或

存根上所記該事項之要點

及金額，不得與正本有所差

異。 

前項對外憑證之正本或存

根均應依次編定字號，並應

將其副本或存根，裝訂成

冊；其正本之誤寫或收回作

廢者，應將其粘附於原號副

本或存根之上，其有缺少或

不能收回者，應在其副本或

存根上註明其理由。 

第 25 條 

對外憑證之繕製，應至少自

留副本或存根一份；副本或

存根上所記該事項之要點

及金額，不得與正本有所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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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會計憑證、

帳簿、財務

報表之保存

年 限 及 銷

毀。 

第 19 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

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

外，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

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

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

此限。 

前二項保管期間屆滿，經董

事長核准者，得予以銷毀。 

會第 23 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

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

外，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

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

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

此限。 

前二項保管期間屆滿，經董

事長或董事長指定之主管

人員核准，得予以銷毀。 

第 18 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

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

外，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

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

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

此限。 

前二項保管期間屆滿，經董

事長核准者，得予以銷毀 

會第 23 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

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

外，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

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

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

此限。 

前二項保管期間屆滿，經董

事長或董事長指定之主管

人員核准，得予以銷毀。 

第 26 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

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

外，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

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

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

此限。 

財團法人執行政府委辦或

補助經費，且經同意會計憑

證留存財團法人者，有關會

計憑證之保存，應依政府規

定辦理。 

 第 29 條 

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

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

自年度決算報本部備查之

日起計算，至少保存五年。 

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自

年度決算報本部備查之日

起計算，至少保存十年。但

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

此限。 

前二項保管期限屆滿，應經

董事會議決議後，始得銷

毀。其中涉及政府機關之補

助委辦案件，應依各補助及

委辦機關訂定之相關規定

辦理。 

會計處理之

內部控制。 

      第 16 條 

教育法人處理會計資料應

建立內部控制，使用電子方

式處理者，應確保電子硬

體、軟體、資料儲存媒體及

會計資料之安全、正確、完

整性。 

使用電子方

式處理會計

資 料 之 規

定。 

    第 27 條 

財團法人得使用電子方式

處理全部或部分會計資

料；其有關輸入資料之授權

與簽章方式、會計資料之儲

存、保管、更正及其他相關

事項，本辦法未規定者，依

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

計資料辦法辦理。 

採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

 第 17 條 

教育法人之會計憑證、會計

帳簿及財務報表等，得以電

子方式輸出或以資料儲存

媒體儲存，使用電子方式輸

出之會計帳簿，應按順序編

號，彙訂成冊。 

前項使用資料儲存媒體保

存會計資料，應提供處理會

計資料之會計軟體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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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料者，得不適用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 

儲存媒體，且其能由電腦隨

時列印儲存之會計資料，以

供查核。 

財務報表之

簽章及表達

方式。 

 

第 20 條（第三項） 

第一項之財務報表應由董

事長、執行長或與執行長職

位相當之人及主辦會計逐

頁簽名或蓋章。 

 

第 43 條 

年度財務報表之格式，除新

成立之衛生法人外，應採二

年度對照方式，以當年度及

上年度之金額併列表達。 

財第 9 條 

第五條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四目之財務報表，應由董事

長、會計主管或主辦會計及

製表人，就主要報表逐頁簽

名或蓋章；第五目之財務報

表，應由董事長、所設機構

業務負責人及會計主管或

主辦會計為之。 

財務報表之編製，除設立當

年度外，應採二年對照方式

為之。 

第 20 條 

前條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

目之財務報表，應由董事

長、執行長或與執行長職位

相當之人及主辦會計人

員，就主要報表逐頁簽名或

蓋章。 

前項財務報表之編製，除設

立當年度外，應採二年對照

方式為之。 

財第 10 條 

第六條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四目之財務報表，應由董事

長、負責人及會計主管，就

主要報表逐頁簽名或蓋

章；第五目之財務報表，應

由董事長、所設機構業務負

責人及會計主管為之。 

前項財務報表之編製，除設

立當年度外，應採二年對照

方式為之。 

第 19 條（第二項） 

財務報告之編製，依會計年

度為之。但另編之各種定期

及不定期報告不在此限。 

第 5 條（第三項） 

前項主要報表及其附註，除

新設立或本會另有規定者

外，應採兩期對照方式編

製。主要報表並應由財團法

人之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

主管（或主辦會計）逐頁簽

名或蓋章。 

第 32 條 

財務報表，除新成立之教育

法人外，應採二年度對照方

式，以當年度及上年度之金

額併列表達。 

前項財務報表，應由教育法

人董事長、執行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及主辦會計人員就

主要報表逐頁簽名或蓋章。 

規範財務報

表應能允當

表達財團法

人之財務狀

況。 

第 21 條 

財務報告之內容，應能允當

表達衛生法人之財務狀

況、經營結果及現金流量，

並不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

判斷及決策。 

財務報告有違反本準則規

定，經本部通知調整者，應

予調整更正，並依本部規

定，申報更正後之財務報

告。 

財第 6 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 

財務報告之內容應能公允

表達醫療法人之財務狀

況、經營結果及現金流量，

並不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

判斷及決策。 

財務報告有違反本準則規

定，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調

整者，應予調整更正，並依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申報更

正後之財務報告。 

第 21 條 

財務報告之內容，應允當表

達社福法人之財務狀況、財

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財務報告違反本準則規

定，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

期改正者，應於改正後，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財第 7 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 

財務報告之內容，應公允表

達長照機構法人之財務狀

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財務報告違反本準則規

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調

整、更正者，應於調整、更

正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資產及負債

之 原 始 認

列。 

    第 28 條 

資產及負債之原始認列，以

成本衡量為原則。 

  

資 產 、 負

債、淨值、

收入及支出

    第 29 條 

資產、負債、淨值、收入及

支出，應符合下列條件始得

  



 

244 

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 認 列 條

件。 

認列： 

一、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

流入或流出。 

二、項目金額能可靠衡量。 

會計項目之

衡量基礎。 

    第 30 條 

財團法人在決定會計項目

之金額時，應視實際情形，

選擇適當之衡量基礎，包括

歷史成本、公允價值、淨變

現價值或其他衡量基礎。 

  

會計事項之

入帳基礎及

處理方法應

前後一貫。 

    第 31 條 

會計事項之入帳基礎及處

理方法，應前後一貫；其有

正當理由必須變更者，應在

財務報表中說明其理由、變

更情形及影響。 

  

收入與支出

應配合。 

    第 32 條 

與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有

關之收入及費用，應適當認

列。 

  

資產負債表

之內容。 

 

第 22 條 

資產負債表之表達如下：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資產。 

（一）永久限制用途淨資

產。 

（二）暫時限制用途淨資

產。 

財第 10 條 

第五條第一款第一目資產

負債表，其內容如下：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基金。 

（三）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或社員權益： 

（一）醫療財團法人： 

1.永久受限淨值。 

第 22 條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一目資

產負債表，其內容如下：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一）永久受限淨值。 

（二）暫時受限淨值。 

（三）未受限淨值。 

財第 11 條 

第六條第一款第一目資產

負債表，其內容如下：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一）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 

   1.永久受限淨

 第 6 條 

資產負債表（格式一）包括

下列各項：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非流動負債 

三、淨值。 

第 34 條 

資產負債表之內容如下： 

一、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準備金及長期投資。 

（三）投資性不動產。 

（四）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五）無形資產。 

（六）其他資產。 

二、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長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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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三）無限制用途淨資產。 2.暫時受限淨值。 

3.未受限淨值。 

4.淨值其他項目。 

（二）醫療社團法人： 

（略） 

（四）淨值其他項目。 值。 

   2.暫時受限淨

值。 

   3.未受限淨值。 

   4.淨值其他項

目。 

（二）長照機構社團法

人： 

（略） 

（三）其他負債。 

三、淨值： 

（一）基金餘額。 

（二）公積。 

（三）累積餘絀。 

（四）淨值其他項目。 

說明何謂流

動資產。 

第 23 條 

流動資產，指下列各項資

產： 

一、因營運所產生之資產，

預期將於衛生法人之

正常營運週期中變

現、消耗或意圖出售

者。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

之資產。 

三、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

資產。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

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

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

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

他限制者。 

財第 11 條 

前條第一款第一目流動資

產，指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

資產： 

一、因業務所產生，預期將

於其正常業務週期中

變現、消耗或意圖出售

者。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

之資產。 

三、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

資產。 

四、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

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

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

者，不包括在內。 

第 23 條 

前條第一款第一目流動資

產，指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

資產： 

一、因業務所生之資產，預

期於其正常營運週期

中實現、意圖出售或消

耗者。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

者。 

三、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四、現金或約當現金。但資

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

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

債或受有其他限制

者，不包括在內。 

財第 12 條 

前條第一款第一目流動資

產，指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

資產： 

一、因業務所生，預期於其

正常營運週期中實

現、意圖出售或消耗

者。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

者。 

三、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四、現金或約當現金。但資

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

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

債或受有其他限制

者，不包括在內。 

   

流動資產之

內容。 

第 24 條 

前條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

下列會計項目：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指庫

存現金、活期存款及可

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

財第 12 條 

前條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

下列會計項目：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指庫

存現金、活期存款及可

隨時轉換成定額現

第 24 條 

前條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

下列會計項目：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指庫

存現金、活期存款及可

隨時轉換成定額現

財第 13 條 

前條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

下列會計項目：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指庫

存現金、活期存款及可

隨時轉換成定額現

 第 7 條（第一項） 

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現金

及約當現金、應收票據、應

收帳款、存貨及預付款項等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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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

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

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流

動：指持有供交易或原

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 

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

動：被指定為備供出售

之非衍生金融資產，應

以公允價值衡量。 

四、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指投資於無活

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

益工具，其公允價值無

法可靠衡量之金融資

產。 

五、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流動：指持有無

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

具固定或可決定收取

金額之債務工具投

資，應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六、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流動：指持有至到期

日之金融資產，在一年

內到期之部分，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 

七、應收票據：指衛生法人

應收之各種票據。 

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

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

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

資；其項目性質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非活期銀行存款

應分項列報。已指

定用途或支用受

約束者，如擴充設

備、擴建醫院及社

福基金等，不得列

入現金之內。 

（二）定期存款，包括

可轉讓定存單，提

供債務作質者，如

所擔保之債務為

長期負債，應改列

為其他資產；如所

擔保者為流動負

債，應改列為其他

流動資產，並附註

說 明 擔 保 之 事

實。作為存出保證

金者，應依其長短

期之性質，分別列

為流動資產或其

他資產。 

（三）補償性存款如因

短期借款而發生

者，應列為流動資

產，並於附註中說

明；如因長期負債

而發生者，應列為

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

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

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

資。 

二、短期性投資：包括下列

會計項目，其有提供債

務作質、質押或存出保

證金等情事者，應予揭

露；其項目性質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指持

有供交易或原始

認列時，被指定為

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 

（二）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流動：被指定

為備供出售之非

衍生金融資產，應

以公允價值衡量。 

（三）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指

投資於無活絡市

場公開報價之權

益工具，其公允價

值無法可靠衡量

之金融資產。 

（四）無活絡市場之債

務工具投資－流

動：指持有無活絡

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

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

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

資。 

二、短期性投資：包括下列

會計項目，其有提供債

務作質、質押或存出保

證金等情事者，應予揭

露；其項目性質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指持

有供交易或原始

認列時，被指定為

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 

（二）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流動：被指定

為備供出售之非

衍生金融資產，應

以公允價值衡量。 

（三）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指

投資於無活絡市

場公開報價之權

益工具，其公允價

值無法可靠衡量

之金融資產。 

（四）無活絡市場之債

務工具投資－流

動：指持有無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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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一）應收票據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但

未附息之短期應

收票據若折現之

影響不大，得以票

面金額衡量。 

（二）業經貼現或轉讓

者，應予揭露。 

（三）因營運而發生之

應收票據，應與非

因營運而發生之

應收票據分別列

示。 

（四）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五）已提供擔保者，

應予揭露。 

（六）業已確定無法收

回者，應予轉銷。 

（七）資產負債表日應

評估應收票據無

法收回之金額，提

列適當之備抵呆

帳，列為應收票據

之減項。 

八、應收帳款：指衛生法人

因出售商品或勞務等

而發生之債權。 

（一）應收帳款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但

未附息之短期應

收帳款若折現之

其他資產或長期

投資，不得列為流

動資產。 

二、短期性之投資，包括下

列會計項目，其有提供

債務作質、質押或存保

證金等情事者，應予揭

露：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指持

有供交易或原始

認列時被指定為

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 

（二）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流動：被指定

為備供出售之非

衍生金融資產，應

以公允價值衡量。 

（三）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指

投資於無活絡市

場公開報價之權

益工具，或與此種

權益工具連結，且

須以交付該等權

益工具交割之衍

生工具，其公允價

值無法可靠衡量

之金融資產。 

（四）無活絡市場之債

市場公開報價，且

具固定或可決定

收取金額之債務

工具投資，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 

（五）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流動：指

持有至到期日之

金融資產，在一年

內到期之部分，應

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三、應收票據：指應收之各

種票據；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收票據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但

未附息之短期應

收票據，其折現之

影響不大者，得以

票面金額衡量。 

（二）業經貼現或轉讓

者，應予揭露。 

（三）營運所生應收票

據，應與非營運所

生應收票據分別

列示。 

（四）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五）已提供擔保者，

應予揭露。 

（六）已確定無法收回

市場公開報價，且

具固定或可決定

收取金額之債務

工具投資，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 

（五）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流動：指

持有至到期日之

金融資產，在一年

內到期之部分，應

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三、應收票據：指應收之各

種票據；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收票據，應以

攤 銷 後 成 本 衡

量。但未附息之短

期應收票據，其折

現 之 影 響 不 大

者，得以票面金額

衡量。 

（二）業經貼現或轉讓

者，應予揭露。 

（三）營運所生應收票

據，應與非營運所

生應收票據分別

列示。 

（四）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五）已提供擔保者，

應予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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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影響不大，得以交

易金額衡量。 

（二）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帳款，應單

獨列示。 

（三）分期付款銷貨之

未 實 現 利 息 收

入，應列為應收帳

款之減項。 

（四）收回期間超過一

年部分，應揭露各

年度預期收回之

金額。 

（五）已提供擔保者，

應予揭露。 

（六）業已確定無法收

回者，應予轉銷。 

（七）資產負債表日應

評估應收帳款無

法收回之金額，提

列適當之備抵呆

帳，列為應收帳款

之減項。 

九、應收捐贈款：指因捐贈

人承諾贈與現金或其

他資產而發生之債權。 

（一）應收捐贈款必須

有可供辨明之文

件證明承諾之提

出與收到之承諾。 

（二）應收捐贈款應以

攤 銷 後 成 本 衡

量。但未附息之短

務工具投資－流

動：指持有無活絡

市場公開報價，且

具固定或可決定

收取金額之債務

工具投資，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 

（五）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流動：指

持有至到期日之

金融資產，在一年

內到期之部分，應

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六）其他金融資產－

流動：金融資產未

於資產負債表單

獨列示者，應列為

其他金融資產，並

依其流動性區分

為 流 動 及 非 流

動，非流動者，應

改列其他金融資

產－非流動。 

三、應收票據：指應收之各

種票據；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收票據應按設

算利率計算其公

平價值。但一年期

以 內 之 應 收 票

據，其公平價值與

到 期 值 差 異 不

者，應予轉銷。 

（七）資產負債表日應

評估應收票據無

法收回之金額，提

列適當之備抵呆

帳，列為應收票據

之減項。 

四、應收帳款：指因提供社

會福利服務或相關營

運所生債權；其項目性

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收帳款應以攤

銷後成本衡量。但

未附息之短期應

收帳款，若折現之

影響不大者，得以

交易金額衡量。 

（二）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帳款，應單

獨列示。 

（三）分期付款銷售之

未 實 現 利 息 收

入，應列為應收帳

款之減項。 

（四）收回期間超過一

年部分，各年度預

期收回之金額，應

予揭露。 

（五）已提供擔保，應

予揭露。 

（六）業已確定無法收

回者，應予轉銷。 

（七）資產負債表日應

（六）已確定無法收回

者，應予轉銷。 

（七）資產負債表日，

應評估應收票據

無 法 收 回 之 金

額，提列適當之備

抵呆帳，列為應收

票據之減項。 

四、應收帳款：指因提供長

期照顧服務或相關業

務所生債權；其項目性

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收帳款，應以

攤 銷 後 成 本 衡

量。但未附息之短

期應收帳款，其折

現 之 影 響 不 大

者，得以交易金額

衡量。 

（二）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帳款，應單

獨列示。 

（三）分期付款銷售之

未 實 現 利 息 收

入，應列為應收帳

款之減項。 

（四）收回期間超過一

年部分，各年度預

期收回之金額，應

予揭露。 

（五）已提供擔保，應

予揭露。 

（六）已確定無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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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期應收捐贈款若

折 現 之 影 響 不

大，得以交易金額

衡量。 

（三）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捐贈款，應

單獨列示。 

（四）收回期間超過一

年部分，應揭露各

年度預期收回之

金額。 

（五）業已確定無法收

回者，應予轉銷。 

（六）資產負債表日應

評估應收捐贈款

無 法 收 回 之 金

額，提列適當之備

抵呆帳，列為應收

捐贈款之減項。 

十、其他應收款：指不屬於

應收票據、應收帳款及

應收捐贈款之應收款

項。 

（一）資產負債表日應

評估其他應收款

無 法 收 回 之 金

額，提列適當之備

抵呆帳，列為其他

應收款之減項。 

（二）其他應收款如為

更 明 細 之 劃 分

者，備抵呆帳亦應

比照分別列示。 

大，且其交易量頻

繁者，得不以公平

價值評價。 

（二）應收票據業經貼

現或轉讓者，應予

扣除並加註明。 

（三）因業務而發生之

應收票據，應與非

因業務而發生之

其他應收票據分

別列示。 

（四）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五）提供擔保之票

據，應於附註中說

明。 

（六）應收票據業已確

定無法收回者，應

予轉銷。 

（七）結算時應評估應

收票據無法收現

之金額，提列適當

之備抵呆帳，並以

淨額列示。 

四、應收帳款：指因提供醫

療及相關業務而發生

之債權；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收帳款應按設

算利率計算其公

平價值。但一年期

以 內 之 應 收 帳

評估應收帳款無

法收回之金額，提

列適當之備抵呆

帳，列為應收帳款

之減項。 

五、其他應收款：指不屬於

應收票據、應收帳款之

應收款項；其項目性質

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資產負債表日應

評估其他應收款

無 法 收 回 之 金

額，提列適當之備

抵呆帳，列為其他

應收款之減項。 

（二）其他應收款，為

更 明 細 之 劃 分

者，備抵呆帳亦應

比照分別列示。 

六、本期所得稅資產：指已

支付所得稅金額超過

本期及前期應付金額

之部分。 

七、存貨：指持有供正常營

運過程出售或將於服

務提供過程中消耗之

商品及材料；其項目性

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存貨成本，包括

所有購買成本及

為使存貨達到目

前之地點及狀態

所 生 之 其 他 成

者，應予轉銷。 

（七）資產負債表日，

應評估應收帳款

無 法 收 回 之 金

額，提列適當之備

抵呆帳，列為應收

帳款之減項。 

五、其他應收款：指不屬於

應收票據、應收帳款之

應收款項；其項目性質

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資產負債表日，

應評估其他應收

款無法收回之金

額，提列適當之備

抵呆帳，列為其他

應收款之減項。 

（二）其他應收款，為

更 明 細 之 劃 分

者，備抵呆帳亦應

比照分別列示。 

六、本期所得稅資產：指已

支付所得稅金額超過

本期及前期應付金額

之部分。 

七、存貨：指持有供正常營

運過程出售或將於服

務提供過程中消耗之

商品及材料；其項目性

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存貨成本，包括

所有購買成本及

為使存貨達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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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十一、本期所得稅資產：指

已支付所得稅金額超

過本期及前期應付金

額之部分。 

十二、存貨：指持有供正常

營運過程出售者；或正

在製造過程中以供正

常營運過程出售者；或

將於製造過程或勞務

提供過程中消耗之原

料或物料。 

（一）存貨成本包括所

有購買成本、加工

成本及為使存貨

達到目前之地點

及狀態所發生之

其他成本，得依其

種類或性質，採用

個別認定法、先進

先出法或平均法

計算之。 

（二）存貨應以成本與

淨變現價值孰低

衡量，當存貨成本

高於淨變現價值

時，應將成本沖減

至淨變現價值，沖

減金額應於發生

當期認列為銷貨

成本。 

（三）存貨有提供作

質、擔保，或由債

權人監視使用等

款，其公平價值與

到 期 值 差 異 不

大，且其交易量頻

繁者，得不以公平

價值評價。 

（二）金額重大之應收

關係人帳款，應單

獨列示。 

（三）結算時應評估應

收帳款無法收現

之金額，包括備抵

呆帳、備抵支付點

值調整及備抵健

保核減等，提列適

當之備抵金額，並

以淨額列示。 

（四）分期付款銷售之

未 實 現 利 息 收

入，應列為應收帳

款之減項。 

（五）收回期間超過一

年部分，各年度預

期收回之金額，應

予揭露。 

（六）已提供擔保，應

予揭露。 

（七）已確定無法收回

者，應予轉銷。 

（八）資產負債表日，

應評估應收帳款

無 法 收 回 之 金

額，提列適當之備

抵呆帳，列為應收

本，得依其種類或

性質，採個別認定

法、先進先出法或

平均法計算之。 

（二）存貨應以成本與

淨變現價值孰低

衡量，當存貨成本

高於淨變現價值

時，應將成本沖減

至淨變現價值，沖

減金額應於發生

當期認列為銷貨

成本。 

（三）存貨有提供作

質、擔保或由債權

人監視使用等情

事，應予揭露。 

八、預付款項：指預為支付

之各項成本或費用，包

括預付費用及預付購

料款等。 

九、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指

於目前狀況下，可依一

般條件及商業慣例立

即出售，且極有可能於

一年內完成出售之非

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

分群組內之資產。 

十、其他流動資產：指不能

歸屬於前九款之流動

資產。 

不能歸屬於前項流動資產

之各類資產，屬於非流動資

前之地點及狀態

所 生 之 其 他 成

本，得依其種類或

性質，採個別認定

法、先進先出法或

平均法計算之。 

（二）存貨應以成本與

淨變現價值孰低

衡量，當存貨成本

高於淨變現價值

時，應將成本沖減

至淨變現價值，沖

減金額應於發生

當期認列為營運

成本。 

（三）存貨有提供作

質、擔保或由債權

人監視使用等情

事，應予揭露。 

八、預付款項：指預為支付

之各項成本或費用，包

括預付費用及預付購

料款等。 

九、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指

於目前狀況下，長照機

構法人可依一般條件

及商業慣例立即出

售，且極有可能於一年

內完成出售之非流動

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

組內之資產。 

十、其他流動資產：指不能

歸屬於前九款之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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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情事者，應予揭

露。 

十三、預付款項：指預為支

付之各項成本或費

用，包括預付費用及預

付購料款等。 

十四、其他流動資產：指不

能歸屬於前十三款之

流動資產。 

不能歸屬於前項流動資產

之各類資產，應分類為非流

動資產。 

帳款之減項。 

（九）應揭露應收帳款

之帳齡分析。 

五、其他應收款：指不屬於

應收票據、應收帳款之

其他應收款項；其項目

性質及應註明事項如

下： 

（一）結算時應評估其

他應收款無法收

回之金額，提列適

當之備抵呆帳。 

（二）其他應收款中超

過流動資產合計

金 額 百 分 之 五

者，應按其性質或

對象分別列示。 

（三）備抵呆帳應分別

列為應收票據、應

收帳款及其他應

收款之減項。 

（四）各該項目如為更

明細之劃分者，備

抵呆帳亦比照分

別列示。 

六、本期所得稅資產：指已

支付所得稅金額超過

本期及前期應付金額

之部分。 

七、存貨：指備供正常業務

使用之材料或物料，如

庫存之各項藥品、衛

材、物品、食品、血液

產。 資產。 

不能歸屬於前項流動資產

之各類資產，屬於非流動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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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等屬醫療法人所有者。 

（一）存貨成本，包括

所有購買成本及

為使存貨達到目

前之地點及狀態

所 生 之 其 他 成

本，得依其種類或

性質，採個別認定

法、先進先出法或

平均法計算之。 

（二）存貨應以成本與

淨變現價值孰低

衡量，當存貨成本

高於淨變現價值

時，應將成本沖減

至淨變現價值，沖

減金額應於發生

當期認列為營運

成本。 

（三）存貨有提供作

質、擔保或由債權

人監視使用等情

事，應予揭露。 

八、預付款項：指預付費用

及預付購料款等。 

九、待出售非流動資產：係

指於目前狀況下，醫療

法人可依一般條件及

商業慣例立即出售，且

高度很有可能於一年

內完成出售之非流動

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

組內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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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十、其他流動資產：指除現

金及其他金融資產

外，不能歸屬於前九款

且金額未超過流動資

產合計金額百分之五

之流動資產。 

不能歸屬於前項流動資產

及基金之各類資產，應分類

為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之內容。 

第 25 條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目

非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下

列項目： 

一、基金及投資。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其他非流動資產。 

財第 14 條 

第十條非流動資產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長期性投資。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其他非流動資產。 

第 25 條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目

非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下

列項目： 

一、長期性投資。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其他非流動資產。 

財第 14 條 

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目非

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下列

項目： 

一、長期性投資。 

二、投資性不動產。 

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無形資產。 

五、其他非流動資產。 

 第 7 條（第二項） 

非流動資產之內容，包括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預付設

備款、無形資產及存出保證

金等項目。 

 

說明基金及

投 資 之 內

容。 

 

第 26 條 

前條第一款基金及投資之

內容，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基金：指衛生法人之登

記基金、因捐贈人限制

之受贈資產及經董事

會決議為特定用途所

提撥之資產，而需專戶

儲存者。基金提存所根

據之法令、捐贈人之限

制或議案等，應予附註

揭露。 

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財第 13 條 

第十條第一款第二目基

金，指依法令規定、捐贈人

限制或董事會指定作為特

定用途之資產或受贈資

產，如擴建基金、創設基

金、醫療社會服務基金或教

育研究發展基金等。 

前項基金之特定用途，應於

財務報告之附註說明。 

 

財第 15 條 

前條第一款長期性投資，包

括下列會計項目： 

第 26 條 

前條第一款長期性投資之

內容，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基金：指為特定用途所

提撥之資產或受贈資

產，因捐贈人限制而需

專戶儲存之擴建基

金、登記基金或社福基

金等。基金提存所根據

之議案、法令或捐贈人

之限制等，應予註明。 

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財第 15 條 

前條第一款長期性投資之

內容，包括下列會計項目：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二、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

流動。 

三、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四、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非流動。 

五、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非流動。 

   



 

254 

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動。 

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

流動。 

四、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五、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非流動。 

六、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非流動。 

七、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指

持有具重大影響力或

控制能力之權益工具

投資。 

八、其他長期投資。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六款及前項第二款至

第八款之各項投資，有提供

作質或受有約束、限制等情

事者，應予揭露。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二、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

流動。 

三、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四、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非流動。 

五、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非流動。 

六、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指

持有具重大影響力或

控制能力之權益工具

投資。 

長期性之投資有提供作

質，或受有約束、限制等情

事者，應予揭露。 

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

流動。 

四、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五、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非流動。 

六、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非流動。 

七、採權益法之投資：指持

有具重大影響力或控

制力之權益工具投資。 

長期性之投資，有提供作

質，或受有約束、限制等情

事者，應予揭露。 

六、採權益法之投資：指持

有具重大影響力或控

制力之權益工具投資。 

七、基金：指為特定用途所

提撥之資產或受贈資

產，因捐贈人限制而需

專戶儲存之擴建基

金、創設基金或社福基

金等。基金提存所根據

之議案、法令或捐贈人

之限制等，應予註明。 

長期性之投資，有提供作

質，或受有約束、限制等情

事者，應予揭露。 

投資性不動

產之定義及

會計處理。 

第 27 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款投資性

不動產，指為賺取租金或資

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衛

生法人所持有或以融資租

賃方式承租之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成本

原始認列，後續衡量應以成

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

損之帳面金額列示。 

財第 16 條 

第十四條第二款投資性不

動產，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

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

者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

持有之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成本

原始認列，後續衡量應以成

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

損之帳面金額列示。 

第 27 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款投資性

不動產，指為賺取租金或資

本增值或二者兼具，而由所

有人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

所持有之不動產。 

前項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

成本原始認列。後續衡量，

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之帳面金額列示。 

財第 16 條 

第十四條第二款投資性不

動產，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

增值或二者兼具，而由所有

人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

持有之不動產。 

前項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

成本原始認列。後續衡量，

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之帳面金額列示。 

   

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之

定義、會計

處 理 及 揭

第 28 條 

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指用於商

品或勞務之生產或提供、出

財第 17 條 

第十四條第三款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指用於商品或勞

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

第 28 條 

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指用於商

品或服務之生產，或提供、

財第 17 條 

第十四條第三款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指用於商品或服

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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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露。 

 

租予他人或供管理目的而

持有，且預期使用期間超過

一年之有形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按照

取得或建造時之原始成本

及後續成本認列。原始成本

包括購買價格、使資產達到

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

及地點之任何直接可歸屬

成本，後續成本包括後續為

增添、部分重置或維修該項

目所發生之成本。 

衛生法人應於資產負債表

日，就第一項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依客觀證據評估其

有無減損。有減損證據時，

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認

列減損損失金額。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以成

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

損後之帳面金額列示。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所有

權受限制及供作負債擔保

之事實與金額，應予揭露。 

人或供管理目的而持有，且

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年之

有形資產，包括土地、建築

物、機器設備、運輸設備、

辦公設備等會計項目；其項

目性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按照取得或建造時之

原始成本及後續成本

認列。原始成本包括購

買價格、使資產達到預

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

態及地點之任何直接

可歸屬成本及未來拆

卸、移除該資產或復原

之估計成本；後續成本

包括後續為增添、部分

重置或維修該項目所

發生之成本。 

二、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

金額列示。 

三、所有權受限制及供作負

債擔保之事實與金額

及主管機關核准文

號，應予揭露。 

出租予他人，或供管理目的

而持有，且預期使用期間超

過一年之有形資產。 

前項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應依取得或建造時之原始

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 

前項原始成本，包括購買價

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

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且直

接可歸屬成本及未來拆

卸、移除該資產或復原之任

何可估計成本。後續成本，

包括後續為增添、部分重置

或維修所生之成本。 

社福法人應於資產負債表

日，就第一項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依客觀證據評估其

有無減損。有減損證據時，

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認

列減損損失金額。 

第一項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

列示；其所有權受限制及供

作負債擔保之事實與金

額，應予揭露。 

他人，或供管理目的而持

有，且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

年之有形資產。 

前項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應依取得或建造時之原始

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 

前項原始成本，包括購買價

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

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且直

接可歸屬成本及未來拆

卸、移除該資產或復原之任

何可估計成本。 

第二項後續成本，包括後續

為增添、部分重置或維修所

生之成本。 

長照機構法人應於資產負

債表日，就第一項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依客觀證據評

估其有無減損。有減損證據

時，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認列減損損失金額。 

第一項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

列示。其所有權受限制及供

作負債擔保之事實與金

額，應予揭露。 

無形資產之

定義、會計

處 理 及 揭

露。 

 

第 29 條 

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無形資

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

非貨幣性資產，包括商標

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電腦

軟體等。 

財第 18 條 

第十四條第四款無形資

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

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包

括： 

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

第 29 條 

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無形資

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

非貨幣性資產，包括商標

權、專利權、著作權、電腦

軟體及其他權利。 

財第 18 條 

第十四條第四款無形資

產，指下列無實體形式之可

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及商譽： 

一、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

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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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具明確經濟效益期限之無

形資產應以合理有系統之

方法分期攤銷。無明確經濟

效益期限之無形資產，得以

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

銷或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

試。 

研究支出及發展支出，除受

委託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

全數收回者外，須於發生當

期認列至損益。但發展支出

符合資產認列條件者，得列

為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應以成本減除累

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帳

面金額列示。無形資產攤銷

期限及計算方法，應予揭

露。 

指同時符合具有可辨

認性、可被法人控制及

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

資產，包括商標權、專

利權、著作權及電腦軟

體等。 

二、商譽：指自法人合併取

得之不可辨認及未單

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

之無形資產。 

具明確經濟效益期限，應以

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

銷。商譽及無明確經濟效益

期限之無形資產，得以合理

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銷或

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 

研究支出及發展支出，除受

委託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

全數收回者外，須於發生當

期認列至損益。但發展支出

符合資產認列條件者，得列

為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應以成本減除累

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帳

面金額列示。無形資產攤銷

期限及計算方法，應予揭

露。 

 

第 30 條 

前條無形資產之後續衡

量，應採成本模式；其會計

處理，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為之。 

具有限經濟效益期限之無

形資產，應以合理有系統之

方法分期攤銷，並於資產負

債表日評估資產有無減損

之跡象。有減損之跡象時，

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

估有無減損。有減損時，應

認列減損損失。 

非確定經濟年限之無形資

產，應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

試，並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研究及發展支出，除受委託

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全數

收回者外，須於發生當期認

列為損益。但發展支出符合

資產認列條件者，得列為無

形資產。 

無形資產應以成本減除累

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帳

面金額列示。無形資產攤銷

期限及計算方法，應予揭

露。 

認性、可被長照機構法

人控制及具有未來經

濟效益之資產。 

二、商譽：指合併取得之不

可辨認及未單獨認列

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

資產。 

 

財第 19 條 

前條無形資產之後續衡

量，應採成本模式；其會計

處理，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為之。 

具有限經濟效益期限之無

形資產，應以合理有系統之

方法分期攤銷，並於資產負

債表日評估資產有無減損

之跡象。有減損之跡象時，

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

估有無減損。有減損時，應

認列減損損失。 

非確定經濟年限之無形資

產及商譽，應每年定期進行

減損測試，並得依前項規定

辦理。 

研究及發展支出，除受委託

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全數

收回者外，須於發生當期認

列為損益。但發展支出符合

資產認列條件者，得列為無

形資產。 

無形資產，應以成本減除累

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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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面金額列示。無形資產攤銷

期限及計算方法，應予揭

露。 

遞延所得稅

資 產 之 內

容。 

第 30 條 

第二十五條第五款遞延所

得稅資產，指與可減除暫時

性差異、未使用課稅損失遞

轉後期及未使用所得稅抵

減遞轉後期有關之未來期

間可回收所得稅金額。 

財第 19 條 

第十四條第五款遞延所得

稅資產，指與可減除暫時性

差異、未使用課稅損失遞轉

後期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

遞轉後期有關之未來期間

可回收所得稅金額。 

     

其他非流動

資 產 之 定

義。 

第 31 條 

第二十五條第六款其他非

流動資產，指不能歸屬於前

五條之非流動資產。 

財第 20 條 

第十四條第六款其他非流

動資產，指不能歸屬於第十

五條至前條之非流動資產。 

第 31 條 

第二十五條第五款其他非

流動資產，指不能歸類於第

二十六條至前條之非流動

資產。 

財第 20 條 

第十四條第五款其他非流

動資產，指不能歸類於第十

五條至前條之非流動資產。 

   

資產減損之

會計處理。 

 財第 21 條 

醫療法人應於資產負債表

日對於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

投資、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

產、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

不動產與無形資產等項目

評估是否有減損之跡象；若

資產之帳面金額大於可回

收金額時，應認列減損損

失。 

當有證據顯示除商譽、備供

出售及以成本衡量之權益

工具投資以外之資產於以

前期間所認列之減損損

失，可能已不存在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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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時，資產帳面金額應予迴

轉，迴轉金額應認列至當期

利益。但迴轉後金額不得超

過該資產若未於以前年度

認列減損損失所決定之帳

面金額。 

已辦理資產重估者，發生減

損時，應先減少未實現重估

增值；如有不足，認列至當

期損失。減損損失迴轉時，

於原認列損失範圍內，認列

至當期利益；如有餘額，列

為未實現重估增值。 

說明何謂流

動負債。 

第 32 條 

流動負債，指下列各項負

債： 

一、衛生法人因營運而發

生，且預期於其正常營

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

之負債。 

三、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

之負債，即使該負債於

資產負債表日後至通

過財務報表前已完成

長期性之再融資或重

新安排付款協議。 

四、衛生法人不能無條件將

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

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

月之負債。 

財第 22 條 

第十條第二款第一目流動

負債，指下列各類負債： 

一、醫療法人因業務而發生

之債務，預期將於醫療

法人正常業務週期中

清償者。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而發生

之負債。 

三、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

二個月內清償之負債。 

四、醫療法人不得無條件延

期至資產負債表日後

逾十二個月清償之負

債。 

 

第 32 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第一目

流動負債，指符合下列各款

之一之負債： 

一、社福法人因業務所生債

務，預期將於正常營運

週期中清償者。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所生負

債。 

三、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

二個月內清償之負債。 

四、社福法人不得無條件延

期至資產負債表日後

逾十二個月清償之負

債。 

財第 21 條 

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一目流

動負債，指符合下列各款之

一之負債： 

一、長照機構法人因業務所

生債務，預期將於正常

營運週期中清償者。 

二、主要為交易目的所生負

債。 

三、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

二個月內清償之負債。 

四、長照機構法人不得無條

件延期至資產負債表

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

之負債。 

   

流動負債之第 33 條 財第 23 條 第 33 條 財第 22 條  第 8 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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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內容。 前條流動負債之內容，包括

下列會計項目： 

一、短期借款：指向金融機

構或他人借入或透支

之款項。 

（一）應依借款種類註

明借款性質、保證

情 形 及 利 率 區

間，如有提供擔保

品者，應揭露擔保

品名稱及帳面金

額。 

（二）向金融機構、員

工、關係人、其他

個人或機構借入

之款項，應分別揭

露。 

二、應付票據：指衛生法人

應付之各種票據。 

（一）因營運而發生與

非因營運而發生

者，應分別列示。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

者，應揭露擔保品

名稱及帳面金額。 

（四）存出保證用之票

據，於保證之責任

終止時可收回註

銷者，得不列為流

動負債，但應揭露

前條流動負債之項目分類

與其帳項內涵及應註明事

項如下： 

一、短期借款：指向金融機

構短期借入之款項、透

支及其他短期借款；其

項目性質及應註明事

項如下： 

（一）短期借款，應依

借款種類註明借

款性質、保證情形

及利率區間，如有

提供擔保品者，應

註明擔保品名稱

及帳面價值。 

（二）向金融機構、社

員、員工、關係人

及其他個人或機

構之借入款項，應

分別註明。 

二、應付短期票券：指自貨

幣市場獲取資金，而委

託金融機構發行之短

期票券，包括應付商業

本票及銀行承兌匯票

等；其項目性質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應付短期票券，

應按現值評價；應

付 短 期 票 券 折

價，應列為應付短

期票券之減項。 

（二）應付短期票券，

前條流動負債之會計項目

分類與其帳項內容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短期借款：指向金融機

構或他人借入或透支

之款項；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依借款種類註

明借款性質、保證

情 形 及 利 率 區

間，如有提供擔保

品者，應註明擔保

品名稱及帳面金

額。 

（二）向金融機構、員

工、關係人及其他

個人或機構之借

入款項，應分別揭

露。 

二、應付票據：指應付之各

種票據；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因營運而發生與

非因營運而發生

者，應分別列示。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

者，應揭露擔保品

名稱及帳面金額。 

（四）存出保證用之票

據，於保證之責任

前條流動負債之會計項目

分類與其帳項內容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短期借款：指向金融機

構或他人借入或透支

之款項；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依借款種類註

明借款性質、保證

情 形 及 利 率 區

間，如有提供擔保

品者，應註明擔保

品名稱及帳面金

額。 

（二）向金融機構、社

員、員工、關係人

及其他個人或機

構之借入款項，應

分別揭露。 

二、應付短期票券：指為自

貨幣市場獲取資金，而

委託金融機構發行之

短期票券，包括應付商

業本票及銀行承兌匯

票等。應付短期票券應

註明保證、承兌機構及

利率；如有提供擔保品

者，應揭露擔保品名稱

及帳面金額。 

三、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流

動：指持有供交易或原

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

流動負債之內容，包括應付

票據、應付帳款及應付費用

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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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保證之性質及金

額。 

三、應付帳款：指因賒購原

物料、商品或勞務所發

生之債務。 

（一）因營運而發生與

非因營運而發生

者，應分別列示。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款項，應單

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

者，應揭露擔保品

名稱及帳面金額。 

四、應付捐贈款：指因對他

人為捐贈承諾而發生

之應付款項。有條件捐

贈承諾則應俟條件滿

足後，方認列為負債。

若衛生法人保留撤銷

承諾之權利，該捐贈承

諾不應認列為負債。 

五、其他應付款：指不屬於

應付票據、應付帳款及

應付捐贈款之應付款

項，如應付薪資、應付

稅捐等。 

六、本期所得稅負債：指尚

未支付之本期及前期

所得稅。 

七、預收款項：指預為收納

之各種款項；其應按主

要類別分別列示，有特

應註明保證、承兌

機構及利率，如有

提供擔保品者，應

註明擔保品名稱

及帳面價值。 

三、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流

動：指持有供交易或原

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 

四、應付票據：指應付之各

種票據；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付票據，應按

現值評價。但因業

務而發生，且到期

日 在 一 年 以 內

者，得按面值評

價。因業務而發生

與非因業務而發

生之應付票據，應

分別列示。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之

應付票據，應註明

擔保品名稱及帳

面價值。 

（四）存出保證用之票

據，於保證之責任

終止時可收回註

終止時可收回註

銷者，得不列為流

動負債，但應揭露

保證之性質及金

額。 

三、應付帳款：指因賒購原

物料、商品或服務所發

生之債務；其項目性質

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因營運而發生與

非因營運而發生

者，應分別列示。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款項，應單

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

者，應揭露擔保品

名稱及帳面金額。 

四、其他應付款：不屬於應

付票據及應付帳款之

其他應付款項，如應付

稅捐及應付薪資等。 

五、本期所得稅負債：指尚

未支付之本期及前期

所得稅。 

六、預收款項：指預為收納

之各種款項；其應按主

要類別分別列示，有特

別約定事項者，應予揭

露。 

七、負債準備－流動：指不

確定時點或金額之流

動負債。社福法人因過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 

四、應付票據：指應付之各

種票據；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因營運而發生與

非因營運而發生

者，應分別列示。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票據，應單

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

者，應揭露擔保品

名稱及帳面金額。 

（四）存出保證用之票

據，於保證之責任

終止時可收回註

銷者，得不列為流

動負債，但應揭露

保證之性質及金

額。 

五、應付帳款：指因賒購原

物料、商品或服務所發

生之債務；其項目性質

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因營運而發生與

非因營運而發生

者，應分別列示。 

（二）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款項，應單

獨列示。 

（三）已提供擔保品

者，應揭露擔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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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別約定事項者，應予揭

露。 

八、遞延收入-流動：指因

下列事件所發生之預

收款項： 

（一）捐贈人得撤銷或

要求返還移轉予

衛生法人之資產。 

（二）條件達成或免除

前之附條件捐贈

承諾。 

（三）依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一號

「政府補助及政

府輔助」所認列之

流動遞延收入。 

九、其他流動負債：指不能

歸屬於前八款之流動

負債。 

短期借款、應付票據、應付

帳款、應付捐贈款及其他應

付款，應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但折現金額影響不大

者，得以交易金額衡量。 

銷者，得不列為流

動負債。但應於財

務報表附註中說

明保證之性質及

金額。 

五、應付帳款：指因賒購材

料、物料或勞務所發生

之債務；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應付帳款，應按

現值評價。但到期

日 在 一 年 以 內

者，得按帳載金額

評價。 

（二）因業務而發生之

應付帳款，應與非

因業務而發生之

其他應付款項分

別列示。 

（三）金額重大之應付

關係人款項，應單

獨列示。 

（四）已提供擔保品之

應付帳款，應註明

擔保品名稱及帳

面價值。 

六、其他應付款：指不屬於

應付票據、應付帳款之

其他應付款項，如應付

稅捐、薪工及股利等。

其項目性質及應註明

事項如下： 

（一）醫療社團法人經

去事件而負有現時義

務，且很有可能需要流

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

以清償該義務，及該義

務之金額能可靠估計

時，應認列負債準備。 

八、存入保證金－流動：指

收到存入供保證用之

現金或其他資產。 

九、其他流動負債：指不能

歸屬於前八款之流動

負債。 

不能歸屬於前項流動負債

之各類負債，應分類為非流

動負債。 

名稱及帳面金額。 

六、其他應付款：不屬於應

付票據、應付帳款之其

他應付款項，如應付稅

捐、薪工及股利等。經

社員總會決議通過之

應付股利，如已確定分

派辦法及預定支付日

期者，應加以揭露。 

七、本期所得稅負債：指尚

未支付之本期及前期

所得稅。 

八、預收款項：指預為收納

之各種款項；其應按主

要類別分別列示，有特

別約定事項者，應予揭

露。 

九、負債準備－流動：指不

確定時點或金額之流

動負債。長照機構法人

因過去事件而負有現

時義務，且很有可能需

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

資源以清償該義務，及

該義務之金額能可靠

估計時，應認列負債準

備。 

十、存入保證金－流動：指

收到客戶存入供保證

用之現金或其他資產。 

十一、其他流動負債：不能

歸屬於前十款之流動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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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社員大會決議通

過之應付股息紅

利，如已確定分派

辦法及預定支付

日期者，應加以揭

露。 

（二）每期結算損益

時，應納所得稅，

並列為流動負債。 

（三）其他應付款中超

過流動負債合計

金 額 百 分 之 五

者，應按其性質或

對象分別列示。 

七、本期所得稅負債：指尚

未支付之本期及前期

所得稅。 

八、其他金融負債－流動：

指未於資產負債表單

獨列示之金融負債，應

列為其他金融負債，並

依其流動性區分為流

動與非流動，非流動者

應改列非流動負債。 

九、預收款項：指預為收納

之各種款項，如醫療及

相關業務之預收定金

等。預收款項應按主要

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

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十、教育研究發展負債：依

本法第四十六條及第

五十三條所提撥之金

不能歸屬於第一項流動負

債之各類負債應分類為非

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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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額，未於當年度使用完

畢之部分。無法於一年

內使用完畢者，列為非

流動負債。 

十一、醫療社會服務負債：

依本法第四十六條及

第五十三條所提撥之

金額，未於當年度使用

完畢之部分。無法於一

年內使用完畢者，列為

非流動負債。 

十二、負債準備－流動：指

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

流動負債。醫療法人因

過去事件而負有現時

義務，且很有可能需要

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

源以清償該義務，及該

義務之金額能可靠估

計時，應認列負債準

備。 

十三、存入保證金－流動：

指收到客戶存入供保

證用之現金或其他資

產。 

十四、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直接相關之負債：係指

於目前狀況下，醫療法

人可依一般條件及商

業慣例立即出售，且高

度很有可能於一年內

完成出售之待出售處

分群組內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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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十五、其他流動負債：指不

能歸屬於前十四款且

金額未超過流動負債

合計金額百分之五之

流動負債。 

不能歸屬於前項流動負債

之各類負債，應分類為非流

動負債。 

醫療法人對資產負債表日

後十二個月內到期之金融

負債若於資產負債表日

後，始完成長期性之再融資

或展期者，仍應列為流動負

債。 

非流動負債

之內容。 

第 34 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第二目

非流動負債之內容，包括下

列項目： 

一、長期借款：指到期日在

一年以上之借款。 

（一）應以攤銷後成本

衡量。 

（二）應揭露其內容、

到期日、利率、擔

保品名稱、帳面金

額及其他約定重

要限制條款；其以

外幣或按外幣兌

換 率 折 算 償 還

者，應註明外幣名

稱及金額。 

（三）向員工及關係人

借 入 之 長 期 款

財第 24 條 

第十條第二款第二目非流

動負債，指到期日在資產負

債表日後十二個月以上

者；其項目分類與其帳項內

涵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非流

動。 

二、長期借款：指長期銀行

借款及其他長期借款

或分期償付之借款

等；其項目性質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長期借款應註明

其內容、到期日、

利率、擔保品名

稱、帳面價值、主

管機關核准文號

第 34 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第二目

非流動負債，應包括下列各

項目： 

一、長期借款：指到期日在

一年以上之借款，其項

目性質及應說明事項

如下： 

（一）應以攤銷後成本

衡量。 

（二）應揭露其內容、

到期日、利率、擔

保品名稱、帳面金

額及其他約定重

要限制條款；其以

外幣或按外幣兌

換 率 折 算 償 還

者，應註明外幣名

稱及金額。 

財第 23 條 

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二目非

流動負債，應包括下列各項

目： 

一、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非流

動。 

二、長期借款：指到期日在

一年以上之借款。 

（一）應以攤銷後成本

衡量。 

（二）應揭露其內容、

到期日、利率、擔

保品名稱、帳面金

額及其他約定重

要限制條款；其以

外幣或按外幣兌

換 率 折 算 償 還

者，應註明外幣名

 第 8 條（第二項） 

非流動負債之內容，包括長

期借款及存入保證金等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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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項，應分別揭露。 

二、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指付款期間在一年以

上之應付票據、應付帳

款，應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三、遞延所得稅負債：指與

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有

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

得稅。 

四、遞延收入－非流動：指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一號「政府補助

及政府輔助」所認列之

非流動遞延收入。 

五、其他非流動負債：指不

能歸屬於前四款之其

他非流動負債。 

及其他約定重要

限制條款。 

（二）長期借款以外幣

或按外幣兌換率

折算償還者，應註

明外幣名稱及金

額。 

（三）向社員、員工及

關係人借入之長

期款項，應分別註

明。 

三、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指付款期間在一年以

上之應付票據、應付帳

款，應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四、負債準備－非流動：指

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

非流動負債。 

五、遞延所得稅負債：指與

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有

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

得稅。 

六、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指收到客戶存入供保

證用之現金或其他資

產。 

七、其他非流動負債：指不

能歸屬於前六款之其

他非流動負債。金額超

過負債總額百分之五

者，應按其性質分別列

示。 

（三）向員工及關係人

借 入 之 長 期 款

項，應分別註明。 

二、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指付款期間在一年以

上之應付票據、應付帳

款，應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三、負債準備－非流動：指

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

非流動負債。 

四、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指收到存入供保證用

之現金或其他資產。 

五、其他非流動負債：指不

能歸屬於前五款之非

流動負債。 

稱及金額。 

（三）向社員、員工及

關係人借入之長

期款項，應分別註

明。 

三、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指付款期間在一年以

上之應付票據、應付帳

款，應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 

四、負債準備－非流動：指

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

非流動負債。 

五、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指收到客戶存入供保

證用之現金或其他資

產。 

六、其他非流動負債：不能

歸屬於前五款之非流

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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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非流動負債於資產負債表

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者，如

原始貸款合約期間超過十

二個月，且醫療法人意圖繼

續長期性再融資及在資產

負債表日前已完成再融資

或展期者，應繼續列為非流

動負債，並應於財務報表附

註揭露其金額及事實。 

非流動負債違反借款合約

特定條件，致依約須即期予

以清償，該負債應列為流動

負債。但如於資產負債表日

前經債權人同意不予追

究，且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

二個月內，非很有可能再發

生違約情況者，則仍列為非

流動負債。 

淨資產/淨值

之內容。 

第 35 條 

第二十二條第三款淨資產

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永久限制用途淨資產：

指因法令或捐贈人所

設之約定而永久受限

之淨資產，且該約定不

能因時間之經過而解

除，亦無法因衛生法人

之行動而排除。 

二、暫時限制用途淨資產：

指因法令或捐贈人所

設之約定而暫時受限

之淨資產，該約定可因

時間之經過而解除，或

財第 25 條 

第十條第三款第一目醫療

財團法人資產負債表之淨

值，其項目分類與其帳項內

涵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永久受限淨值：指醫療

財團法人因下列因素

所形成之淨值： 

（一）接受捐贈及其他

資產流入，因法令

規定或捐贈人所

設約定之限制，該

限制不能因時間

之經過或醫療財

團法人依循該約

第 35 條 

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第一目

社福法人資產負債表之淨

值，其會計項目分類與其帳

項內容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永久受限淨值：指法令

或捐贈人所加永久性

限制之淨值。 

二、暫時受限淨值：指法令

或捐贈人所加暫時性

限制之淨值。 

三、未受限淨值：指未受捐

贈人所加限制之淨

值，包括指定用途淨值

及累積結餘（虧損）

財第 24 條 

第十一條第三款第一目長

照機構財團法人資產負債

表之淨值，其會計項目分類

與其帳項內容及應註明事

項如下： 

一、永久受限淨值：指法令

或捐贈人所加永久性

限制之淨值。 

二、暫時受限淨值：指法令

或捐贈人所加暫時性

限制之淨值。 

三、未受限淨值：指未受捐

贈人所加限制之淨

值，包括指定用途淨值

 第 9 條 

淨值之內容，包括基金及累

積餘絀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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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因衛生法人之行動而

達成或排除。 

三、無限制用途淨資產：指

未因法令或捐贈人所

設之約定而受限之淨

資產。 

財務報表應附註揭露下列

事項： 

一、永久限制用途淨資產及

暫時限制淨資產之受

限原因、種類及金額。 

二、依法令或董事會因特殊

目的就無限制用途淨

資產中提撥之金額及

用途。 

定之行動而解除

者，如創設基金。 

（二）前目資產之增值

或減損。 

（三）因捐贈人所設約

定之結果，由其他

類別淨值間之重

分類而來。 

二、暫時受限淨值：指醫療

財團法人因下列因素

所形成之淨值： 

（一）接受捐贈及其他

資產流入，因法令

規定或捐贈人所

設約定之限制，該

限制可因時間之

經過或醫療財團

法人依循該約定

之行動而解除者。 

（二）前目資產之增值

或減損。 

（三）捐贈人所設之約

定，因時間之經過

或因醫療財團法

人依循該約定之

行動而解除，因而

產生與其他類別

淨值間之重分類。 

三、未受限淨值：指醫療財

團法人之淨值，未受法

令或捐贈人約定之限

制，包括指定用途基金

淨值、累積餘絀及本期

等；其項目性質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指定用途淨值：

指自未受限淨值

中，經法令或董事

會同意提撥為指

定 特 定 用 途 淨

值，支應未來計

畫、投資、或有事

項、擴充資產等。

指定用途淨值，應

俟董事會決議後

始可列帳。 

（二）累積結餘（虧

損）：指未受限淨

值截至本期止，未

經指定用途之結

餘或未經彌補之

虧損等。 

四、淨值其他項目：指造成

淨值增減之其他項目。 

財務報表應就下列情形於

附註中揭露： 

一、受限淨值之受限原因、

種類及金額，以及解除

限制時間等。 

二、依法令或董事會因特殊

目的就未受限淨值中

提撥之金額及用途。 

及累積結餘（虧損）

等；其項目性質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指定用途淨值：

指自未受限淨值

中，經法令或董事

會同意提撥為指

定 特 定 用 途 淨

值，支應未來計

畫、投資、或有事

項、擴充資產等。

指定用途淨值，應

俟 董 事 會 決 議

後，始可列帳。 

（二）累積結餘（虧

損）：指未受限淨

值截至本期止，未

經指定用途之結

餘或未經彌補之

虧損等。 

四、淨值其他項目：指造成

淨值增減之其他項目。 

財務報表應就下列情形於

附註中揭露： 

一、受限淨值之受限原因、

種類及金額，以及解除

限制時間等。 

二、依本條例第二十八條規

定所提撥之研究發

展、長照宣導教育、社

會福利、提升員工薪資

待遇及人才培訓等項

目之期初提撥餘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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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餘絀等；其項目性質及

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指定用途基金淨

值：指自未受限淨

值中未指定用途

部分，經董事會同

意提撥為指定特

定用途，如指定為

資產之改良、擴充

用途之擴建基金

及支付醫療糾紛

賠償之醫療賠償

基金等。指定用途

基金淨值，應俟董

事會決議後，始可

列帳。 

（二）累積餘絀：指未

受限淨值截至本

期止未經指定用

途之盈餘或未經

彌補之虧損等。 

（三）本期餘絀：指計

算當期營運之結

果。 

四、淨值其他項目：指造成

淨值增減之其他項

目，包括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未實現損益及國

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等。 

財務報表應附註揭露永久

受限淨值、暫時受限淨值及

指定用途淨值之時間、條

期提撥金額、本期實際

支用金額、期末限制解

除轉出金額及期末提

撥餘額。 

三、依法令或董事會因特殊

目的就未受限淨值中

提撥之金額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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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件、受限原因、種類、金額

及解除限制之條件等。 

營運活動表/

收支餘絀表/

收支營運表

之內容。 

第 36 條 

營運活動表係反映衛生法

人報導期間永久限制用途

淨資產、暫時限制用途淨資

產、無限制用途淨資產及總

淨資產於本期之變動情

形，其內容如下： 

一、收入：指本期因營運行

為或捐贈人無償贈與

獲得之收入，含孳息收

入、社會資助、政府補

助款、銷售貨物或勞務

收入及其他收入。 

二、重分類：指因目的達成

及限制解除等原因，致

使同時增加一類淨資

產與減少另一類淨資

產之情形。 

三、成本與費用：指本期為

從事創設宗旨活動所

發生之作業服務費用

及進行行政管理及募

款活動產生之後勤行

政費用。作業服務費用

應按作業服務別分別

列示各費用性質；後勤

行政費用則依管理費

用及募款費用列示各

費用性質。 

四、業外利益與損失：指本

期非因經常營運活動

財第 27 條 

第五條第一款第二目收支

餘絀表、綜合損益表之項目

分類與其帳項內涵及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醫務收入：指因提供醫

療服務所獲得之收

入；其認列應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規定辦

理，分為門急診收入、

住院收入及其他醫務

收入；支付點值調整、

健保核減及醫療優

待，應列為前開收入之

減項；於重要會計項目

明細表之分類如下： 

（一）門急診收入－健

保。 

（二）門急診收入－非

健保。 

（三）住院收入－健

保。 

（四）住院收入－非健

保。 

（五）其他醫務收入－

健保。 

（六）其他醫務收入－

非健保。 

二、醫務成本：指因提供醫

療服務所產生之費

用，包括人事費用、藥

第 36 條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二目收

支餘絀表，其會計項目分類

與其帳項內容及應註明事

項如下： 

一、收入：指社福法人本期

因提供各項服務等所

獲得之收入，其認列應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規定辦理；其項目之分

類如下： 

（一）服務收入。 

（二）政府補助收入。 

（三）委辦收入。 

（四）捐贈收入。 

（五）利息收入。 

（六）股利收入。 

（七）銷售貨物或勞務

收入。 

（八）附屬作業組織收

入。 

（九）其他收入。 

二、支出：指社福法人本期

因提供各項服務等所

應負擔之支出，其項目

之分類如下： 

（一）業務支出。 

（二）行政管理支出。 

（三）銷售貨物或勞務

成本。 

（四）附屬作業組織支

財第 26 條 

第六條第一款第二目營運

活動表及綜合損益表，其會

計項目分類與其帳項內容

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營運收入：指本期內因

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

等所獲得之收入。 

（一）長照收入：指因

提供長期照顧服

務 所 獲 得 之 收

入；其認列應依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

規定辦理；其項目

之分類如下： 

1.機構住宿式服

務收入。 

2.居家式服務收

入。 

3. 社區服務收

入。 

4.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收入。 

5.其他照顧服務

收入。 

（二）其他收入，包含

營運性質之捐補

助收入及其他營

運收入。 

二、營運成本：本期內因移

轉商品或服務予客戶

 第 10 條 

收支餘絀表（格式二）至少

包括下列各項： 

一、收入。 

二、支出。 

三、本期餘絀。 

除前項規定外，得於收支餘

絀表上增加額外項目及合

計數。 

第 35 條 

收支營運表之內容如下： 

一、業務收入。 

二、業務外收入。 

三、業務成本與費用。 

四、業務外費用。 

五、所得稅費用(利益)。 

六、本期餘絀。 

七、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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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所發生之收益及費

損，例如利息費用、透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負債）

淨損益、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投資損益、兌換損

益、處分投資損益、處

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損益、資產減損損失及

其他損益。 

五、其他淨資產變動：指本

期淨資產之其他變

動，例如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未實現損益、未實

現重估增值等。 

六、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指包含於決定本期淨

資產變動中，與本期所

得稅及遞延所得稅有

關之彙總數。 

七、淨資產變動：指本期淨

資產之稅後淨變動。 

八、期初淨資產餘額：指前

一年期末淨資產結轉

本期之餘額。 

九、期末淨資產餘額：指本

期淨資產變動與期初

淨資產餘額之合計數。 

品費用、藥品存貨盤盈

（虧）、醫材費用、醫

材存貨盤盈（虧）、折

舊費用、租金費用、事

務費用、其他設備費用

及其他醫務費用等。 

三、營運費用：提供醫療服

務所發生之行銷、管理

及研發費用，包括教育

研究發展、醫療社會服

務、薪資、租金、文具

用品、旅費、運費、郵

電費、修繕費、廣告

費、水電瓦斯費、保險

費、交際費、稅捐、呆

帳、折舊、各項耗竭及

攤提、伙食費及職工福

利等費用。 

四、非醫務活動收益及費

損：指非因提供醫療服

務所發生之收益及費

損，包括利息收入、投

資收入、租金收入、捐

贈收入、研究計畫收

入、其他非醫務收益、

董事會費用、利息費

用、租金費用、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負債）淨損

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投資損益、兌換損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損益、處分投資損

出。 

（五）其他支出。 

三、所得稅費用：其所得稅

之計算、分攤及表達方

式，應依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規定辦理。 

四、本期餘絀：本期之賸餘

或短絀。 

五、本期其他綜合餘絀：本

期變動之淨值其他項

目。 

六、本期綜合餘絀：本期餘

絀及本期其他綜合餘

絀之合計數。 

所應負擔之成本。 

三、營運費用：本期內因銷

售商品或提供勞務應

負擔之費用；成本及費

用不能分別列示者，得

合併為費用。 

四、非營運收益及費損：指

非因經常性營運活動

所獲得之收益及費

損，包括非屬營運性質

之捐贈收入（受限及未

受限）、利息收入、租

金收入、權利金收入、

股利收入、利息費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負

債）淨損益、採用權益

法認列之投資損益、兌

換損益、處分投資損

益、處分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損益、減損損失

及減損迴轉利益等。 

五、所得稅費用：其所得稅

之計算、分攤及表達方

式，應依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規定辦理。 

六、本期淨利或淨損：本期

之結餘或虧損。 

七、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

期變動之淨值其他項

目。 

八、本期綜合損益總額：本

期淨利（或淨損）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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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益、減損損失、減損迴

轉利益、捐贈費用、募

款活動費用及研究計

畫費用等。 

五、利息收入、利息費用及

研究計畫收入、研究計

畫費用，應分別列示。 

六、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負債）

淨損益、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投資損益、兌換損

益、處分投資損益等，

得以其淨額列示。 

七、醫療財團法人應將捐贈

收入依捐贈人是否限

制捐贈資產之使用用

途及限制之程度，分為

捐贈收入－未受限、捐

贈收入－暫時受限及

捐贈收入－永久受限

三類。 

八、所得稅費用，其所得稅

之計算、分攤及表達方

式，應依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規定辦理。 

九、本期淨利或淨損：指本

期之盈餘或虧損。本期

淨利或淨損於醫療財

團法人，稱為本期餘

絀。 

十、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

期變動之淨值其他項

目。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期其他綜合損益之合

計數。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各項

成本及費用，應以功能別為

分類基礎，並揭露性質別之

額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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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於醫療財團法人，稱為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十一、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本期淨利（或淨損）及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之

合計數。本期綜合損益

總額於醫療財團法

人，稱為本期綜合餘絀

總額。 

淨值變動表

之內容。 

 財第 29 條 

第五條第一款第三目淨值

變動表，指醫療財團法人之

永久受限淨值、暫時受限淨

值及未受限淨值項目變動

情形之報告，應依永久受

限、暫時受限及未受限三

類，分別列示本期稅後餘

絀、受限淨值提撥、限制解

除轉出、限制解除轉入、淨

值增加（減少）總額、期初

淨值及期末淨值等。 

第 37 條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三目淨

值變動表，指各受限淨值及

未受限淨值項目變動情形

之報告。 

前項淨值變動表，應依永久

受限、暫時受限、各類未受

限及淨值其他項目，分別列

示本期稅後餘絀、受限淨值

增加（減少）、未受限淨值

增加（減少）、淨值其他項

目增加（減少）、期初淨值

及期末淨值。 

財第 27 條 

第六條第一款第三目淨值

變動表，於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指各受限淨值及未受限

淨值項目變動情形之報告。 

前項淨值變動表，應依永久

受限、暫時受限、各類未受

限及淨值其他項目，分別列

示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受限淨值提撥、受限淨值限

制解除轉出、受限淨值限制

解除轉入、淨值增加（減

少）、期初淨值及期末淨

值。 

 第 11 條 

淨值變動表（格式三）包括

基金、累積餘絀、淨值其他

項目之期初餘額、本期增減

項目與金額及期末餘額等。 

第 36 條 

淨值變動表，指表示淨值組

成項目變動情形之報表。 

前項淨值變動表之內容，應

包括基金餘額、公積、累積

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之上

期與本期增減情形及期末

餘額。 

現金流量表

之內容。 

第 37 條 

現金流量表係以現金及約

當現金之流入與流出，彙總

說明衛生法人於特定期間

之營運、投資及籌資活動之

現金流量。 

財第 31 條 

第五條第一款第四目現金

流量表，指以現金及約當現

金流入與流出，彙總說明醫

療法人於特定期間之營

運、投資及籌資活動；其表

達與揭露，應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規定辦理。 

第 38 條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四目現

金流量表，指現金及約當現

金流入與流出之報告。 

前項現金流量表，應彙總說

明社福法人於特定期間之

營運、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量；其表達及揭露，應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

辦理。 

財第 29 條 

第六條第一款第四目現金

流量表，指現金及約當現金

流入與流出之報告。 

前項現金流量表，應彙總說

明長照機構法人於特定期

間之營運、投資及籌資活動

之現金流量；其表達與揭

露，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規定辦理。 

 第 12 條 

現金流量表（格式四）係以

現金及約當現金流入與流

出，彙總說明財團法人於特

定期間之營業、投資及籌資

活動。 

第 37 條 

現金流量表，指以現金與約

當現金之流入及流出，彙總

說明教育法人於特定期間

之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之

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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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功能別費用

表之內容。 

第 38 條 

功能別費用表係按功能別

與性質別將各項支出歸

類，以反映衛生法人服務成

本支出與資源耗用情形。 

 第 39 條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五目附

註或附表，包括功能別費用

表（附表五）。 

前項功能別費用表，應按功

能別及性質別，將各項支出

歸類如下： 

一、功能別： 

（一）業務支出。 

（二）行政管理支出。 

二、性質別： 

（一）用人費用。 

（二）服務費用。 

（三）材料及用品消

耗。 

（四）租金費用。 

（五）折舊及攤銷。 

（六）捐贈費用。 

（七）訓練費用。 

（八）其他。 

    

附屬作業組

織之收支餘

絀 表 之 內

容。 

  第 40 條 

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五目附

註或附表，包括附屬作業組

織之收支餘絀表（附表

六）；其會計項目及分類如

下： 

一、收入：指附屬作業組織

本期內提供各項服務

所獲得之收入；其分類

如下： 

（一）營運收入。 

（二）銷售貨物或勞務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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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三）政府補助收入。 

（四）委辦收入。 

（五）捐贈收入。 

（六）利息收入。 

（七）股利收入。 

（八）其他收入。 

二、費用：指附屬作業組織

本期內提供各項服務

所應負擔之成本費

用；其分類如下： 

（一）營運成本。 

（二）銷售貨物或勞務

成本。 

（三）行政管理支出。 

（四）其他支出。 

三、本期餘絀：指附屬作業

組織本期之賸餘或短

絀。 

財務報表附

註之內容。 

 

第 39 條 

財務報表附註，係指下列事

項之揭露： 

一、成立宗旨、組織沿革及

業務範圍說明。 

二、聲明財務報表依照本準

則、相關法令及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編製。 

三、會計估計與會計政策之

彙總說明與衡量基礎。 

四、會計處理因特殊原因變

更而影響前後各期財

務資料之比較者，應註

明變更之理由與對財

務報表之影響。 

財第 7 條 

財務報表附註，指下列事項

之揭露：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

明。 

二、聲明財務報表係依本準

則、醫療法、相關法令

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 

三、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

明及衡量基礎。 

四、會計處理因特殊原因變

更而影響前後各期財

務資料之比較者，應註

明變更之理由及對財

第 41 條 

財務報表附註，指下列事項

之揭露：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二、聲明依本法、本準則、

相關法令及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編製。 

三、衡量基礎及其他重大會

計政策。 

四、會計政策變更之理由及

影響。 

五、受法令、契約或其他約

束限制者，應註明其限

制、時效及有關事項。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

財第 8 條 

財務報表附註，指下列事項

之揭露：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二、聲明依本條例、本準

則、相關法令及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編製。 

三、衡量基礎及其他重大會

計政策。 

四、會計政策變更之理由及

影響。 

五、受法令、契約或其他約

束限制者，應註明其限

制、時效及有關事項。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

 第 13 條 

財務報告對下列事項應加

註釋：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

明。 

二、聲明財務報告係依本準

則、相關法令及所遵循

之會計準則編製。 

三、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

通過之程序。 

四、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

及編製財務報告所採

用之衡量基礎。 

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

假設，以及與所作假設

第 38 條 

財務報表附註，指下列事項

之揭露： 

一、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範

圍。 

二、聲明財務報表依照本

法、本準則及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編製。 

三、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

衡量基礎及其他對了

解財務報表攸關之重

大會計政策。 

四、會計政策之變更，其理

由及對財務報表之影

響。 



 

275 

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五、財務報告所列金額，金

融商品或其他有註明

評價基礎之必要者，應

予註明。 

六、財務報告所列各會計項

目，如受有法令、契約

或其他約束之限制

者，應註明其情形與時

效及有關事項。 

七、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

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八、重大之承諾事項與或有

負債。 

九、獎勵或捐贈之對象、金

額與當年獎勵或捐贈

累計額度達中央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第三款公告

之一定金額，及報經許

可之文號。未遵循捐贈

人對捐贈資產所為之

限定，及可能產生之影

響。 

十、長短期債款之舉借。 

十一、主要資產之添置、擴

充、營建、租賃、報廢、

閒置、處分、出租、出

借、設定擔保或變更用

途。 

十二、投資相關資訊。 

十三、淨資產之重大事項。 

十四、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

事項。 

務報表之影響。 

五、財務報表所列金額，金

融商品或其他有註明

評價基礎之必要者，應

予註明。 

六、財務報表所列各項目，

如受法令、契約或其他

約束之限制者，應註明

其情形、時效及有關事

項。 

七、資產及負債應有區分流

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

準。 

八、重大之承諾事項及或有

負債。 

九、淨值或資本結構之變

動。 

十、長短期債款之舉借。 

十一、主要資產之添置、擴

充、營建、租賃、廢棄、

閒置、處分、出租、出

借、設定負擔及變更用

途。 

十二、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

資。 

十三、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

事項。 

十四、進貨交易前十大對象

資訊。 

十五、非醫療收入十大服務

項目資訊。 

十六、其他支出前十大對象

資訊。 

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

之合約承諾。 

八、淨值之變動及重大事

項。 

九、投資相關資訊。 

十、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

項。 

十一、重大災害損失。 

十二、獎勵或捐贈之對象、

金額與當年獎勵或捐

贈累計額度達中央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第三款公

告之一定金額，及報經

許可之文號。 

十三、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四、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

或終結。 

十五、附屬作業組織之財務

資訊。 

十六、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

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十七、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

重大影響。 

十八、其他為避免誤解或有

助於財務報表之允當

表達所必要說明之事

項。 

社福法人無前項第七款、第

十款或第十三款事項者，亦

應記載「無」。 

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

之合約承諾。 

八、結餘分配所受之限制。 

九、淨值之變動及重大事

項。 

十、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

資。 

十一、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

事項。 

十二、重大災害之損失。 

十三、捐贈之對象、目的、

金額、必要性與當年捐

贈累計額度達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數

額或比率，及報經核准

之文號。 

十四、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提

撥辦理研究發展、長照

宣導教育、社會福利、

員工薪資待遇及人才

培訓之金額與支用情

形；長照機構社團法人

提撥辦理研究發展、人

才培訓、長照宣導教育

及社會福利之金額與

支用情形。 

十五、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六、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

或終結。 

十七、設立機構之財務資

訊。 

十八、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

及估計不確定性其他

主要來源有關之資訊。 

六、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

表、淨值變動表及現金

流量表各項目之補充

資訊，或其他為避免使

用者之誤解，或有助於

財務報告之公允表達

所必須說明之事項。 

五、債權人對於特定資產之

權利。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

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

之合約承諾。 

八、投資相關資訊。 

九、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十、淨值之變動及重大事

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二、其他為避免閱讀者誤

解或有助於財務報表

之公允表達所必要說

明之事項。 

教育法人符合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二項在法院登記之

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

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主動

揭露前項各款事項；其餘教

育法人，得視需要揭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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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十五、支付董事、監察人之

出席費、車馬費及酬

勞，支付前述項目以外

之酬勞予董事、監察

人，如提供汽車、房屋

及其他專屬個人之支

出時，應說明其姓名、

職位、所提供資產之性

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

平市價設算之租金及

其他給付。董事長若屬

專職支薪者，應揭露其

薪資。 

十六、重大災害損失。 

十七、接受他人資助之研究

發展計畫與其金額。 

十八、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

或終結。 

十九、重要契約之簽訂、完

成、撤銷或失效。 

二十、重要組織之調整與管

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二十一、因政府法令變更而

發生之重大影響。 

二十二、其他為避免使用者

之誤解，或有助於財務

報告之公正表達所必

須說明之事項。 

衛生法人得視實際需要，於

財務報表附註編製重要會

計項目明細表。 

十七、捐贈之對象、目的、

金額、必要性及當年捐

贈累計額度達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數

額或比例，應報經核准

之文號。 

十八、重大災害損失。 

十九、提撥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

育、醫療救濟、社會醫

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

務事項之金額與支用

情形。 

二十、接受他人資助之研究

發展計畫及其金額。 

二十一、重要訴訟案件之進

行或終結。 

二十二、重要契約之簽訂、

完成、解除或終止。 

二十三、員工退休金之相關

資訊。 

二十四、設立或附設機構之

財務資訊。 

二十五、投資衍生性商品之

相關資訊。 

二十六、重要組織之調整及

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二十七、因政府法令變更而

發生之重大影響。 

二十八、其他為避免使用人

之誤解，或有助於財務

報告之公正表達所必

須說明之事項。 

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十九、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

重大影響。 

二十、其他為避免誤解或有

助於財務報表之允當

表達所必要說明之事

項。 

長照機構法人無前項第七

款及第十一款事項者，亦應

記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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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法人無前項第八款及

第十三款事項者，亦應記載

「無」。 

關係人之認

定與關係人

交 易 之 揭

露。 

 

第 40 條 

衛生法人應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充分揭露關係人交

易資訊，於判斷交易對象是

否為關係人時，除應注意其

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其實

質關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衛

生法人之關係人。但能證明

不具有控制力或重大影響

力者，不包括在內： 

一、衛生法人採權益法評價

之被投資公司。 

二、受衛生法人捐贈之金額

達法院登記之財產三

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

人。 

三、對衛生法人設立時之原

始捐助金額達該衛生

法人之創設基金百分

之二十以上之捐助人。 

四、前款捐助人之配偶及二

親等內之親屬。 

五、衛生財團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執行長或與執

行長職位相當之人及

其附屬作業組織之負

責人。 

六、前款人員之配偶及二親

等內之親屬。 

財第 32 條 

醫療法人應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及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第十四號，充分揭露關係

人交易資訊，於判斷交易對

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應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

其實質關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通常

為醫療法人之關係人。但能

證明不具有控制能力或重

大影響力者，不包括在內： 

一、醫療法人採權益法評價

之被投資公司。 

二、受醫療法人捐贈之金額

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

人。 

三、對醫療財團法人設立時

之原始捐助金額達該

醫療財團法人之創設

基金百分之二十以上

之捐助人。 

四、醫療社團法人之出資額

達該醫療社團法人登

記總出資額百分之二

十以上之社員。 

五、醫療法人之董事、監察

人、主要管理人員及其

設立或附設機構之負

第 42 條 

社福法人應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充分揭露關係人交

易資訊。於判斷交易對象是

否為關係人時，應注意其形

式及實質關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社

福法人之關係人。但能證明

不具有控制力或重大影響

力者，不包括在內： 

一、社福法人採權益法評價

之被投資公司。 

二、受社福法人捐贈之金額

達其登記基金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

人。 

三、對社福法人設立時之原

始捐助金額達該社福

法人之創設基金百分

之二十以上之捐助

人、捐助人之配偶及二

親等內之親屬。 

四、社福法人之董事、監察

人、執行長與該等職位

之人及其附屬作業組

織之負責人。 

五、社福法人之董事、監察

人、執行長與該等職位

之人及附屬作業組織

之負責人之配偶或二

財第 30 條 

長照機構法人應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充分揭露關係

人交易資訊。於判斷交易對

象是否為關係人時，應注意

其形式及實質關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長

照機構法人之關係人。但能

證明不具有控制力或重大

影響力者，不包括在內： 

一、長照機構法人採權益法

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二、受長照機構法人捐贈之

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

團法人。 

三、對長照機構財團法人設

立時之原始捐助金額

達該長照機構財團法

人之創設基金百分之

二十以上之捐助人。 

四、長照機構社團法人之資

本達該長照機構社團

法人登記總資本百分

之二十以上之社員。 

五、長照機構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及其設立機構

之負責人。 

六、前款人員之配偶。 

七、長照機構法人之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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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七、衛生法人之董事長或其

附屬作業組織負責人

擔任其他法人之董事

長、總經理或負責人之

該法人。 

八、衛生法人之董事長或其

附屬作業組織負責人

之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親屬擔任其他法人之

董事長、總經理或負責

人之該法人。 

責人。 

六、醫療法人之董事、監察

人、主要管理人員及其

設立或附設機構之負

責人之配偶。 

七、醫療法人之董事長或其

設立或附設機構負責

人之近親或二親等以

內親屬。 

八、醫療法人之董事長或其

設立或附設機構負責

人擔任其他法人之董

事長、總經理或負責人

之該法人。 

九、醫療法人之董事長或其

設立或附設機構負責

人之配偶、近親或二親

等以內親屬，擔任其他

法人之董事長、總經理

或負責人之該法人。 

關係人交易附註揭露之資

訊，應採二期對照。 

親等內之親屬。 

六、社福法人之董事、監察

人、執行長與該等職位

之人及附屬作業組織

之負責人擔任其他法

人之董事長、總經理或

負責人之該法人。 

七、社福法人之董事、監察

人、執行長與該等職位

之人及附屬作業組織

之負責人之配偶或二

親等內之親屬，擔任其

他法人之董事長、總經

理或負責人之該法人。 

或其設立機構負責人

之三親等以內親屬。 

八、長照機構法人之董事長

或其設立機構負責人

擔任其他法人之董事

長、總經理或負責人之

該法人。 

九、長照機構法人之董事長

或其設立機構負責人

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

親屬，擔任其他法人之

董事長、總經理或負責

人之該法人。 

期後事項之

揭露。 

 

第 41 條 

財務報告對於資產負債表

日至財務報告提出日間所

發生之下列重大期後事

項，應予附註揭露： 

一、淨資產之變動。 

二、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

借。 

三、主要資產之添置、擴

充、營建、租賃、報廢、

閒置、處分、出租、出

財第 8 條 

資產負債表日起至財務報

告通過日止之期間所生之

下列期後事項，應於財務報

告內以附註說明： 

一、淨值或資本結構之變

動。 

二、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

借。 

三、主要資產之添置、擴

充、營建、租賃、廢棄、

第 43 條 

資產負債表日至財務報告

通過日間所發生下列期後

事項，應予揭露： 

一、淨值結構之變動。 

二、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

借。 

三、主要資產之添置、擴

充、營建、租賃、廢棄、

閒置、出售、質押、轉

讓或長期出租。 

財第 9 條 

資產負債表日起至財務報

告通過日止之期間所生下

列期後事項，應於財務報告

內以附註說明： 

一、淨值或資本結構之變

動。 

二、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

借。 

三、主要資產之添置、擴

充、營建、租賃、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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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借、設定擔保或變更用

途。 

四、營運政策之重大變動。 

五、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

資。 

六、重大災害損失。 

七、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

終結。 

八、重要契約之簽訂、完

成、撤銷或失效。 

九、重要組織之調整與管理

制度之重大改革。 

十、因政府法令變更而發生

之重大影響。 

十一、其他足以影響今後財

務狀況、營運結果及現

金流量之重要事件或

措施。 

閒置、處分、出租、出

借、設定負擔或變更用

途。 

四、醫療服務規模或政策之

重大變動。 

五、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

資。 

六、重大災害損失。 

七、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

終結。 

八、重要契約之簽訂、完

成、解除或終止。 

九、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

制度之重大改革。 

十、因政府法令變更而發生

之重大影響。 

十一、其他足以影響今後財

務狀況、經營結果及現

金流量之重要事件或

措施。 

醫療法人無前項所列之期

後事項者，亦應說明無該事

項。 

四、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

資。 

五、重大災害之損失。 

六、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

終結。 

七、重要契約之簽訂、完

成、解除或終止。 

八、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

制度之重大改革。 

九、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重

大影響。 

十、其他足以影響未來財務

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

流量之重要事件或措

施。 

閒置、出售、質押、轉

讓或長期出租。 

四、長期照顧服務規模或政

策之重大變動。 

五、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

資。 

六、重大災害之損失。 

七、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

終結。 

八、重要契約之簽訂、完

成、解除或終止。 

九、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

制度之重大改革。 

十、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重

大影響。 

十一、其他足以影響未來財

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

金流量之重要事件或

措施。 

長照機構法人無前項所列

之期後事項者，亦應說明無

該事項。 

重要會計項

目明細表之

內容。 

 財第 33 條 

第五條第二款重要會計項

目明細表，其內容如下： 

一、資產、負債及淨值或社

員權益項目明細表：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明細表。 

（二）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明細

 財第 31 條 

第六條第二款重要會計項

目明細表，其內容如下： 

一、資產負債表：指下列資

產、負債及淨值項目明

細表：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明細表。 

（二）透過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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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表。 

（三）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流動明細表。 

（四）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明

細表。 

（五）無活絡市場之債

券投資－流動明

細表。 

（六）其他金融資產－

流動明細表。 

（七）應收票據明細

表。 

（八）應收帳款明細

表。 

（九）其他應收款明細

表。 

（十）本期所得稅資產

明細表。 

（十一）存貨明細表。 

（十二）預付款項明細

表。 

（十三）待出售非流動

資產明細表。 

（十四）其他流動資產

明細表。 

（十五）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非流動

變動明細表。 

（十六）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非流動變

動明細表。 

產－流動明細表。 

（三）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流動明細表。 

（四）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流動明

細表。 

（五）無活絡市場之債

券投資－流動明

細表。 

（六）應收票據明細

表。 

（七）應收帳款明細

表。 

（八）其他應收款明細

表。 

（九）存貨明細表。 

（十）預付款項明細

表。 

（十一）待出售非流動

資產明細表。 

（十二）其他流動資產

明細表。 

（十三）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非流動

變動明細表。 

（十四）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非流動變

動明細表。 

（十五）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變動明

細表。 

（十六）以成本衡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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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十七）以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

動變動明細表。 

（十八）無活絡市場之

債券投資－非流

動變動明細表。 

（十九）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變動明

細表。 

（二十）基金變動明細

表。 

（二十一）投資性不動

產變動明細表。 

（二十二）投資性不動

產累計折舊變動

明細表。 

（二十三）投資性不動

產累計減損變動

明細表。 

（二十四）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變動明

細表。 

（二十五）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累計折

舊變動明細表。 

（二十六）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累計減

損變動明細表。 

（二十七）無形資產變

動明細表。 

（二十八）遞延所得稅

資產明細表。 

（二十九）其他非流動

金融資產－非流

動變動明細表。 

（十七）無活絡市場之

債券投資－非流

動變動明細表。 

（十八）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變動明細表。 

（十九）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累計減損變

動明細表。 

（二十）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變動明細

表。 

（二十一）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累計折

舊變動明細表。 

（二十二）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累計減

損變動明細表。 

（二十三）投資性不動

產變動明細表。 

（二十四）投資性不動

產累計折舊變動

明細表。 

（二十五）投資性不動

產累計減損變動

明細表。 

（二十六）無形資產變

動明細表。 

（二十七）其他非流動

資產明細表。 

（二十八）短期借款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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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資產明細表。 

（三十）短期借款明細

表。 

（三十一）應付短期票

券明細表。 

（三十二）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流動

明細表。 

（三十三）應付票據明

細表。 

（三十四）應付帳款明

細表。 

（三十五）其他應付款

明細表。 

（三十六）本期所得稅

負債明細表。 

（三十七）其他金融負

債明細表。 

（三十八）預收款項明

細表。 

（三十九）教育研究發

展負債明細表。 

（四十）醫療社會服務

負債明細表。 

（四十一）負債準備－

流動明細表。 

（四十二）存入保證金

－流動明細表。 

（四十三）與待出售非

流動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明細表。 

（四十四）其他流動負

（二十九）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流動

明細表。 

（三十）應付票據明細

表。 

（三十一）應付帳款明

細表。 

（三十二）其他應付款

明細表。 

（三十三）負債準備－

流動明細表。 

（三十四）與待出售非

流動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明細表。 

（三十五）其他流動負

債明細表。 

（三十六）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非流

動明細表。 

（三十七）長期借款明

細表。 

（三十八）負債準備－

非流動明細表。 

（三十九）其他非流動

負債明細表。 

二、營運活動表或綜合損益

表：指下列營運活動項

目明細表或損益項目

明細表： 

（一）營運收入明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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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債明細表。 

（四十五）長期借款明

細表。 

（四十六）負債準備－

非流動明細表。 

（四十七）遞延所得稅

負債明細表。 

（四十八）存入保證金

－非流動明細表。 

（四十九）其他負債明

細表。 

二、收支餘絀項目明細表或

綜合損益項目明細表： 

（一）醫務收入明細

表。 

（二）醫務成本明細

表。 

（三）營運費用明細

表。 

（四）非醫務活動收

益、費損明細表。 

三、教育研究發展及醫療社

會服務當期實際支用

總金額明細表。 

前項第一款所列之資產、負

債及淨值或社員權益項目

明細表，法人得依重大性判

斷是否須編製。 

第一項財務報表及會計項

目明細表之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二）營運成本明細

表。 

（三）營運費用明細

表。 

（四）非營運收益及費

損明細表。 

（五）財務成本明細

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前項第一款所列資產及負

債項目明細表，長照機構法

人得依重大性原則決定是

否須單獨列示。第三章其他

揭露事項 

業務狀況相

關資訊之揭

 財第 34 條 

醫療法人應依下列規定，說

第 45 條 

社福法人應依下列規定，說

財第 32 條 

長照機構法人應依下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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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露。 明其業務狀況： 

一、重大業務事項：說明最

近五年度對業務有重

大影響之事項，包括購

併或合併其他醫療法

人、投資公司、購置或

處分重大資產、經營方

式或業務內容之重大

改變等。 

二、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與相

關資訊之內容如下： 

（一）最近會計年度支

付董事、監察人之

出席費、車馬費及

酬勞。 

（二）支付前一目以外

之酬勞予董事、監

察人，如提供汽

車、房屋及其他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應說明其姓

名、職位、所提供

資產之性質及成

本、實際或按公平

市價設算之租金

及其他給付。 

前項董事、監察人酬勞之說

明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明其業務狀況： 

一、重大業務事項：說明最

近二年度對業務有重

大影響之事項，包括合

併其他財團法人、購置

或處分重大資產、經營

方式或業務內容之重

大改變等。 

二、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與相

關資訊： 

（一）最近會計年度支

付董事、監察人之

出席費、車馬費及

酬勞。 

（二）支付董事、監察

人前目以外之酬

勞時，應說明其姓

名、職位、所提供

資產之性質及成

本、實際或按公允

價值設算之租金

及其他給付。 

（三）董事長為專職支

薪者，應揭露其薪

資。 

定，說明其業務狀況： 

一、重大業務事項：說明最

近二年度對業務有重

大影響之事項，包括購

併或合併其他長照機

構法人、投資公司、購

置或處分重大資產、經

營方式或業務內容之

重大改變等。 

二、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與相

關資訊： 

（一）最近會計年度支

付董事、監察人之

出席費、車馬費及

酬勞。 

（二）支付董事、監察

人前目以外之酬

勞時，應說明其姓

名、職位、所提供

資產之性質及成

本、實際或按公允

價值設算之租金

及其他給付。 

提撥金之相

關揭露。 

 財第 28 條 

本準則所定之教育研究發

展及醫療社會服務費用金

額表應依本法第四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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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及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有

關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健

康教育、醫療救濟、社區醫

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金

等，應分項列明，並揭露各

項費用之期初提撥金餘

額、當期支用金額、當期提

撥金額、當期用途明細及期

末提撥金餘額，並說明提撥

已逾二年尚未支用之金額

等資訊。 

近期財務資

訊之其他揭

露。 

 財第 35 條 

醫療法人應揭露最近五年

度之財務資訊：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收支

餘絀表或綜合損益表。 

二、重要財務比率分析。 

三、其他足以增進對財務狀

況、經營結果及現金流

量或其變動趨勢之重

要資訊。 

前項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收

支餘絀表或綜合損益表之

格式、重要財務比率分析計

算之公式等，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財第 33 條 

長照機構法人應揭露最近

二年度之財務資訊： 

一、重要財務比率分析。 

二、其他足以增進對財務狀

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

量或其變動趨勢之重

要資訊。 

   

個別設立或

附屬機構之

個體之相關

說明。 

 財第 36 條 

醫療法人應說明依法令規

定設立或附設之個別醫

院、診所及其他機構之簡明

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表或

綜合損益表；其內容及格

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財第 34 條 

長照機構法人應說明依法

令規定設立之個別長照機

構、社會福利機構及其他機

構之資產負債表、營運活動

表或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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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財務報告應

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規

定。 

 財第 37 條 

醫療法人之財務報告，應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意

見書。 

  第 20 條（第二項）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

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

金額以上之財團法人，其財

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且會計師查核報告應併

同決算書送本部，另依規定

應將決算書送審計部者，會

計師查核報告亦應併同檢

送。 

  

會計原則變

動及會計估

計變動之處

理。 

 財第 38 條 

醫療法人之會計有變動

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會計原則變動：有正當

理由而須變動者，應於

預定改用新會計原則

之前一年底，將原採用

及擬改用會計原則之

原因及理論依據、新會

計原則較原會計原則

為佳之具體事證與改

用新會計原則之預計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

響數等內容，洽請簽證

會計師就合理性表示

意見，作為議案提報董

事會決議。 

二、會計估計變動：會計估

計事項中有關折舊

性、折耗性資產耐用年

限及無形資產效益期

間之變動，準用前款規

 財第 35 條 

長照機構法人之會計有變

動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會計原則變動：有正當

理由而須變動者，應於

預定改用新會計原則

之前一年底，將原採用

及擬改用會計原則之

原因及理論依據、新會

計原則較原會計原則

為佳之具體事證與改

用新會計原則之預計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

響數等內容，洽請簽證

會計師就合理性表示

意見，作為議案提報董

事會決議。 

二、會計估計變動：會計估

計事項中有關折舊

性、折耗性資產耐用年

限及無形資產效益期

間之變動，準用前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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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定，作成議案提報董事

會決議。 

醫療法人會計變動之會計

處理，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規定辦理。 

定，作成議案提報董事

會決議。 

長照機構法人會計變動之

會計處理，應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規定辦理。 

適用準則之

例外規定。 

   財第 3 條 

長照機構法人對被投資公

司具控制、重大影響或合資

權益者，其長期股權投資應

採權益法評價，並得比照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九條至第十四條、第十

六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四

條之一至第二十八條規定

辦理有關會計事務，並依其

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不受本

準則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 14 條 

財團法人屬本會依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三項所定一定

金額以上者，依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五項授權訂定之辦

法辦理，不適用前章規定。 

 

財務處理程

序。 

      第 6 條 

財務處理程序，包括各項財

務收支、保管、處分之會計

事務處理。 

教育法人財務收入，以隨收

隨存為原則，除零用金、週

轉金外，應存入金融機構。 

前項零用金、週轉金之金額

及運用規則，經董事會議通

過後，交財務人員保管並作

為零用金、週轉金運用之依

據。 

準備金之提

列。 

      第 7 條 

教育法人得逐年提列各該

年度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

以下之準備金。但教育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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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決算發生短絀時，不得提

列。 

前項準備金及其孳息，應專

戶存儲，非經董事會議通

過，不得動支。 

收入及存款

之 會 計 處

理。 

      第 8 條 

教育法人，其收入應掣給正

式收據，並留存根備查。 

提用存款時，應由教育法人

董事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

之人及會計人員、出納人員

於取款條上共同簽名或蓋

章。 

附屬作業組

織之處理。 

      第 9 條 

教育法人依其他法令設立

之附屬作業組織，平日單獨

設帳、獨立作業；年度終了

時，年度餘絀應列歸教育法

人收支統籌運用，不得另編

年度預算及決算。 

前項教育法人前年度之決

算結餘，得作為下年度支出

之財源使用。 

工作計畫、

經費預算及

工作報告之

訂 定 或 編

製。 

 

    第 18 條 

財團法人工作計畫之訂

定，應達成該財團法人設立

目的，並符合捐助章程規

定；經費預算之編製，應秉

持零基預算精神，全盤縝密

檢討各項計畫，並按輕重緩

急及成本效益等排列優先

順序，俾於可籌措之財源範

圍內，妥善規劃整體財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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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及準則 

名稱 

 

規定事項 

衛福部 經濟部 金管會 教育部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醫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

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修正草案1 

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預決

算與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之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源，擬編各項預算；工作報

告應敘明年度工作計畫及

預算執行情形，並分析達成

該財團法人設立目的及捐

助章程規定之情形。 

財務報告之

申報規定。 

 財第 39 條 

醫療法人依本法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報年度財務報告

時，應連同附件裝訂成冊。 

前項財務報告，應包括資產

負債表、收支餘絀表或綜合

損益表、淨值變動表或社員

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及其

他依本準則規定有助於使

用人決策之揭露事項及說

明。 

     

明定施行日

期。 

第 44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會第 26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財第 40 條：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 46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會第 26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財第 37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第 33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 15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 39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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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以下簡稱觀念架構），提供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以下簡稱財團法人）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所依據之觀念。 

第 二 條 觀念架構之內容涵蓋下列各項：  

1. 財務報導之目的。 

2. 有用財務資訊之品質特性。 

3. 基本假設。 

4. 財務報表要素之定義、認列及衡量。 

貳、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 

第 三 條 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目的，係提供有關財團法人之財務資訊，俾對現有

與潛在捐助人、貸款人及其他債權人，於作成捐助及授信等決策時，成

為有用之資訊，包括財務狀況、營運結果及現金流量之資訊。 

參、有用財務資訊之品質特性 

第 四 條 財務資訊若要有用，必須攸關且忠實地表述其所意圖表述者。財務資訊

若具可比性、可驗證性、時效性及可了解性，則可強化其有用性。 

基本品質特性 

第 五 條 基本品質特性為攸關性及忠實表述。 

攸關性 

第 六 條 攸關之財務資訊能讓使用者所作之決策有所不同。 

第 七 條 財務資訊如具預測價值、確認價值或兩者兼具，則能使所作之決策不

同。 

第 八 條 財務資訊若能作為使用者預測未來結果所採用程序之投入，則具預測價

值。 

第 九 條 財務資訊若能提供有關先前評估之回饋（確認或改變），則具確認價值。 

第 十 條 財務資訊之預測價值與確認價值相互關聯。具預測價值之資訊通常亦具

確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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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 

第 十一 條 若資訊之遺漏或誤述，可能影響使用者以有關特定財團法人之財務資訊

為基礎所作之決策，則該資訊為重大。 

忠實表述 

第 十二 條 財務報告以文字及數字表述經濟現象。財務資訊不僅須表述攸關之現象，

亦須忠實表述其意圖表述之現象方為有用。為達成忠實表述，描述應具

三特性，即完整、中立及免於錯誤。 

第 十三 條 完整描述包括讓使用者了解所欲描述現象所須之所有資訊，包括所有必

要之敍述及解釋。例如，一資產群組之完整描述，至少包括對群組內資

產性質之敍述、群組內所有資產之數值描述及該數值描述所代表意義

（例如，原始成本或公允價值）之敍述。 

第 十四 條 中立描述係於財務資訊之選擇或表達上無偏差。中立描述係不偏頗、不

加重、不強調、不貶抑或不以其他方式操縱財務資訊。 

第 十五 條 免於錯誤意指於現象之敍述中沒有錯誤或遺漏，且用以產生所報導資訊

之程序之選擇及適用，於過程中並無錯誤。就此而言，免於錯誤並非意

指所有方面皆完全正確。例如，不可觀察價格或價值之估計，無法決定

其為正確或不正確。惟若清楚且正確地敘述該金額係一估計數，對估計

程序之性質與限制加以解釋，且於選擇及適用一適當程序以發展該估計

時並未發生錯誤，則該估計之表述為忠實。 

基本品質特性之應用 

第 十六 條 資訊若要有用，必須兼具攸關與忠實表述。非攸關現象之忠實表述，或

者攸關現象之非忠實表述，均無法幫助使用者作良好決策。 

第 十七 條 應用基本品質特性最有效率且最有效果之程序，通常包括下列各項： 

1. 辨認對財團法人財務資訊之使用者潛在有用之經濟現象。 

2. 辨認有關該現象之最攸關資訊類型。 

3. 決定該資訊之可取得性及忠實表述。 

強化品質特性 

第 十八 條 可比性、可驗證性、時效性及可了解性，係強化攸關且忠實表述資訊有

用性之品質特性。 

可比性 

第 十九 條 使用者之決策，涉及自選項間作選擇。因此，財團法人之資訊，若能與

其他個體之類似資訊相比較，或能與相同財團法人於另一期間或另一日

期之類似資訊相比較，則較有用。 

可驗證性 

第 二十 條 可驗證性協助向使用者確保資訊忠實表述其意圖表述之經濟現象。可驗



 

292 

證性意指已充分了解且獨立之不同觀察者能達成某一特定描述為忠實

表述之共識（雖未必完全同意）。 

量化資訊無須為單一之點估計始為可驗證。某一範圍之可能金額及相關

機率亦能被驗證。 

驗證可為直接或間接。直接驗證意指透過直接觀察以驗證金額或其他表

述。間接驗證意指核對某一模式、公式或其他技術之輸入值， 並採用

相同方法重新計算其產出。 

時效性 

第二十一條 時效性意指及時提供決策者資訊，俾能影響其決策。一般而言，資訊愈

舊其有用性愈低。惟某些資訊可能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以後甚久仍持續為

及時資訊。 

可了解性 

第二十二條 對資訊清楚且簡潔地分類、特性化及表達，能使其可了解。 

第二十三條 財務報告係為具有財團法人活動之合理認知且用心檢視及分析資訊之

使用者而編製。 

強化品質特性之應用 

第二十四條 強化品質特性應儘可能予以最大化。惟財務資訊仍須攸關且忠實表述其

所意圖表述者始為有用。 

對有用財務報導之成本限制 

第二十五條 對可由財務報導提供之資訊，成本為一廣泛限制。報導財務資訊會產生

成本，而該等成本能被報導該資訊之效益合理化，至為重要。換言之，

報導財務資訊之成本不得超過提供該等資訊之效益。 

肆、基本假設 

繼續經營 

第二十六條 財務報表通常係基於財團法人繼續經營，且於可預見之未來（自報導期

間結束日起至少一年）將持續營運之假設而編製。若財團法人意圖或必

須解散清算時，應以不同基礎編製，此時應揭露所採用之基礎。 

伍、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之內容 

第二十七條 財團法人之整份財務報表包括： 

1. 本期期末資產負債表。 

2. 本期收支營運表。 

3. 本期淨值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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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期現金流量表。 

5. 附註，包含重大會計政策彙總及其他解釋性資訊。 

財務報表之表達，應採本期及前一期之二期對照方式，但本期新成立之

財團法人，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財團法人應按應計基礎會計編製財務報表，但現金流量資訊，不在此

限。 

第二十九條 資產負債表係報導財團法人於特定日期之資產、負債及淨值之狀況。 

財團法人應將資產及負債分類為流動及非流動。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產

及流動負債與非流動負債，應分別表達。但按流動性表達能提供可靠而

更攸關之資訊時，不在此限。資產及負債未區分流動與非流動者，應依

其相對流動性之順序排列。 

第 三十 條 收支營運表係表達財團法人於報導期間之營運結果，列報該報導期間所

有之收益及費損。 

第三十一條 淨值變動表係表達財團法人於報導期間之基金、公積、累積餘絀及淨值

其他項目之變動情形。 

第三十二條 現金流量表係以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流入與流出，彙總說明財團法人於報

導期間之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 

陸、財務報表要素之定義、認列及衡量 

財務報表要素之定義 

第三十三條 財務報表係透過按交易及其他事項之經濟特性歸集成廣泛類別，以描述

交易及其他事項之財務影響，此等廣泛類別稱為財務報表之要素。直接

與資產負債表中財務狀況衡量有關之要素為資產、負債及淨值。直接與

收支營運表中績效衡量有關之要素為收益及費損。 

財務狀況 

第三十四條 直接與財務狀況衡量有關之要素為資產、負債及淨值，其定義如下： 

1. 資產係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資源，該資源由財團法人控制，並預期

帶來經濟效益之流入。 

2. 負債係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預期該義務之清償，將導致

經濟效益之資源流出。 

3. 淨值係指資產減去負債之剩餘權利。 

第三十五條 評估某一項目是否符合資產、負債或淨值之定義時，須注意其基本實質

及經濟事實，而非僅注意其法律形式。 

資產 

第三十六條 資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係直接或間接有助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流入財

團法人之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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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資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可能以多種方式流入財團法人。例如，資產

可： 

1. 單獨或與其他資產併用，以生產供財團法人銷售之商品或勞務。 

2. 交換其他資產。 

3. 用以清償負債。 

第三十八條 許多資產具有實體形式。例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惟實體形式對資

產之存在並非至關重要。 

第三十九條 許多資產（例如應收款及不動產）與法定權利（包括所有權）有關。惟

決定資產之存在時，法律形式之所有權權利並非必要。 

第 四十 條 資產來自過去交易或其他過去事項。例如，藉由購買或生產取得資產，

或來自政府捐贈之不動產。預期未來發生之交易或事項本身並不會產生

資產。例如，購買不動產之意圖本身，並不符合資產之定義。 

第四十一條 支出之發生與資產之產生間具有緊密關聯，但兩者並不必然同時發生。

因此，當財團法人發生支出，並非必然符合資產定義，而可能將此項支

出認列為費損。同樣地，無相關之支出，亦可能取得一項資產。例如，

財團法人受贈之設備可能符合資產之定義。 

負債 

第四十二條 負債係財團法人之現時義務，該義務必須以特定方式履行。義務可能為

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法定義務係依合約或法律規範而依法要求須予履

行；推定義務係指由財團法人下列行為所產生之義務： 

1. 基於過去慣例已建立之模式、已發布之政策，或相當明確之現有聲明，

財團法人向他方表明將承擔特定之責任，及 

2. 其結果，財團法人已使他方對其將履行該等責任產生有效預期。 

第四十三條 現時義務與未來承諾須加以劃清。義務通常僅發生於已取得資產或簽訂

不可撤銷之取得資產協議；承諾本身並不產生現時義務。例如，管理階

層決定於未來取得資產，此項承諾並不產生現時義務。 

第四十四條 現時義務之清償可能以多種方式進行。例如： 

1. 支付現金。 

2. 移轉其他資產。 

3. 提供勞務。 

4. 以另一義務替代該義務。 

5. 轉換義務為淨值。 

義務亦可能因其他方式而消滅。例如，債權人放棄或喪失其權利。 

第四十五條 負債來自於過去交易或其他過去事項。例如，取得商品或使用勞務而產

生之應付帳款，向銀行借入款項而須償還之義務。 

第四十六條 有些負債僅可藉由估計加以衡量。例如，保固承諾之負債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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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 

第四十七條 淨值係指已認列資產減去已認列負債後之剩餘權利，淨值可於資產負債

表中再細分為基金、公積、累積餘絀及淨值其他項目等。資產負債表上

所列示之淨值金額，取決於資產及負債之衡量。 

營運結果 

第四十八條 直接與營運結果相關之要素為收益與費損，其定義如下： 

1. 收益係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或負債減少等

方式增加淨值，但不包含捐助人投入作為基金而增加之淨值。 

2. 費損係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減少，以資產流出、消耗或負債增加等

方式減少淨值。 

第四十九條 收益及費損於收支營運表中可能以不同方式表達，以提供對經濟決策攸

關之資訊。例如，實務上常對由正常活動所產生之收益及費損項目與非

由正常活動所產生者予以區分。 

第 五十 條 將收益及費損各項目加以區分及以不同方式將其合併，亦可使財團法人

之營運結果按多種衡量列示。 

收益 

第五十一條 收益包括收入與利益： 

1. 收入係財團法人正常活動所產生之收益，通常有各種不同名稱。例如，

銷貨、勞務、利息、政府捐助、權利金及租金等。 

2. 利益係符合收益定義但非屬收入之其他項目。利益可能由財團法人之

正常活動所產生，亦可能非由財團法人正常活動所產生。例如，處分

非流動資產所產生之利益、具市場性證券之重估價所產生之未實現利

益。利益在收支營運表中，通常以減去相關費用後之淨額分別列示，

俾有助於作經濟決策。 

費損 

第五十二條 費損包括費用與損失： 

1. 費用係由財團法人正常活動所產生之費損。例如，薪資、營業成本及

折舊等。費用通常以資產（例如，現金及約當現金、存貨或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流出或消耗方式發生。 

2. 損失係符合費損定義但非屬費用之其他項目，損失可能由財團法人之

正常活動所產生，亦可能非由財團法人正常活動所產生。例如，因火

災或水災所產生之損失、處分非流動資產所產生之損失、具市場性證

券之重估價所產生之未實現損失。損失在收支營運表中，通常以減除

相關收益後之淨額分別列示，俾有助於作經濟決策。 

財務報表要素之認列 

第五十三條 認列係將符合資產、負債、收益或費損定義及符合下列認列條件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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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資產負債表及收支營運表之程序： 

1. 與該項目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財團法人。 

2. 該項目之金額能可靠衡量。 

第五十四條 符合認列條件之項目，應於資產負債表或收支營運表中認列，不得僅以

會計政策揭露、附註或說明等方式表達。 

未來經濟效益之可能性 

第五十五條 可能性係指該項目之未來經濟效益流入或流出財團法人之不確定程度。

評估未來經濟效益流入或流出之不確定程度，係以編製財務報表時所能

獲得之證據為基礎。 

衡量之可靠性 

第五十六條 會計項目之成本或價值應能夠可靠衡量。成本或價值可能為已知或必須

加以估計，使用合理之估計數係為編製財務報表不可或缺之部分，並不

損及其可靠性。惟當某一項目無法合理估計時，則該項目不能認列於資

產負債表或收支營運表中。 

第五十七條 於特定時點無法符合認列條件之項目，可能因後續情況或事項發生而於

較晚日期符合認列之要件。 

第五十八條 未符合認列條件之項目，若與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財團法人財務狀況、

營運結果及財務狀況變動攸關，應於附註中揭露。 

資產之認列 

第五十九條 當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財團法人，且其成本或價值能可靠

衡量時，應於資產負債表中認列。 

第 六十 條 當支出已發生而未來經濟效益於當期會計期間之後流入財團法人並非

很有可能時，不應認列為資產，而應認列為費損。 

負債之認列 

第六十一條 當含有經濟效益之資源很有可能因清償現時義務而流出，且清償金額能

可靠衡量時，應於資產負債表中認列負債。 

收益之認列 

第六十二條 當與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增加業已發生，且能可靠

衡量時，即應於收支營運表中認列收益。意即收益之認列與資產增加或

負債減少之認列，係同時發生。 

費損之認列 

第六十三條 當與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減少業已發生，且能可靠

衡量時，即應於收支營運表中認列費損。意即費損之認列與負債增加或

資產減少之認列同時發生。 

第六十四條 費損應以發生之成本與賺得特定收益項目間之直接關聯為基礎，認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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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營運表。意即直接及共同由同一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收入與費

用，應同時予以認列，此通常稱之為收入與成本配合。例如，提供勞務

所產生之收益應與提供勞務之成本同時認列。 

 若預期經濟效益發生於數個會計期間，且與收益之關聯僅可廣泛或間接

地決定，則費用應以有系統且合理之分攤程序為基礎，認列於收支營運

表。例如，設備之折舊及專利權之攤銷等。 

 支出若無法產生未來經濟效益，或在該未來經濟效益不符合或終止符合

於資產負債表中認列為資產之範圍內，應立即於收支營運表中認列費

損。 

財務報表要素之衡量 

第六十五條 衡量係決定財務報表要素認列，並列示於資產負債表及收支營運表之貨

幣金額之程序。此涉及特定衡量基礎之選擇。 

第六十六條 衡量基礎通常包括下列各項： 

1. 歷史成本：資產係以取得時為取得該資產所支付現金或約當現金之金

額，或所給予對價之公允價值記錄。負債係以交換義務所收取之金額，

或在若干情況下（如所得稅），以正常營業中為清償負債而預期將支

付現金或約當現金之金額記錄。 

2. 現時成本：資產係以目前取得相同或約當資產所須支付之現金或約當

現金之金額列帳。負債係以目前清償所須支付之現金或約當現金之金

額列帳。 

3. 變現（清償）價值：資產係以於正常處分下出售資產，目前所能收取

之現金或約當現金之金額列帳。負債係以其清償價值列帳，意即正常

營業中為清償負債而預期支付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未折現金額。 

4. 現值：資產係以於正常營業下，該項目預期產生之未來淨現金流入之

目前折現值列帳。負債係以於正常營業下，預期清償所須支付之未來

淨現金流出之目前折現值列帳。 

5. 公允價值：於衡量日，市場參與者間在有秩序之交易中出售資產所能

收取，或移轉負債所需支付之價格。 

原始衡量 

第六十七條 資產及負債之原始認列，以成本衡量為原則。 

後續衡量 

第六十八條 財團法人編製財務報表時，通常採用歷史成本為衡量基礎，惟亦常結合

其他衡量基礎。 

表達與揭露 

第六十九條 財團法人藉由於其財務報表中列報及揭露資訊，以溝通其資產、負債、

淨值、收益及費損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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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十 條 對類似項目之各重大類別，應單獨表達；對不同性質或功能之項目，應

分別表達，但該項目非重大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一條 財務報表係就大量交易或其他事項，依其性質或功能彙總成類別後加以

處理之結果。彙總及分類程序之最後階段係表達濃縮及分類之資料，該

等資料構成財務報表之各單行項目。若某一單行項目個別而言並非重大，

則可與其他項目彙總表達於財務報表或附註。某一未足夠重大到須於財

務報表中單獨表達之項目，可能仍須於附註中單獨表達。  

  



 

299 

附錄三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項目表－參考指引 

說明： 

1. 本附錄共通性會計項目乃參考性質，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得依其業務

性質及實務需要自行增減之。 

2. 本研究另參考「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用途別科目」訂定本附

錄之「（二）支出用途別會計項目參考指引」。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可視

實際需要參考該指引增設支出之用途別會計項目。 

（一）資產負債表及收支營運表會計項目參考指引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00000       資產 

  110000     流動資產 

    110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101 庫存現金 

      110102 零用金／週轉金 

      110103 銀行存款 

      110104 在途現金 

      110105 約當現金 

    110200   流動金融資產 

      11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0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04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淨額－流動 

      110205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29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流動 

    110300   應收款項 

      110301 應收票據 

      110302 應收帳款 

    110400  應收捐贈款 

      110401 應收捐贈款淨額－非關係人 

      110402 應收捐贈款淨額－關係人 

    110500   其他應收款 

      110501 應收收益 

      110502 應收退稅款 

      110503 應收股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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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10504 應收利息 

      110590 其他應收款－其他 

      110591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10600   存貨 

      110601 商品存貨 

      110602 寄銷品 

      110603 在途商品 

      110604 備抵存貨跌價 

      110605 農業產品 

    110700   預付款項 

      110701 預付貨款 

      110702 用品盤存 

   110703 預付費用 

      110704 預撥活動經費 

      110705 進項稅額 

      110706 留抵稅額 

      110790 其他預付款項 

    110800   生物資產－流動 

      110801 生產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2 累計折舊—生產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3 累計減損—生產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4 生產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流動 

      110805 消耗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6 累計折舊—消耗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7 累計減損—消耗性生物資產—流動 

      110808 消耗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流動 

    110900   當期所得稅資產 

      110901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10902 預付所得稅 

  111000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111001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119000   其他流動資產 

      119001 暫付款 

      119002 代付款 

      119003 員工借支 

      119004 存出保證金－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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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19005 指定用途金融資產－流動 

  120000     非流動資產 

    120100   投資 

      12010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20102 非流動金融資產 

    120200   長期應收款 

      120201 長期應收款 

    120300   指定用途金融資產－非流動 

      120301 指定用途金融資產－非流動 

    1204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0401 土地淨額 

      120402 土地改良物淨額 

      120403 房屋及建築淨額 

      120404 機械及設備淨額 

      120405 交通及運輸設備淨額 

      120406 租賃資產淨額 

      120407 出租設備淨額 

      120408 租賃權益改良淨額 

      120409 購建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120410 辦公設備淨額 

      120411 研究設備淨額 

      120412 生產性植物淨額 

      120413 什項設備淨額 

    120500   投資性不動產 

      120501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土地 

      120502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建築物 

      120503 購建中投資性不動產 

    120600   無形資產 

      120601 商標權淨額 

      120602 專利權淨額 

      120603 特許權淨額 

      120604 著作權淨額 

      120605 電腦軟體淨額 

      120690 其他無形資產淨額 

    120700   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1 生產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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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120702 累計折舊－生產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3 累計減損－生產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4 生產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非流動 

      120705 消耗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6 累計折舊—消耗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7 累計減損－消耗性生物資產—非流動 

      120708 消耗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累計變動數—非流動 

    1208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080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9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9001 遞延資產 

      129002 什項資產 

   129003 長期預付款項 

      1290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200000       負債 

  210000     流動負債 

    210100   短期借款 

      210101 銀行透支 

      210102 銀行借款 

      210103 短期借款－員工 

      210104 短期借款－關係人 

      210105 應付短期票券 

      210190 其他短期借款 

    210200   應付款項 

      210201 應付票據 

      210202 應付帳款 

      210203 應付費用 

      210204 應付稅捐 

      210205 應付捐贈款 

      210206 應付受益人款  

      210207 應付獎學金 

      210208 應付土地房屋款 

      210209 應付設備款 

      210210 銷項稅額 

      210290 其他應付款 

    210300  當期所得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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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210301 當期所得稅負債 

    210400   預收款項 

      210401 預收貨款 

      210402 預收收入 

      210490 其他預收款 

    210500   流動金融負債 

      2105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淨額－流動 

      210502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210590 其他金融負債淨額－流動 

    210600   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 

      210601 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 

      210602 一年內到期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非關係人 

      210603 一年內到期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關係人 

      210690 一年內到期其他長期負債 

    219000   其他流動負債 

      219001 存入保證金－流動 

      219002 暫收款 

      219003 代收款 

      219004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19005 教育研究發展負債 

      219006 醫療社會服務負債 

   219007 遞延收入—流動 

      219008 負債準備—流動 

  220000     非流動負債 

    220100   長期債務 

      220101 長期借款 

      220102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220200   非流動金融負債 

      22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淨額－非流動 

      220202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220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0301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20302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290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229001 負債準備—非流動 

      229002 遞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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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229003 什項負債 

300000       淨值 

  310000     基金 

    310100   創立基金 

     310101 創立基金 

    310200   捐贈基金 

     310201 捐贈基金 

    310300   預收基金 

     310301 預收基金 

  319000  其他基金 

   319001 其他基金 

  320000     公積 

    320100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數 

     320101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數 

    329000   其他公積 

     329001 其他公積 

  330000     累積餘絀 

    330100   已指撥累積賸餘 

     330101 特別公積 

    330200   未指撥累積餘絀 

      330201 累積賸餘（短絀） 

   330202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330203 本期賸餘（短絀） 

  390000     淨值其他項目 

    390100   累積其他綜合餘絀 

      390101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390102 未實現重估增值 

     390103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90190 其他綜合餘絀－其他 

    399000   淨值其他項目－其他 

400000       收入 

 410000   收入 

   410100   勞務收入 

     410101 委辦計畫收入 

     410102 服務收入 

     410190 其他勞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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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410200   銷貨收入 

     410201 銷貨收入 

     410202 分期付款銷貨收入  

     410203 銷貨退回與折讓 

   410300   醫務收入 

     410301 門急診收入 

     410302 住院收入 

     410303 減：支付點值調整 

     410304 減：健保核減 

     410305 減：醫療優待 

     410390 其他醫務收入 

   410400   受贈收入 

    410401 受贈收入 

   410500   特別活動收入 

    410501 特別活動收入 

   410600   補助收入 

   410601 政府補助收入 

     410690 其他補助收入 

   410700   權利金收入 

    410701 權利金收入 

   410800   長照收入 

    410801 長照收入 

   410900   佣金收入 

    410901 佣金收入 

   411000   財務收入 

     411001 租金收入 

     411002 投資收入 

     411003 利息收入 

     411004 兌換利益  

     411005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 

     411006 處分投資利益 

     411090 其他財務收入 

   411100   呆帳轉回利益 

    411101 呆帳轉回利益 

   411200   手續費收入 

    411201 手續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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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4113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 

    411301 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 

   419000  其他收入 

     41900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419002 處分收藏品利益 

     419003 處分無形資產利益 

     419004 處分生物資產利益 

     419005 減損迴轉利益 

   419006 當期原始認列生物資產之利益 

   419007 生物資產當期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之利益 

     419008 其他收入－其他 

500000       支出 

 510000   支出 

   510100   勞務成本 

     510101 委辦計畫成本 

     510102 服務成本 

     510190 其他勞務成本 

   510200   銷貨成本 

     510201 銷貨成本 

     510202 分期付款銷貨成本 

   510300   醫務成本 

    510301 醫務成本 

   510400   行銷費用 

    510401 行銷費用 

   510500   管理費用 

    510501 管理費用 

   510600   財務費用 

    510601 利息費用 

   510602 投資損失 

   510603 兌換損失 

   510604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510605 處分投資損失 

   510690 其他財務費用 

   5107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成本及費用 

    510701 附屬作業組織之成本及費用 

   519000  其他費用及損失 



 

307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會計項目名稱 

   51900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519002 處分收藏品損失 

   519003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 

   519004 處分生物資產損失 

     519005 減損損失 

   519006 當期原始認列生物資產之損失 

   519007 生物資產當期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之損失 

    519090 其他費用及損失－其他 

600000    本期餘絀 

 610000     本期稅前餘絀 

 620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6201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620101 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00     本期賸餘（短絀） 

 6400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640100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40101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40200   未實現重估增值 

    640201 未實現重估增值 

   64030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4030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40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 

     64040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640402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6404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49000   其他綜合餘絀－其他 

    649001 其他綜合餘絀－其他 

   649100   與其他綜合餘絀相關之所得稅 

    649101 與其他綜合餘絀相關之所得稅 

 

  



 

308 

（二）支出用途別會計項目參考指引 

 會計項目名稱 

100000 用人費用 

100100 人事費 

100101 薪資 

100102 加班費 

100103 獎金 

100104 退休金 

100105 退職金 

100106 職工福利費 

100107 職工保險費 

100108 伙食費 

100109 資遣費 

100190 其他人事費用 

200000 服務費用 

200100 水電瓦斯費 

200101 水費 

200102 電費 

200103 瓦斯費 

200200 郵電費 

200201 郵費 

200202 電話費 

200203 數據通信費 

200300 旅運費 

200301 考察觀摩費 

20040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00401 印刷裝訂 

200402 廣告費 

200403 業務推廣費 

200490  其他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0050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00501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00600 保險費 

200601 保險費 

200700 一般服務費 

200701 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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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項目名稱 

200702 佣金支出 

200703 募款費用 

200704 手續費 

200790  其他服務成本 

200800 專業服務費 

200801  事務費用 

200802 訓練費用 

200900 公共關係費 

200901 交際費 

200902 社會公益活動支出 

300000 材料及用品消耗 

300100 使用材料費 

300101 燃料油脂 

300102 設備零件及耗材 

300190 其他使用材料 

300200 用品消耗 

300201 文具用品 

300202 食品 

300203 環境美化 

300290 其他用品消耗 

300300 商品及醫療用品 

300301 銷貨成本 

300302 分期付款銷貨成本 

300303 藥品費用 

300304 醫材費用 

300390 其他商品及醫療用品 

309000 其他材料及用品 

309090 其他材料及用品 

400000 租金與利息 

400100 租金費用 

400101  財產使用費 

500000 折舊及攤銷 

5001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 

500101 土地改良物折舊 

500102 房屋及建築折舊 

500103 機械及設備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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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項目名稱 

500104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500105 租賃資產折舊 

500106 出租設備折舊 

500107 租賃權益改良折舊 

500108 辦公設備折舊 

500109 研究設備折舊 

500110 生產性植物折舊 

500111 什項設備折舊 

500200 投資性不動產折舊 

500201 投資性不動產－建築物折舊 

500300 生物資產折舊 

500301 生產性生物資產折舊 

500302 消耗性生物資產折舊 

500400 攤銷 

500401 商標權攤銷 

500402 專利權攤銷 

500403 特許權攤銷 

500404 著作權攤銷 

500405 電腦軟體攤銷 

50049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00000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600100 稅捐 

600101 土地稅 

600102 房屋稅 

600103 契稅 

600190 其他稅捐 

600200 規費 

600201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600202 汽車燃料使用費 

600290 其他規費 

700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700100 會費 

7002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700201 捐贈費用 

700202 補助費 

700203 獎勵及慰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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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項目名稱 

800000 短絀、賠償與保險給付 

800100 各項短絀 

800101 呆帳費用 

800102 災害損失 

800103 減損損失 

800104  虧損性合約損失 

800190 其他損失 

900000 其他 

900100 其他費用 

900101 管理清潔費 

900102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900103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900190 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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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主要財務報表共通性項目之定義 

為避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有歸類錯誤之情事，乃依照參考現況分析

所探討之各準則、相關會計制度及 EAS 之規定，有必要對重要項目加以

定義。基於本研究建議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資產負債表及收支營運表應

至少表達至第三級會計項目，本研究參考衛福部、金管會、經濟部及教

育部所制定之編製準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及 EAS 之相關規定，針對表 5-2 中第一級至第三級之會計項目予以

定義，並訂定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之項目定義如下（惟各主管機關

仍可依需求自行增減或修改之）： 

一、共通性資產負債表會計項目之定義 

一級 二級 三級 會計項目名稱 定義 

100000     資產 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資源，該資源由財團法人控

制，並預期帶來經濟效益之流入。 

  110000   流動資產 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 

1.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

出售或消耗。例如，存貨及應收帳款。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 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一年內實現之資產。 

4. 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

逾一年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110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指庫存現金、零用金、活期存款及可隨時轉換成定

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

之定期存款或投資，但不包括已指定用途，或有法

律、契約上之限制者。 

    110200 流動金融資產 指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工具投資、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及其他金融

資產等，且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一年內將變現之

金融資產屬之。 

    110300 應收款項 指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等。 

    110400 應收捐贈款 指因捐贈人承諾贈與現金或其他資產而發生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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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會計項目名稱 定義 

權。 

    110500 其他應收款 指不屬於應收票據、應收帳款及應收捐贈款之應收

款項。 

    110600 存貨 指持有供正常營運過程出售、正在製造過程中以供

正常營運過程出售，或將於製造過程或勞務提供過

程中消耗之原料或物料。 

    110700 預付款項 指預為支付之各項成本或費用。 

    110800 生物資產－流動 指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或植物，預期

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一年內實現者。在生產性植物

上生長中之農產品亦屬之。 

    110900 當期所得稅資產 指已支付所得稅金額超過本期及前期應付金額之部

分。 

  111000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指於目前狀況下，財團法人可依一般條件及商業慣

例立即出售，且高度很有可能於一年內完成出售之

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內之資產。 

    119000 其他流動資產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流動資產，包括暫付款等

項目。 

  120000   非流動資產 指不能歸屬於流動資產之各類資產。 

    120100 投資 指因業務上需要從事投資，包括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及非流動金融資產（指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動、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無活絡市場之債

務工具投資－非流動、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非

流動，以及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等）。 

    120200 長期應收款 指因業務上需要所產生之長期應收款。 

    120300 指定用途金融資產

－非流動 

指提撥特定財源供特定用途之金融資產。 

    120400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指用於商品、農業產品或勞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

予他人或供管理目的而持有，且預期使用期間超過

一年之有形資產。 

    120500 投資性不動產 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

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 

    120600 無形資產 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 

    120700 生物資產－非流動 指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或植物，不能

歸屬於流動者。在生產性植物上生長中之農產品亦

屬之。 

    1208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指與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未使用課稅損失遞轉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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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會計項目名稱 定義 

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有關之未來期間可回

收所得稅金額。 

    129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非流動資產。 

200000     負債 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預期該義務之清

償，將導致經濟效益之資源流出。。 

  210000   流動負債 指符合下列之一之負債： 

1. 因業務所發生，預期將於財團法人正常業務週期

中清償之負債。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發生之負債。 

3. 須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一年內清償之負債。 

4. 不得無條件延期至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一年清償

之負債。 

    210100 短期借款 指向金融機構或他人短期借入或透支之款項。 

    210200 應付款項 指應付票據、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10300 當期所得稅負債 指尚未支付之本期及前期所得稅。 

    210400 預收款項 指預為收納之各種款項。 

    210500 流動金融負債 指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以

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及其他金融負債－流

動。 

    210600 一年內到期長期負

債 

指到期日在一年以上之借款或付款期間在一年以上

之應付票據、應付帳款中，須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

一年內清償之部分。 

    219000 其他流動負債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流動負債。 

  220000   非流動負債 指不能歸屬於流動負債之各類負債。 

    220100 長期債務 指到期日或付款期間在一年以上之借款或應付票

據、應付帳款。 

    220200 非流動金融負債 指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及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220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指與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有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得

稅。 

    2290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非流動負債，包括負債準

備－非流動、遞延負債及什項負債（例如存入保證

金及淨確定福利負債等）。 

300000     淨值 指資產減去負債之剩餘權利。 

  310000   基金 指財團法人獲挹注基金之資金，及由歷年賸餘撥充

基金，包括創立基金、捐贈基金、預收基金及其他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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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會計項目名稱 定義 

    310100 創立基金 指財團法人創立時所實收之基金，或依設置條例及

捐助章程分年所實收之基金。 

    310200 捐贈基金 指財團法人成立後由政府或民間所捐贈並經董事會

決議列入基金之財產。 

  310300 預收基金 指所收受擬於未來經董事會決議後列入基金之財

產。 

    319000 其他基金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基金。 

  320000   公積 指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數及其他公

積。 

    320100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

資股權淨值變動

數 

指採權益法之被投資者之權益變動所產生之影響

數。 

    329000 其他公積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類別之公積。 

  330000   累積餘絀 指截至本期止累積之賸餘或短絀。 

    330100 已指撥累積賸餘 指依特定目的自賸餘中提列之公積。 

    330200 未指撥累積餘絀 指截至本期止未經指撥之累積賸餘或未經彌補之短

絀。 

  390000   淨值其他項目 指累積其他綜合餘絀等淨值之調整項目。 

    390100 累積其他綜合餘絀 指累積於淨值其他項目之其他綜合餘絀，包括備供

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確定

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等。 

  399000 淨值其他項目－其

他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類別之淨值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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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通性收支營運表會計項目之定義 

一級 二級 三級 會計項目名稱 定義 

400000     收入 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或

負債減少等方式增加淨值，但不包含捐助人投入作

為基金而增加之淨值。 

 410000  收入 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或

負債減少等方式增加淨值，但不包含捐助人投入作

為基金而增加之淨值。 

   410100 勞務收入 指因提供勞務或接受政府補助執行專案計畫所獲得

之收入。 

   410200 銷貨收入 指因銷售商品所獲得之收入。 

   410300 醫務收入 指因提供醫務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410400 受贈收入 指因接受贈與現金或其他財物所獲得之收入。 

   410500 特別活動收入 係指因舉辦特別活動（例如義賣會或餐會）所獲得

之收入。 

   410600 補助收入 指因接受補助所獲得之收入。 

   410700 權利金收入 指因供他人使用特許權利所獲得之收入。 

   410800 長照收入 指因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410900 佣金收入 指因執行仲介服務而獲得之收入。 

   411000 財務收入 指租金收入、投資收入（包括股利收入、透過餘絀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利益及採權益

法認列之投資利益）、利息收入、兌換利益、處分

投資性不動產利益、處分投資利益等收入或利益。 

   411100 呆帳轉回利益 指迴轉先前提列之呆帳所產生之利益。 

   411200 手續費收入 指執行業務所產生之手續費。 

   4113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收

入 

指財團法人之附屬作業組織之收入總額。 

   419000 其他收入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收入及利益。 

500000     支出 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減少，以資產流出、消耗或

負債增加等方式減少淨值。 

 510000  支出 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減少，以資產流出、消耗或

負債增加等方式減少淨值。 

   510100 勞務成本 指因提供勞務或接受政府補助執行專案計畫所發生

之人事費、旅運費、水電瓦斯費、折舊費用、攤銷

費用及稅捐等成本。 

   510200 銷貨成本 指因銷售商品所發生之成本。 

   510300 醫務成本 指因提供醫務服務所發生之人事費、藥品費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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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會計項目名稱 定義 

材費用、折舊費用、攤銷費用及稅捐等成本。 

   510400 行銷費用 指歸屬於行銷活動而發生之人事費、旅運費、折舊

費用、攤銷費用及稅捐等費用。 

   510500 管理費用 指管理部門所發生或攤計之人事費、旅運費、水電

瓦斯費、折舊費用、攤銷費用及稅捐等費用。 

   510600 財務費用 指利息費用、投資損失（包括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損失及採權益法認列之投

資損失）、兌換損失、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處

分投資損失等費用及損失。 

   510700 附屬作業組織之成

本及費用 

指財團法人之附屬作業組織之成本及費用總額。 

   519000 其他費用及損失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費用及損失。 

600000   本期餘絀 指報導期間之盈餘或虧損。 

 610000   本期稅前餘絀 指扣除所得稅前之盈餘或虧損。 

 620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指包含於決定本期餘絀中，與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

得稅有關之彙總數。 

  6201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指包含於決定本期餘絀中，與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

得稅有關之彙總數。 

 630000   本期賸餘（短絀） 指扣除所得稅後之盈餘或虧損。 

 6400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指本期變動之其他權益，例如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

實現餘絀、未實現重估增值等。 

   640100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未實現餘絀 

指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認列之未實現

餘絀。 

   640200 未實現重估增值 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辦理重估價時之未實現重估

增值。 

   64030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

衡量數 

指確定福利計畫下淨確定福利負債（資產）之再衡

量數。 

   640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其他綜合餘絀份

額 

指對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者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之

份額。 

   649000 其他綜合餘絀－其

他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其他綜合餘絀。 

   649100 與其他綜合餘絀相

關之所得稅 

指與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項目有關之當期所得稅

及遞延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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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通性淨值變動表會計項目之定義 

一級 二級 三級 會計項目名稱 定義 

300000     淨值 指資產減去負債之剩餘權利。 

  310000   基金 指財團法人獲挹注基金之資金，及由歷年賸餘撥充

基金，包括創立基金、捐贈基金、預收基金及其他

基金。 

    310100 創立基金 指財團法人創立時所實收之基金，或依設置條例及

捐助章程分年所實收之基金。 

    310200 捐贈基金 指財團法人成立後由政府或民間所捐贈並經董事會

決議列入基金之財產。 

  310300 預收基金 指所收受擬於未來經董事會決議後列入基金之財

產。 

    319000 其他基金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各類之基金。 

  320000   公積 指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數及其他公

積。 

    320100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

資股權淨值變動

數 

指採權益法之被投資者之權益變動所產生之影響

數。 

    329000 其他公積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類別之公積。 

  330000   累積餘絀 指截至本期止之累積賸餘或短絀。 

  330100 已指撥累積賸餘 指依特定目的經董事會通過自賸餘中提列之公積。 

    330200 未指撥累積餘絀 指截至本期止未經指撥之累積賸餘或未經彌補之短

絀。 

  390000   淨值其他項目 指累積其他綜合餘絀等淨值之調整項目。 

    390100 累積其他綜合餘絀 指累積於淨值其他項目之其他綜合餘絀，包括備供

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確定

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等。 

  399000 淨值其他項目－其

他 

指不能歸屬於前述類別之淨值其他項目。 

 



 

319 

四、共通性現金流量表項目之定義 

一級 二級 三級 項目名稱 定義 

7000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凡投資、籌資活動以外，列入本期收支計算之交易

及其他事項所產生之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流入與流

出。 

  610000   本期稅前餘絀 指收支營運表內之本期稅前餘絀數。 

 720000  調整項目 自本期稅前餘絀中調整非現金性質之交易。 

  720100 收入支出項目 就下列須單獨揭露、不影響現金流量或非屬業務活

動之現金流量之項目所作之調整： 

1. 凡因取得利息、股利及支付利息之現金流量應單

獨揭露，故須調整列入稅前餘絀計算內之利息收

入、股利收入及利息費用。 

2. 凡非現金性質交易之收入支出項目完全不影響現

金流量，故須調整列入稅前餘絀計算內之呆帳費

用、折舊費用及攤銷費用等。 

3. 凡投資或籌資現金流量相關項目之現金流量不應

歸屬於業務活動，故須調整列入稅前餘絀計算內

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利益）及處分資

產損失（利益）等。 

   720200 與業務活動相關之

流動資產 /負債

變動數 

凡與過去或未來業務現金收支有關之遞延或應計項

目，考慮應收、預收、應付、預付項目之收現情形

後，對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之調整。 

  730000  業務產生之現金 本期稅前餘絀調整收入支出項目及與業務活動相關

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後得出之金額。 

  740000   收取之利息 凡取得利息屬本期稅前餘絀決定之一部分，使本期

現金增加之數。依 EAS 第 7 號第 16 條之規定，此項

目亦得分類為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750000  收取之股利 凡取得股利屬本期稅前餘絀決定之一部分，使本期

現金增加之數。依 EAS 第 7 號第 16 條之規定，此項

目亦得分類為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760000  支付之利息 凡支付利息屬本期稅前餘絀決定之一部分，使本期

現金減少之數。依 EAS 第 7 號第 16 條之規定，此項

目亦得分類為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770000   支付之所得稅 凡支付所得稅，使本期現金減少之數。 

  78000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

入（流出） 

凡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入大於其現金流出，為業務活

動之淨現金流入；反之，則為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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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項目名稱 定義 

8000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凡取得及處分約當現金以外之流動金融資產、投

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無形資

產、什項資產，及減少約當現金以外之長期應收款、

遞延資產，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8100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凡取得及處分約當現金以外之流動金融資產、投

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無形資

產、什項資產，及減少約當現金以外之長期應收款、

遞延資產，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810100 購入流動金融資產 購入流動金融資產，使本期現金減少之數。 

  810200 出售流動金融資產

價款 

處分流動金融資產，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810300 購入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 

購入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使本期現金減少之數。 

  810400 出售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價款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810500 購入非流動金融資

產 

購入非流動金融資產，使本期現金減少之數。 

  810600 出售非流動金融資

產價款 

處分非流動金融資產，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810700 長期應收款減少

（增加） 

指長期應收款之減少（增加），使本期現金增加（減

少）之數。 

  810800 購入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 

購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本期現金減少之數。 

  810900 出售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價款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811000 購入投資性不動產 購入投資性不動產，使本期現金減少之數。 

  811100 出售投資性不動產

價款 

處分不投資性不動產，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811200 購入無形資產 購入無形資產，使本期現金減少之數。 

  811300 出售無形資產價款 處分無形資產，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811400 收取之利息 凡取得利息屬投資之報酬，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依 EAS 第 7 號第 16 條之規定，此項目亦得分類為業

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811500 收取之股利 凡取得股利屬投資之報酬，使本期現金增加之數。

依 EAS 第 7 號第 16 條之規定，此項目亦得分類為業

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819000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投資活動，使本期現金增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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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三級 項目名稱 定義 

金流入（流出） 少）之數。 

  8200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

入（流出） 

凡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大於其現金流出，為投資活

動之淨現金流入；反之，則為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

出。 

90000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凡增加及減少債務、其他負債、基金、公積及支付

利息，所產生之現金流入與流出。 

 91000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凡增加及減少債務、其他負債、基金、公積及支付

利息，所產生之現金流入與流出。 

  910100 短期借款增加（減

少） 

凡增加（減少）短期借款，使本期現金增加（減少）

之數。 

  910200 長期債務增加（減

少） 

凡增加（減少）長期債務，使本期現金增加（減少）

之數。 

  910300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

加（減少） 

凡增加（減少）非流動負債，使本期現金增加（減

少）之數。 

    910400 基金及公積增加

（減少） 

凡增加（減少）基金及公積，使本期現金增加（減

少）之數。 

   910500 支付之利息 凡支付利息屬本期稅前餘絀決定之一部分，使本期

現金減少之數。依 EAS 第 7 號第 16 條之規定，此項

目亦得分類為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919000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

金流入（流出）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籌資活動，使本期現金增加（減

少）之數。 

  9200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

入（流出） 

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大於其現金流出，為融資活

動之淨現金流入；反之，則為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

出。 

 93000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

當現金之影響 

匯率變動而產生之未實現損益並非現金流量，惟為

調節期初及期末之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須報導匯

率變動對持有或積欠之外幣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

響。 

  94000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

增加（減少）數 

凡本期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入大

於現金流出之數，為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反之，

則為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9500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餘額 

係本期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合計之數。 

  9600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餘額 

係本期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合計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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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本研究之研究過程說明暨審查會議討論事項及結論之

彙整 

本研究依計畫書所訂之研究方法、過程及進度進行研究，研究團隊

成員包括計畫主持人王怡心董事長、審查委員及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完

成一部分的報告初稿後，寄發給審查委員、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衛福部、

經濟部、金管會及教育部等主管機關，請其提供書面意見。依所收回之

意見修改後，再召開審查會議，對修改後之內容及前述意見之回應再進

行討論。審查會議之與會人員，除審查委員及研究人員外，亦視需要邀

請衛福部、經濟部、金管會及教育部之代表與未來可能會使用本研究成

果之利害關係人列席參與討論，並請其就實務之觀察對本研究報告之內

容表示意見。本研究歷經 4 次審查會議之討論後，完成本研究報告。審

查會議之日期、討論主題及重要決議摘要如下：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討論主題 重要決議之摘要 

第一次審

查會議 

民國 109

年 2 月 10

日 

1. 第 1 章「緒

論」、第 2

章「文獻探

討」及第 3

章「現況分

析」之內

容。 

2. 後續章節

之方向。 

1. 研究報告將分為七章。 

2. 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納入「第 3 章現況分析」

之內容。 

3. 主要財務報表之名稱為「資產負債

表」、「現金流量表」、「收支營運表」

以及「淨值變動表」。 

4. 於第 4 章中闡述財務報導之觀念架

構。 

5. 於第 5 章編製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會

計項目參考表。 

第二次審

查會議 

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第 4 章「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

則之基本架

1. 於第 4 章之章名增加「範例」2 字，

並將財務報導觀念架構之內容移至附

錄。 

2. 刪除與會計人員之設置及任免相關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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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討論主題 重要決議之摘要 

構」之內容。 3. 將關係人揭露之議題納入第 6 章之探

討內容。 

第三次審

查會議 

民國 109

年 4 月 21

日 

第 5 章「共通

性分類標準及

適用於不同財

團法人之分類

標準指引」之

內容。 

1. 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區分大小規模，

基金總額達 1 億元或年收入達 3 千萬

者元為大規模。 

2. 對小規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就財務

報表附註及重要項目明細表提供簡化

之規定。 

3. 收支營運表採單站式表達，不區分業

內及業外。 

4. 將附屬組織之收入及支出分別併入收

支營運表之收入及支出中。 

5. 會計項目代碼規範到四級。 

6. 將其他綜合餘絀之資訊以附註方式揭

露在收支營運表之表末。 

第四次審

查會議 

民國 109

年 8 月 31

日 

第 6 章「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

則範例」 

1. 會計項目編碼為六碼，僅規範至第四

級。用途別另設六碼以供使用。 

2. 刪除研究報告中非直接相關之個案議

題探討內容。 

3. 以到期日是否在 3 個月內為基準判斷

定期存款是否屬約當現金。 

4. 會計項目部分：  

(1) 將「投資、長期應收款及準備金」

此會計項目拆分成三個不同之三

級會計項目。  

(2) 更改「準備金」會計項目之名稱，

並區分為流動及非流動。  

(3) 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之會計

項目提升至第三級。 

5. 將與會計項目連結之揭露作為財務報

表附註；至於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內

部監理相關之揭露則作為重要項目明

細表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