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建立

起現金基礎之政府會計制度，

直至 1980 年代，隨著政府活動

範圍持續擴大及行政多樣化、

複雜化，採行現金基礎的政府

預決算收支，只著重政府當期

預算資源的流量資訊，使日本

政府疏於準確掌握政府整體財

政狀況，故 1999 年 2 月經濟

策略會議提出建議，「為使國

民對政府財政及資產狀況易於

了解，將企業會計原則及基本

要素導入政府財務報表」，積

極參考國際先進國家政府會計

報導實例，及商業會計資產負

債表表達方式等。惟日本中央

政府預算仍維持現金基礎，其

體制依財政法規定分為一般會

計、特別會計及政府關係機關

等三部分，分別編製預算送國

會審查，年度終了，並應編製

決算報告書送會計檢查院檢查

後，再由內閣將決算及決算檢

查報告，提出國會報告。

貳、日本推動中央政

府會計改革的歷

程

日本政府為完備該國之財

政運作機制，包括預決算與會

計制度、國有財產之管理等，

2001 年於中央政府省廳組織重

造時，合併舊大藏省原有的 5

個審議會成立「財政制度等審

議會」，作為財務大臣的諮詢

機構。該審議會下設 5 個委員

會包括「財政制度委員會」、

論述 》會計•審核

淺談日本中央政府財務報表

之編製
日本自 1990 年代泡沫經濟後，財務狀況嚴重惡化，日本政府為推動財政改革，且能以更簡明易懂的

方式向民眾說明政府財政狀況，積極進行政府會計革新。由於日本政府預決算體制與我國相近，本

文將介紹日本中央政府會計改革歷程及經驗等，期能作為我國未來精進政府會計作業之參考。

　羅玉姍、黃芝穎（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視察、科員）

主計月刊︱第 693 期︱ 2013.9

52



「財政投融資委員會」、「國

家公務員共濟組合委員會」、

「菸酒事業等委員會」及「國

有財產分科會」。其中「財政

制度委員會」下又分設「財政

制度分科會」及「法制及公會

計部會」等，由學者專家及政

府部門代表等，共同研訂日本

政府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增進

國人了解政府會計的重要性，

以及完備各項政府會計的改

革。

財政制度分科會於 2000

年結合民間學者專家，參考企

業會計、政府部門的特色及國

際間先近國家政府會計的作法

等，制定「國家的資產負債表

作成的基本原則」，並以 1998

年中央政府的決算報告改編為

權責發生基礎的「國家資產負

債表（試編）」。自此，開始

日本中央政府的政府會計改

革。嗣後除按年編製並發布「國

家財務報告」供外界了解政府

財政狀況外，並陸續制定「省

廳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特

別會計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

以作為各省廳財務報告編製依

據。

參、中央政府財務報告

報導範圍及架構

日本中央政府財務報告可

分為：「國家財務報告」及「省

廳別財務報告」。其中國家財

務報告之報導內容，包含一般

會計（公務機關）及特別會計

（類同我國特種基金）營運情

形及財務狀況，係由各省廳別

財務報告彙編而成。至省廳別

財務報告，則是彙總各省廳別

所屬之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各

項財務資訊。

上開財務報告另皆有兩種

附冊，分別為「一般會計財務

報告」及「連結財務報告」。

一般會計財務報告即彙編國家

資料來源：日本平成 23 年國家財務報告指南，作者翻譯。

圖 1　國家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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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各省廳）之一般會計，連

結財務報告則為國家（省廳別）

財務報告加上獨立行政法人等

連結對象法人合併編製。其中

連結對象法人係指國家對其具

有監督權限且負有財政責任之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法人、

日本郵政公司等特殊公司，以

2011 年為例，其國家財務報

告共合併有 216 個連結對象法

人。各財務報告報導範圍皆不

同，自一般會計之彙總，到一

般會計、特別會計及連結對象

法人之彙編（上頁圖 1）。

肆、日本中央政府財

務報表介紹

依日本財政法等規定，政

府每年須編製決算報告書送國會

審議，而配合其預算採行現金基

礎，其決算書亦採同樣的基礎呈

現預算執行結果。而日本中央政

府為簡化政府財務報告的帳務與

編製程序，平時交易係採用單式

簿記方式，以現金基礎進行帳務

處理，而非直接以權責發生基礎

記載，故為因應各省廳與財務省

編製權責發生基礎的財務報告，

其係以歲入歲出決算結果及國有

財產總帳決算金額，按權責發生

基礎進行調整，如應（預）收、

應（預）付及折舊等計入（下頁

圖 2）。

各財務報告之內容包含：

一、主要財務報表，分別為資

產負債表、業務費用計算表、

資產負債差額增減計算表及現

金流量表等 4 張；二、附註；

三、附屬明細表，係分別依會

計別（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

及主管別（如財務省、總務省

等）揭露其明細及沖銷資訊。

以下將就國家財務報告說明主

要財務報表之內容（第 56 頁圖

3），並輔以省廳別財務報告之

特殊處理作介紹。

 一、主要財務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主要目的係表達期末資

產、負債及淨資產之餘額資

訊。資產負債表包括資產、

負債及資產負債差額（同淨

資產）三大類科目。其格式

係採用帳戶式，資產、負債

以流動性排序，至淨資產科

目，考量國家財務報表並無

企業會計投入資本的概念，

故不須記載資本額，並以「資

產負債差額」一科目表達。

（二）營運成本表

主要目的係以用途別

（如包括人事費、員工退休

福利金等）方式，表達特定

期間內政府各項營運成本。

由於日本中央政府考量到政

府部門的主要收入多係強制

徵收之稅課收入等，收入與

支出間並未如同企業會計有

相對應的關係，爰本表並未

包含稅課收入等項目，而係

將其於「資產負債差額增減

變動表」中表達。

（三）資產負債差額增減變動表

主要目的係表達當期所

有影響資產負債差額變動項

目，由期初餘額逐項調整至

期末餘額，包含自營運成本

表轉入之營運成本合計數，

收入（主要分為租稅等收入

與其他）、資產評價差額及

其他等影響淨資產變動項

目。

（四）現金流量表

主要目的係表達政府

各類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情

形，係採用直接法編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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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業務收支及財務收支，

其中業務收支包含營運及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至於財

務收支則表達籌資活動現

金流量。

二、省廳別財務報表之特

殊處理

省廳別財務報告主要報表

與國家財務報告一樣皆有 4 張

報表，格式及內涵大致都相同。

惟各省廳主要係執行政府施政

圖 2　編製流程圖

 資料來源：日本平成 23 年國家財務報告指南，作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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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單位，營運活動多以支出

為主，對外收入主要由財務省

收取（如稅課收入等），致僅

財務省收入大於支出，其餘省

廳之收支餘絀大多為赤字；又

日本中央政府國庫體系採用集

中支付制度，各省廳執行預算

皆由國庫統一收支，為呈現各

省廳與國庫之間繳庫及撥付情

形，省廳別財務報表中特設置

「配賦財源」科目，以表達省

廳與國庫之關係。

「配賦財源」列於資產

負債差額變動表，係收入科

目。其計算方式為各省廳歲出

決算扣除歲入決算後之差額

（即國庫撥付各省廳數，扣除

各省廳收繳國庫數），亦可作

為各省廳收到國庫之淨現金收

入。至財務省則設置「配賦給

其他省廳的財源」科目，表達

國庫分配撥付各省廳之情形，

其金額與各省廳之配賦財源合

計數相同，但為負值，因此彙

編國家財務報告時，各省廳之

配賦財源相關科目將會互相對

沖為零，使國庫分配各省廳收

入數不致對國家收入結果產生

影響。以總務省及財務省平成

23 年省廳別財務報告為例，表

達其財源調整之關係（下頁圖

4）。

伍、結語

為完整表達政府財政及資

產狀況，且讓報表使用者易於

閱讀政府會計報告，日本中央

政府進行政府會計改革時，聘

請學者專家籌組委員會共同研

討政府會計之研修，以導入商

業會計報表表達方式，再根據

國家財政活動特性，研議出對

日本政府各類政府會計報告

適合的表達方式。其中財務報

告編製架構包含省廳別（主管

別），將其轄管之一般會計及

特別會計合併編製，使各省廳

首長得以了解省廳的預算資源

全貌及財務狀況，並供政府評

估省廳別施政績效，強化課責

性。另於省廳別財務報告設置

論述 》會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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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平成 23 年國家財務報告指南，作者翻譯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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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財源調整關係

資料來源：總務省及財務省平成 23 年省廳別財務報告，作者翻譯及整理。

配賦財源，據以了解國家分配

給各省廳別之財源，及各省廳

與國庫之撥繳關係，進而平衡

多數省廳因機關特性，執行政

府政策產生之收支虧損。

日本中央政府預算係採

現金基礎，會計則採權責發生

基礎，相關財務報告表達及實

務運作情形，可供我國政府會

計未來賡續精進之參考。惟日

本政府權責發生基礎之財務報

告，係透由現金基礎之預算執

行結果報表加以調整編製而

成，並非藉由設計電腦系統完

成報表之轉換，恐造成主計人

員之負擔，值得我國借鏡。

參考文獻

1. 鄭如孜、周玲臺（2013），政

府會計革新國際趨勢與發展之研

究，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

2. 國家財務報告指南（平成23年），

日本中央政府財務省。

3. 省廳別財務報告（平成 23 年），

日本中央政府總務省。

4. 省廳別財務報告（平成 23 年），

日本中央政府財務省。    

2011 4 1
2012 3 31

(31,641,831)
(22,181,755)

22,911,336
80,508

20,647,570

16,995
342,853

(30,552,400)

2011 4 1
2012 3 31

597,486,998

(26,663,786)
42,832,601

685,653
(76,042,211)

(639,494,894)

(A) (B) (B-A)

20,728,599 81,028 (20,647,570)

5,994,976 96,962 5,898,01
4

78,696,095 2,653,884 (76,042,211)

2011 4 1
2012 3 31

1.
81,082

20,647,570

論述 》會計•審核 

57

淺談日本中央政府財務報表之編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