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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文獻回顧 

本章為文獻回顧，將在第 2.1 節探討公部門編製資產負債表之理論，

第 2.2 節探討衡量焦點及會計基礎，第 2.3 節就政府會計財務報導表達、

擬制或改編財務報導及編製合併報表可行性作一文獻回顧。 

第 2.1 節  公部門編製資產負債表之理論基礎 

1980年代以後，新古典經濟理論支配西方各國的財政政策。當政府歲

入-歲出=(-)時，即為預算赤字。Burkhead 及 Knerr (1978) 定義為: 

經常收入+非融資性的資本收入+融資收入=經常支出+資本支出⋯(1) 

融資收入 (預算赤字) =經常支出+資本支出-經常收入-非融資性的資

本收入⋯⋯⋯⋯⋯⋯⋯⋯⋯⋯⋯⋯⋯⋯⋯⋯⋯⋯⋯⋯⋯⋯⋯(2) 

故若由以上公式衡量預算赤字時，無論政府將錢用於支付軍公教人員

之薪資或購買機器設備、興建高速公路、橋樑、水庫等耐久財時，均為預

算赤字的一部分，惟此僅能表示係政府現金流量的不足，並無法讓人清楚

瞭解其財務狀況。因為購買耐久財其經濟效益至少可以持續一年以上，並

不代表購置當年度經濟效益已全數耗用完畢，僅是以一種資產 (錢) 用來

交換另一種資產 (耐久財) ;同樣出售官股或政府資產的收入，雖使政府

融資收入 (預算赤字) 減少，但這類交易實際上也是以一種資產轉換為另

一種資產的持有，對資產負債表之淨值並沒有影響，顯然有誤導民眾以為

政府財務狀況改善之假象，此即為經濟學上所稱的窗飾效果 (cosmetic 

effect)。 

八０年代以後，美國學者如 Boskin (1982)、Eisner and Pieper 

(1984) 、Eisner (1986)，及英國的學者 Buiter (1983) 等均從經濟面說

明編製資產負債表的必要性。且認為由淨值 (總資產減總負債)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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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實表達出政府預算赤字的情形，進而瞭解是否符合跨代公平性及施

政責任。此種財務報表的表達方式不僅可以消除所謂的窗飾效果，亦可藉

由債務資訊的充分揭露，避免政府不斷的發行公債來支應財政赤字的窘

境，此外，亦有提高政府部門資產及負債管理績效。 

第 2.2 節  衡量焦點與會計基礎 

會計是一動態的溝通過程，主要以傳遞特定個體的經濟資訊，以幫助

決策者作縝密的判斷及決策。如何衡量與認列經濟個體所產生的經濟事項

與財務資訊，是影響會計資訊品質的主要關鍵，而衡量的兩個重點在於：

一、財務報導應表達那些資產與負債項目，即會計學上所謂的衡量焦點 

(measurement focus) ;二、各項資產與負債應在何時入帳，此涉及會計

基礎 (accounting basis) 之採用，衡量焦點的決定將影響會計基礎的選

擇，因此衡量焦點與會計基礎實為一體兩面，任何制度之採用，均關係著

經濟個體所提供會計資訊品質之良窳。 

2.2.1 衡量焦點
14
 (measurement focus) 

所謂衡量焦點係指一經濟個體的財務報表應表達那些資產與負債項目。會

計學上有三種基本的衡量焦點:一、當期財務資源（current financial 

resources）二、總財務資源 (total financial resources) 三、經濟資

源 (economic resources)。茲分述上述三種衡量焦點如下: 

A.當期財務資源 (current financial resources) 

當期財務資源係著重於衡量及報導一個經濟個體在一段會計期間內之現

                                                 
14參見鄭添原(1998)、許崇源、陳錦烽等(1999)、蔡揚宗(1999)、鄭如孜(2000)，張慧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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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收支狀況;所認列的資產包括現金，或在一段期間15內可以收到或應支付

的現金。因此，當期財務資源若採現金基礎，則其定義為現金，若採修正

基礎，則定義為現金及預期最近將轉換為現金的其他資產;列入負債者，

只限於預期不久需支付或將從備用財務資源中支付的負債。此衡量焦點主

要強調資源之流動性與預算遵循責任。  

B.總財務資源 (total financial resources) 

總財務資源係衡量一個經濟個體在一特定期間內所獲得的財務資源16，是

否足以支應各項財務資源的請求權，此衡量焦點在強調代際負擔公平原

則。總財務資源觀點下的資產包括現金及將產生現金的其他資產 (如其他

個體之債務證券、應收帳款及應收賦稅)，但不包括非預期出售的固定資

產、預付費用及存貨;負債則包含所有負債。此觀點所採取之會計基礎為

修正應計基礎。 

C.經濟資源 (economic resources)  

經濟資源係衡量一個經濟個體的經濟資源、對經濟資源的請求權及改變經

濟資源與其請求權的交昜、事項與環境的影響。此觀點所認列的資產，包

括財務資源與非財務的資源 (如固定資產等)，至於負債則認列所有的負

債;此衡量焦點強調營運績效，故其所採取的會計基礎為一般公認商業會

計的應計基礎。 

2.2.2 會計基礎
17
 (accounting basis) 

依據國際會計師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簡稱

IFAC) 的公共部門委員會 (Public Sector Committee) 於 2000年 5 月所

                                                 
15 所謂一段期間，通常為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 
16 依我國政府會計觀念公報第 3號對「財務資源」之定義係指現金、對現金、貨品或服務之請求

權 (含債務證券)，權益證券及可消耗之貨品。 
17 參見 IFAC(2000)、劉順仁(1997)、鄭添原(1998)、許崇源、陳錦烽等(1999)、張慧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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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的第 11 號《政府財務報導-會計議題與實務(會計基礎部分)》

(Government Financial Reporting:Accounting Issues and Practices)

研究報告，將政府會計基礎分為現金基礎、修正現金基礎、應計基礎、修

正應計基礎18四種，茲分述如下: 

A.現金基礎 (cash basis;又稱現金收付基礎或收付實現基礎)  

現金基礎之定義係指只有在收取現金或支付現金時，才會認列交易與事

件，即僅認列現金交易，至於其他非現金交易或事項，均不予認列。現金

基礎所衡量的為某一段期間內的財務結果，即該期間內現金收支的差異;

其提供給財務報表使用者的資訊，為某一期間內現金來源及運用情形，以

及在報導日的現金餘額，故其衡量焦點，為現金餘額及現金在當期間內之

變動。 

B.修正現金基礎 (modified cash basis) 

現金基礎之修正方式，通常在年度終了日時暫不關帳，待延遲一段指定的

期間後，才予以關帳 (通常這段期間約長一個月的時間19，待該期間結束

後始予關帳，此種會計方法一旦採用，所有政府機關均一體適用)。修正

現金基礎除揭露現金基礎下的項目外，尚可揭露近似現金餘額 

(near-cash balance)20 和其他資產及負債。本會計方法之衡量焦點為當

期財務資源及其變動。 

                                                 
18 鄭添原 (1998)、許崇源、陳錦烽等 (1999)、蔡揚宗、吳琮璠等 (1999)、鄭如孜 (2000) 探

討我國政府會計基礎雖列有契約責任基礎，惟會計學者均認為契約責任基礎並未規定收入認列

原則，因此該制度並無法成為獨立的政府會計基礎，而必須與其他會計基礎配合，才足以構成

政府財務報導之會計基礎。故本研究探討政府會計基礎係依國際會計師聯盟之分類討論。 
19 我國各機關收付事項截止日，依中華民國 93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要點第 7點規定:「⋯⋯

各機關應於次年 1 月 15 日截止支付，國防部所管軍費支出得延至次年 1 月 20 日截止支付，並

於截止支付日前，實際取據，以開立付款憑單之日期予以記帳。」 
20 近似現金餘額 (near-cash balance) 定義:係指在後續指定期間內的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IFAC, Governmental Financial Reporting:Accounting Issues and Practices. 2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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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應計基礎 (accrual basis;又稱應收應付基礎或權責發生基礎)21 

應計基礎係於交易或事件發生時，即認列記載該交易或事件的影響，而非

待現金交易發生時才予認列;亦即會計帳目的記載完全取決於交易或事件

對該經濟個體財務資源的影響是否已發生，而不管現金是否已收取或已付

出。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範企業組織對於收入入帳基礎，必須符合已賺得 

(earned) 及已實現 (realized) 兩條件，而費用則必須與產生收入交易

的同一期間內認列，即所謂的配合原則 (matching principle) 。應計基

礎會計的衡量焦點係所有的資產及負債，而非僅限於現金而已，故其衡量

焦點係經濟資源及其變動。 

D.修正應計基礎 (modified accrual basis)  

修正應計基礎為應計基礎的一種修正方式，係現金基礎與應計基礎的混合

制。在此基礎下，收入只有在符合類似權責發生數22 (susceptible to 

accrual) 的條件才得以權責發生基礎認列，否則依現金基礎認列之。至

於費用的認列，基本上大致與權責發生基礎相同，但亦有例外的，如一般

長期負債的本金或利息支出，得在其支付期間才予以記錄，故帶有現金基

礎之意味。 

 

 

 

 

 

                                                 
21 本文採國內會計學通用之定義，即應計基礎與權責發生基礎係同義，此與會計法第 17 條所稱
之權責發生制有別，說明見附註 8。 

22 所謂「類似權責發生數」依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 (Government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之界定，必須符合下列兩個條件:一、該項金額可以被客觀的衡量，二、該款項可用來 

(available) 支應當期的支出。而「可用來」一詞又同時必須符合下列兩項要件:一、該款項

可以合法用於支應當期的支出，二、該款項可在當期或會計年度結束後 60 天內收取，並可用

於支應上期發生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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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政府會計基礎分類、定義、優缺點及財務報導目的 

會計基礎 定   義 優   點 缺   點 財務報導目的 
現金基礎 僅認列現金交易及

事項，其他非現金交
易或事項均不予認
列。 

1.提供簡單及具客
觀性的財務報導。

2.可證明已遵循支
出的限制或符合
法令及契約規定。

3.可充分顯示政府
現金之來源、使
用、配置及未來現
金之需求情形。

1.無法表達現金以
外的其他經濟交
易事項。 

2.無法完整顯示財
務狀況及營運績
效。 
3.無法提供全部成
本 為 基 礎 的 資
訊，幫助決策者決
定是否繼續提供
目前的服務，亦或
以新的服務替代。
4.存有未入帳隱藏
性負債問題。 

1.國會可用來評估
是否遵循法定預
算執行。 

2.上級機關可用以
複核政府支出的
總額及性質。 
3.政府債權人及供
應商可以用以 評
估政府管理現金
餘額情形。 
4.財務分析家或經
濟學者可用以評
估政府財政需求
及對整體經濟之
影響。 

修正現金基礎 現金基礎的修正方
式，除認列現金基礎
下的款項外，尚包括
指定期間收付的款
項。 

1.拓展衡量焦點為
當期財務資源。

2.可幫助政府管理
當局作較佳的現
金管理及控制。

同現金基礎之缺點。1.同上現金基礎之
目的。 
2.尚可報導現金基
礎下，未能報導應
收及應付款項。

應計基礎 交易或事件發生
時，即認列記載該交
易或事件的影響，而
非待現金交易發生
時才予以認列;亦即
會計帳目的記載完
全取決於交易或事
件對該經濟個體財
務資源的影響是否
已發生，而不管現金
是否已收取或已付
出。 

1.充分完整表達政
府之財務狀況及
營運績效。  

2.增加政府財務透
明度及提高財務
資訊報導的整合
性及可靠性。  

3.真實表達政府債
務資訊，並提供有
效改進資產及負
債管理資訊。 

4.考量代際負擔公
平原則，減少跨代
間不公平負擔。

5.提供決策者重要
且相關的全部服
務成本的資訊。

6.較能創造政府經
濟績效改進誘因。

1.損益或收支差額
並非代表可使用
之現金餘額。 
2.帳務處理成本高。
3.部分費用之計提
需有主觀估計，易
有人為操縱或衡
量上的誤差。 

4.預算若非採應計
基礎，較難以相互
配合。 

1.報告政府的財政
責任。 
2.顯示政府財務狀
況及變動情形。
3.顯示政府處理財
務活動及滿足現
金需求能力。 

4.提供報表使用者
評估政府舉債及
清償債務的能力。

5.提供證明政府財
務報表已認列所
有資產及負債的
報告責任。 
6.評估政府各項施
政效率及效能。

修正應計基礎 係現金基礎與應計
基礎的混合制，收入
只有在符合類似權
責發生數條件下才
得以權責發生基礎
認列，否則依現金基
礎認列之。至於費用
的認列，基本上大致
與權責發生基礎相
同，但有例外情形。 

1.考量到政府收支
項目的差異性。

2.容許部分現金基
礎的應用，藉以簡
化會計事務處理
或便於預算的表
達。 

1.修正應計基礎於
何時切換現金基
礎與應計基礎的
條件模糊不清，致
不易有明確規範。
2.何時認列收支政
府 官 員 有 裁 量
權，有造成政府隱
藏性負債之嫌。

1.衡量政府或個體
的財務狀況，以確
定其具有支應各
項作業的能力。

2.滿足政府或個體
的負債及承諾能
力。 

資料來源:依據 IFAC (2000)，劉順仁 (1997)、鄭添原 (1998)、張慧民 (2001) 及吳文弘 
(2005)，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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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節  政府會計財務報導 

2.3.1 政府會計財務資訊表達 

Mellor (1996) 以權責發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可充分揭露政府各項施政計

畫的成本，衡量資源運用之效率效能，進而評估對總體經濟的影響程度，

因債務充分表達於財務達表內，故可增加政府資產與債務管理能力，進而

增加報表之攸關性、可比較性及財政透明度，在無法隱瞞實際政府的財務

狀況，亦可避免不當的財政支出。 

Polackova (1999) 指出或有負債是許多政府面臨財政不穩定的主要

來源，當特定事項發生時，這些依過去傳統未編列於預算或財務報表的財

政承諾，可能會造成政府巨額的公共債務，因而提高了政府的財政風險及

不確定性，財政狀況若忽略了預算外的一些政府承諾，那所揭露的財務資

訊圴不完整。 

Rizzo (1990) 未設有基金退休金準備的應付債務，以及已提供勞務

服務之公務人員，尚未給付之應計退休金負債，在現金基礎中無法顯示該

項負債，有隱藏政府的債務狀況，惟有仰賴權責發生基礎的資產負債表才

能充分揭露出來。 

鄭添原 (1998，p.73-78)，由紐西蘭、美國及愛爾蘭的改革經驗發現，

權責發生基礎的財務報導制度是可行、有用且是改革過程不可或缺的一

環，我國因未落實權責發生基礎，致政府財務資訊有未充分表達揭露、不

具時效性與未引進成本管理概念等缺失。將固定資產、長期負債及長期投

資列入資產負債表，有助於瞭解政府財務狀況，促進公部門的財務績效、

提供服務成本及對資產的管理等功能。 

陳峙維 (1999，p.45-57)，實證結果顯示:在固定資產方面有 75％的

受調者認為將固定資產列入平衡表，會增加政府會計資訊的有用性，而在

長期負債方面則有超過 65％的受調者認為應全面列入平衡表。顯示大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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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皆贊成我國政府會計依權責發生基礎進行各項會計處理。 

詹乾隆、沈大白、陳素緞 (2001，p.99-101)，目前普通基金公務機

關提供之會計報告並不能充分表達政府財務狀況，受訪者均認為改採商業

會計有助於政府財政規劃及資源分配。 

2.3.2  擬制或改編政府財務報導 

蔡揚宗、吳琮璠、賈齊 (1999，p.91-95)，重編 87 年度台北市政府綜合

財務報表，發現因固定資產、長期負債、長期工程建設資源及其他特定財

務資源等事項並未表達於報表內，造成財務資訊缺乏完整性且亦被扭曲，

致使財務報表使用者無法瞭解政府整體收支及財務狀況，亦無法衡量其績

效。 

許崇源、陳錦烽、林江亮等 (1999，p.25-47)，以應計基礎改編 86

年度基隆市政府決算報表，改編結果發現，依據完全權責發生基礎 (或完

全落實權責發生基礎) 技術上並無特殊困難之處，改編後之本期餘絀及淨

資產均遠大於改編前的金額，故其擔心將不可出售的資產入帳，可能造成

政府首長誤以為淨資產尚大，而造成舉債過多或浪費的情況，如何將政府

固定資產不可處分部分分類表達必須特別審慎。 

許崇源、陳錦烽等 (1999，p.91-98) 的疑慮，劉順仁 (2000，p.47)，

經由未針對基礎建設的性質進行特別考量之實驗發現，當基礎建設入帳而

導致政府淨資產鉅額增加時，會提高使用者對政府的財力評估，以致影響

施政決策，而造成舉債過多或浪費的情況，故政府對於建設之入帳及衡量

方式應審慎加以考慮。 

鄭如孜 (2000，p.58-90)，以應計基礎改編中央政府 87 年度的資產

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並以改編前後的財務報表能否提供遵循預算程度、

財務狀況、政務及營運結果、施政的效率效能等 4項財務報表有用性進行

問卷調查顯示，除遵循預算程度外，在財務狀況、政務及營運結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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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率效能等三方面功能，改編後財務報表有用性高於改編前的，顯示財

務報表使用者已從傳統重視遵循預算程度，轉而更重視施政效率效能的會

計責任及跨代公平性的概念。 

在評估財務狀況方面，受試者均認為政府應採商業會計的應計制編製

資產負債表;另審計人員因職責所在及發現目前隱藏性負債及承諾事項金

額非常重大，因此，更重視隱藏性負債及承諾事項等未報導的資訊。 

但詹乾隆、沈大白及陳素緞等 (2001，p.101) 指出，受訪者認為潛

在負債之經濟義務尚未發生且無特定支付個體，故不符合負債定義，似不

宜逕予列帳，尚以目前會計處理為當，惟如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應予附

註揭露之事項，則建議於會計報表中揭露之。 

2.3.3  我國政府會計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可行性 

張慧民 (2001，p.55-59)，目前以基金別表達的政府財務報表並未考慮到

跨代公平性，使用者因無法得知政府整體財務狀況，使得政府有誘因將財

政赤字及債務隱藏於附屬單位會計的特種基金中，以規避應有的責任及擔

當。故合併財務報表是政府會計未來的趨勢，惟應先建立完整清楚的基金

會計制度及編製完全的基金別財務報表後，方能編製合併報表。 

林嬋娟、鄭如孜等 (2001，p.77-93)，應計制及合併財務報表可以幫

助報表使用者評估政府的財務績效及提高政府決策品質，克服隱藏性負債

等缺失。我國若欲參照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的第 34 號「州與

地方政府的基本財務報表及管理當局評論分析」公報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在未建立完整清楚的基金會計制度前，基礎太過薄弱，故宜先修訂會計

法、相關配套的會計制度及討論那些資產負債項目應納入報表。此外，若

信託基金不列入合併財務報表，為避免編製報表者有操縱空間，宜大幅縮

減信託基金的範圍。未來我國若欲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宜先由中央政府開

始，再將編製經驗傳遞給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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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國內相關研究文獻彙總 

作  者 研 究 方 法 及 對 象 主  要  結  論 建    議 

鄭添原

(1998) 

問卷調查，以立法委

員、省、市議員及主計

主管人員為受試對象。

資訊提供者應將固定資

產、長期負債及長期投

資認列於資產負債表。

民意代表應配合會計相

關法令的修改，加速推

動政府會計的改革。 

陳峙維

(1999) 

針對中央、省(市)主計

人員及中央審計人員以

問卷進行調查。 

過半數受訪者均認為應

將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

列入平衡表。  

未來透過修法及政府會

計準則制訂，逐漸朝完

全權責基礎方向改革。

許崇源、

陳錦烽等

(1999) 

文獻探討法並以完全權

責基礎改編基隆市政府

86 年度報表並進行座

談。 

依據完全權責基礎編製

政府財務報表技術上並

無特殊困難之處。 

加速推動政府會計改革

及相關法令修法工作。

蔡揚宗、 

吳琮璠等

(1999) 

重編 87 年度北市綜合

財務報表並對專家學者

及主計人員進行深度訪

談。 

未認列固定資產、長期負

債、長期工程建設資源及

其他特定財務資源，無

法瞭解整體財政狀況。

可參考美國地方政府以

控制力及對財務資訊之

影響程度為列入財務報

導範圍。 

鄭如孜

(2000) 

以應計基礎改編 87 年

度中央政府財務報表，

針對主計及審計人員進

行問卷調查。 

改編後財報有用性高於

改編前，審計人員重視

隱藏性負債及承諾事項

等未報導事項之表達。

建議政府改以應計基礎

來編製決算報表。 

劉順仁

(2000) 

以正在修習成本會計之

會計系學生針對基礎建

設入帳問題及表達設計

問卷調查。 

基礎建設入帳會造成對

政府財政狀況過於樂

觀，有造成舉債過多及

浪費情形。 

政府對於基礎建設之入

帳及其衡量方式應審慎

加以考慮。 

張慧民

(2001) 

座談會方式邀請主計

處、審計部及學者專家

參加座談。 

現行制度有將財政赤字

及隱藏性負債藏於附屬

單位會計特種基金內，

規避應有責任。 

參考企業會計處理方

式，朝向應計基礎編製

政府的合併財務報表。

林嬋娟、 

鄭如孜等

(2001) 

文獻探討法及邀請主

計、審計人員及專家學

者進行座談。 

現行基金別財報表達方

式無法提供整體施政資

訊，且有隱藏性負債問

題。 

以循序漸近方式朝應計

基礎合併報表方向作改

進。 

詹乾隆、

沈大白等

(2001) 

文獻探討法、針對主計、

審計、立委、會計師及學者

問卷調查及深度訪談。 

除主計人員外，均贊成

採商業會計有助於財政

規劃及資源分配。 

政府應凝聚採商業會計

共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