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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非營利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1在民主社會中，因各種不同議題

（例如：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文化保存與傳承、終生學習、衛生

保健、社會福利…等），以及使命不同（有的以喚醒大眾利益為己任，有的以補

充公共服務之不足為宗旨，有的以監督政府功能為焦點）而有各式各樣的非營利

組織。這些非營利組織多是聚合志同道合的人群，為健全社會盡一份力量。台灣

自 1980 年代中期以後，因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的變遷，非營利組織有如雨後春

筍般紛紛成立，這印證了管理學大師－彼得杜拉克所指出的，非營利組織將是社

會上最蓬勃的力量，也需要吸引極多人才投入其中。 

台灣非營利組織的法源為民法（馮燕，2000；蕭新煌，2000），民法總則篇

第貳章第二節對「法人」有詳盡的規定，其最主要的精神乃：「法人」依據法律

而設立，同時必須向主管機關辦理登記後方得成立，成立後的法人得為權利義務

的主體（王澤鑑，2000），而根據民法總則之規範，將法人區分為社團法人及財

團法人兩類（如圖 1-1 所示），其中「社團法人」乃多數人集合成立之組織體，

其組成基礎為社員，無社員即無社團法人；另一方面，「財團法人」為多數財產

的集合，其成立基礎為財產，若無財產可供一定目的使用，即無財團法人可言。

財團法人並無組成分子的個人，不能有自主的意思，所以必須設立管理人，依捐

助目的忠實管理財產，以維護不特定多數人的公益並確保受益人的權益。其基本

上一律屬於公益性質，如私立學校、研究機構、教會、寺廟、基金會、慈善團體

等均屬之。 

而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對象即非營利組織下之「公設財團法人」（圖 1-1 之「政

府設立的財團法人」部分），公設財團法人為法人化的政府單位，關於會計制度

及處理準則並未有一套有效的適用性標準可供遵循，應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

規範，抑或是政府會計之處理，因而形成了一模糊地帶，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而為探究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處理適用問題，追本溯源，必須先論及其所隸屬之

非營利組織，爾後循序漸進更全面性的了解其相關之發展狀況，以便突顯公設財

團法人所存在之會計處理疑義的棘手問題。 
                                                 
1「非營利組織」之定義與名稱，最早是以「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之名稱出現，有別於政

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第三部門是近代的民主多元社會自行產生的組織，以非官方的組織行官方的

事體。隨著各地社會文化及歷史發展之異同，第三部門的名稱，甚至實質工作內容，也不盡相同；

例如：法國歸類為社會經濟體或稱為中介團體，英國稱作公共慈善團體，日本名為公益法人，美

國則為非營利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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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法人之分類 

對營利組織而言，已有一套完善且良好的會計處理準則（一般公認會計準

則，GAAP）可供依循，透過對經濟資訊的定義、衡量與溝通的程序，提供有用

的資訊予使用者進行決策判斷。如同一般營利事業，財務報表對於監督非營利組

織經營績效是一項重要且合理的方式，相關資訊能反映出組織是否有效的將資源

作適當的配置、報導組織的經濟資源，並有助於使用者評估管理當局運用資源的

責任與績效成果。因此，美國早期已針對非營利組織的特定會計事項訂定出可供

遵循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解決了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出現不一致的情況，也使

非營利組織的發展更趨於透明化。 

反觀台灣，近年來我國的非營利組織蓬勃發展，其本身的健全，不只可以增

強社會合作的基礎，更可促使台灣轉型為成熟的民主社會，公平合理地分享社會

資源。然而，現行非營利組織之各主管機關針對其監督之非營利組織所頒行的監

督準則及相關規定，內容多屬於會計制度之概略性或程序性規範，對於非營利組

織並沒有訂定一套專屬的會計制度。或許正因法令不全與監督不周，造成非營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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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不法情事與種種弊案層出不窮。許崇源（2001）即指出非營利組織的運作

過程發生弊端的主要原因來自於財務問題、逃漏稅問題或是不當的政治行為等。

歸咎其主要癥結乃來自於財務資訊的不透明，沒有一套專屬的會計制度可供依

循，將造成各非營利組織無「法」適從，社會大眾亦無從評估各個非營利組織之

財務狀況及其經營績效。 

目前美國「公立」非營利組織之會計處理主要受 GASB (Government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所管轄，而「私立」非營利組織之會計處理則為 FASB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所規範，其中 FASB 已針對非營利事業組織

制定了第 93、116、117 及 124 號公報2，提供了非營利組織之折舊認列、收受捐

贈、財務報表、投資及的會計處理方法，另外，亦有第 136 號公報3乃以非營利

組織為主要對象，規範了有關移轉資產予非營利組織之會計處理準則。由此可

知，美國非營利組織於會計處理上已有一套可茲依循的會計原則。我國目前非營

利組織的發展已趨於成熟階段，且我國行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專責機構下之政

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類似美國之 GASB）已針對政府之各單位組織擬定

一套適用的政府會計觀念公報與準則公報。因此，就政府單位組織（公立非營利

組織）而言，已有一套統一之規範可供依循；而對於公設財團法人尚無一套適切

準則可茲遵循的情況下，此政府會計觀念及處理準則公報的發佈便成了公設財團

法人之最佳參考來源之一。 

相對來看，公設財團法人雖屬於非營利組織之一環，但其會計處理並未有一

套適用標準，大部分的公設財團法人組織採行營利組織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亦

有採用適用於政府組織的政府會計準則，更甚者兩者參雜交互使用。然而，針對

營利組織所制定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尚可能無法完全適用於私立非營利組織，更

遑論提供公設財團法人適切的資訊；且政府會計處理準則，乃完全針對政府組織

所作之規範，因之致使公設財團法人本身及其報表使用者於報表比較、績效評估

及制定決策上的困難。 

由於非營利組織不以營利為目的，其業務性質及所處環境異於其他營利事業

組織，因此現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於非營利組織（含公設財團法人）而言，將

產生適用上的疑慮，故引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為：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對於公設財團法人之適用狀況及可能產生的缺失與弊端，而本研究亦擬與美

                                                 
2 SFAS No. 93: Recognition of Depreciation by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SFAS No. 116: Accounting for Contributions Received and Contributions Made. 
SFAS No. 117: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SFAS No. 124: Accounting for Certain Investments Held by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3 SFAS No. 136: Transfers of Assets to a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or Charitable Trust That Raises 
or Holds Contributions for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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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FASB 針對非營利組織所制定的第 93、116、117 及 124 號公報進行分析比較，

以了解其間的差異之處及可能存在的良好參考依據。 

另外，以本研究之主要探討對象－「公設財團法人」來看，其性質與美國之

公立非營利事業組織相仿（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 (GASB)於 1984 年成立，

促進州及地方政府財務報導的一致）；同時，其亦與我國之政府組織單位之性質

相近（我國行政院主計處已有專責機構－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制定了七

號的政府會計準則）。雖然政府會計準則乃適用於公立非營利組織單位，然而公

設財團法人部分在尚未有統一規範性的適用準則之前，政府會計準則則成了公設

財團法人在會計處理上主要參考來源之一。然而，有相關研究指出，我國目前政

府會計資訊存有未充分揭露、常失時效性及缺乏成本管理概念，並無法滿足使用

者的需求，且多數使用者表示政府會計資訊並未發揮財務報導功能，其資訊有用

性尚待提升（鄭添原，1996；林佳欣，1999）。而高淑娟（1998）亦指出，政府

財務報導範圍不夠明確，且財務資訊過於複雜，基金會計未能呈現財政全貌，財

務管理功能支離、報表間缺乏聯繫、科目間整合存在落差等問題。張勝川（2001）

提及應增加會計資訊揭露的管道，以提高政府財務的透明度。由此彰顯出我國政

府會計制度應重新研議與修正，以促使會計資訊之有用性。 

國際上關於政府會計的發展趨勢，為了解決政府部門之績效不彰、財務報告

品質低落等諸多財政問題，有許多國家已相繼導入商業會計的觀念於政府會計之

中，例如美國及紐西蘭、澳洲等國家。而國內也有許多學術研究倡導政府公務會

計應採用「應計基礎」來作處理，較能提高政府會計資訊之有用性（劉順仁，1999；

鄭如孜，2000）。 

目前我國行政院主計處已出版了三號的「政府會計觀念公報」及七號的「政

府會計準則公報」，以使會計處理及財務報導能有相關的基本假設、會計報表要

素認列及基本會計原則可茲依循。由此，本研究所擬探討之第二個研究問題為：

公設財團法人如為遵循「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範，從事其相關之會計處理及

報表之編製，是否可能存在適用上的問題，抑或能否適切表達出其攸關之營運效

能。此外，本研究亦同時比較美國及中國大陸等國家之政府會計制度，以了解我

國政府會計在發展上是否仍存有任何尚待改進之處，期能提供更適切之會計資訊

協助財務報告使用者瞭解及評估政府單位之運作效能，繼而提供主管單位進行公

設財團法人會計處理準則立法時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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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有鑑於國內非營利組織財務報表並未公開，資源提供者、主管機關無法透過

財務報表監督管理當局是否將資源作有效的管理運用，亦無法判斷非營利組織營

運成果良窳及持續營運的能力；國內非營利組織目前並無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可茲

遵循，而是由所屬之各主管機關制訂會計制度，或組織自行訂定會計制度，甚至

無任何制度可言，在此等此情下，以會計專業的角度而言，亟需一套專門適用於

非營利組織單位之會計準則以供依循。 

本研究以「公設財團法人」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其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適

用上所產生之疑慮及可能衍生的問題，並與其他各國對於非營利組織之會計處理

方式做一比較，同時深入探討公設財團法人參照政府會計準則時可能存在哪些制

度上的缺失，以供政府主管機關從事政策改進時之參考依據。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 

(1) 探討各國非營利組織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2) 探討我國目前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及其所衍生出之會計處理問題。 

(3) 比較各國與我國於公設財團法人會計制度之發展狀況，藉以了解我國相關的

準則制度是否存在任何缺失，以期改進現有之政府會計制度抑或解決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於公設財團法人之適用性上的問題；並希冀政府主管機關能制定

出一套專門適用於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處理準則制度。 

(4) 藉由個案分析的方式，了解不同主管機關下之公設財團法人組織，探討其所

採行之會計處理方式及報表表達等方面的現況與潛在的適用性問題，希冀能

更為完整的呈現出現行制度實有所需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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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預期研究貢獻 

本研究主要探討非營利組織下之公設財團法人於會計及財務報導的處理方

式，並討論其可能存在的問題，期望研究之結果，可提供學術界及實務界以下之

貢獻。 

一、對學術界而言 

    過去國內探討非營利組織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文獻並不多，其中關於

「公設財團法人」領域之著墨更少，而本研究以公設財團法人為主要研究對象，

深入探究其在現行會計制度的適用性上可能產生之疑義及缺失，相信有助於補充

國內文獻之不足。 

二、對實務界而言 

    本研究之結果將彙整出公設財團法人於現行會計制度上可能產生之適用性

的問題，透過對於這些問題之剖析及了解，希望能喚起各界對於公設財團法人之

重視，並促使主管機關擬定出一套可茲依循之統一規範。具體而言，本研究希冀： 

(1) 促使國內會計人員與資訊使用者重視非營利組織之財務資訊。 

(2) 促使公設財團法人組織了解其現行所採用之會計處理方法可能存在的問

題，以便更為謹慎的運用這些會計處理方法，藉以提高其財務資訊之透明度。 

(3) 政府主管機關應能正視現有制度在適用性上可能存在的疑慮，可茲進一步參

考美國制訂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的模式，訂定可供國內非營利組織甚或公設財

團法人依循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以改進其財務報表表達的方式，提供更有

用的資訊予廣泛的資訊使用者所使用。 

會計之健全發展，實優良管理及績效評估賴以達成之前趨。公設財團法人會

計係屬非營利組織會計之一環，在現今尚未有相關會計審計準則的情況下，致實

務上作法莫衷一是，迭生爭議，故應積極採取必要的因應措施。經濟的成長與社

會的多元化，配合財團法人的功能擴展及蓬勃發展，希冀藉由本研究之分析與探

討，能讓財團法人會計獲得各界之重視，以維護公眾之權利，並期使政府單位予

執行其有限預算資源時能充分運用，以產生最大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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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之研究流程如圖 1-2 所示，共分為六個章節，茲將各章簡要之內容說

明如下： 

第壹章：緒論－本章節敘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動機與研究目的、預期研究貢獻

與研究流程架構。 

第貳章：公設財團法人組織概述－本章節先就非營利組織做一全面性的介紹，分

別針對其特質、分類及相關之財務報導資訊進行了解，並與營利組織之

異同處作進一步之分析比較。而後則深入介紹本研究之主要探討對象～

公設財團法人組織。 

第參章：各國非營利組織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介紹－本章節主要介紹國外非營利

組織之會計處理的發展情況，以美國及中國大陸為主，此外並分析比較

此兩地區在會計處理及報表表達上之異同處。 

第肆章：現行台灣公設財團法人會計處理與財務報導之介紹－本章節首先介紹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觀念性架構及其會計處理，並探討其於公設財團法人

組織下之適用性，最後針對我國與各國在會計處理及財務報表表達之異

同處做進一步之分析比較。 

第伍章：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處理問題探討～以個案為例－本章節主要利用個案

的方式探討與分析公設財團法人組織於資產、淨值、收入及支出等方面

之相關會計處理問題。 

第陸章：結論及建議－針對本研究之發現進行結論之彙總，同時說明研究限制與

對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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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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