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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各國非營利組織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介紹 

第一節 美國非營利組織及政府會計處理發展及準則 

一、美國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發展 

在美國，制定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準則機構中，有兩個權威的機構。分別

是 FAS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及 GASB(Government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這兩個機構的關係密切，二個機構都由財務會計基金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設立，FASB 成立於 1972 年；而 GASB 成立於

1984 年。原則上，所有非營利組織應遵循 FASB 所發佈的公報，然而，公立財

團法人主要遵循 GASB 第 20 號及第 29 號公報之內容優先適用 GASB 公報1，

對於 GASB 未規範之會計事項，方可採用 FASB 公報。因而導致美國公私立財

團法人使用不同的會計準則，而私立財團法人主要遵循 FASB 第 93、116、117、

124 號公報及第 136 號公報之規定。 

在 FASB 制定非營利組織(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 NPO)適用的公報，及

後來 GASB 成立之前，NPO 早已存在，NPO 需要會計處理規範來引導其作會

計處理，這個責任即由當時的 AICPA(American Institute of CPAs)承擔起來。

AICPA 所頒布各該行業適用的狀況公報(Statements of Position)及查核與會計指

引(Audit and Accounting Guides)中非營利組織適用部分。1979 年，FASB 發佈

第 32號公報，將AICPA發布查核指引”自願性醫療及福利機構之查核”(Audits of 

Voluntary Health and Welfare Organization)及 SOP 第 78-10 號納入 FASB 公報

中，此舉使得非營利組織於使用這些公報及指引時有所依據。FASB 成立之初，

制定的會計原則係針對營利事業，後來才延伸到 NPO。這個延伸的跡象，在 1980

首次出現，當時 FASB 發表財務會計準則觀念公報第 4 號，該號公報名為”非營

利事業財務報導的目標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by Non-Business 

Organization)。1985 年，這個跡象更加明顯，FASB 發表財務會計準則觀念公報

第 6 號“財務報表要素(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取代 1980 年曾發出的

第 3 號公報”企業的財務報表要素(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第六號觀念公報之所以發表，是因其納入 NPO 之故。 

由於美國之會計發展較我國早，且制度較我國完備，探討非營利組織之文

獻亦較多，因而本章各節將以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為基礎，探討美國私立非營利

組織、政府會計之會計處理。並將美國非營組織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歷史發展

                                                 
1 FASB 規定未被 GASB 認可為適用於政府單位者不再被政府視為一般公認會計準則，而將其

列入會計文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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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整理在表 3-1 當中。 

表 3-1 美國非營利組織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發展 

時間 發佈機構 公報名稱 說明 
1973 AICPA 查核指引：大專院校查核

(Industry Audit Guide ：
Audit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ICPA 發佈之一連串特

殊行業會計準則之一，此

準則在規範大專院校的

會計處理原則 
1979 FASB FASB 第 32 號公報 SOP 及查核指引納入

FASB 公報，消除 NPO 在

適用時之不確定性 
1980 FASB 觀念公報第 4 號 FASB 開始涉足 NPO 
1981 AICPA 查核指引：某些 NPO 的查

核(Audit of Certain NPO) 
NPO 不須提折舊(1995 年

廢止) 
1985 FASB 觀念公報第 6 號 取代第 3 號觀念公報納入

NPO 
1987 FASB FASB 第 93 號公報 所有 NPO 都須計提折舊 
1990 AICPA 查核指引：醫院的查核 規定醫院的會計準則

(1995 年廢止) 
1991 GASB GASB 公報第 15 號 大專院校不准引用 FASB

公報的規定 
1993 FASB FASB 第 116 號公報 規定所有 NPO 對捐贈的

處理 
1993 FASB FASB 第 117 號公報 所有的 NPO 都須編製整

個個體的財務報表 
1995 GASB Preliminary Views 公立學校仍沿用基金結

構下的會計及財務報告

架構，但可有雙重表達 
1995 AICPA 醫療機構產業的查核及會

計指引 
AICPA 認為 NPO 應採用

FASB 第 93、116 及 117
號公報 

1995 GASB GASB 第 29 號公報 公立 NPO 暫不採用 FASB
第 93、116 及 117 號公報

1995 FASB FASB 第 124 號公報 規定所有 NPO 對所持有

的某些投資之會計處理 
1996 AICPA AICPA 查核指引：非營利

組織 
幫助非營組織依GAAP來

編製財務報表，並幫助會

計師查核非營利組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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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1999 FASB FASB 第 136 號公報 代理與捐贈之區別，捐贈

指非營利組織對所收到

資 產 具 有 裁 量 權

（Variance Power） 

資料來源：參考馬秀如，「財團法人會計處理之發展」，今日會計，第 66 期，頁 14-16。 

二、美國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準則 

在財務會計觀念公報納入 NPO 之後，FASB 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涵蓋的範

圍也隨之擴展。FASB 專門為 NPO 發表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有第 93 號公報”

折舊(Recognition of Depreciation by NPO)”、第 116 號公報” 捐贈 (Accounting 

for Contributions Received and Contributions Made)”、第 117 號公報” 財務報表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NPO)、第 124 號公報“投資(Accounting for Certain 

Investments Held by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及第 136 號公報”代收捐贈之資

產移轉”，這些公報適用所有的私立 NPO。茲將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準則介紹

如下： 

(一) 固定資產折舊之會計處理準則 

在 FASB 發佈第 93 號公報之前，大部分的非營利組織並不會在其財務報表

當中列示固定資產有關的折舊費用。1987 年 8 月 FASB 發佈第 93 號公報後，

要求非營利組織在一般性對外財務報表中認列耐久性有形資產之耗用成本，亦

即折舊費用，該折舊費用列示於使用之資產項下。但該公報允許下列兩項例外： 

1. 特定藝術品、具歷史或文化價值而值得永久保存之文物，且持有者有能

力保持該物品。 

2. 政府個體從事非營利組織業務，並依循 GASB 之折舊準則來處理耐久性

有型資產之耗用者，則不受 FASB 第 93 號公報之規範，如公立醫院、公

立大學。 

此外，非營利組織應於財務報表中揭露下列事項： 

1. 報表期間之折舊費用。 

2. 按折舊性資產之性質或功能分類的各類折舊性資產餘額。 

3. 按折舊性資產之性質或功能分類的各類折舊性資產之累積折舊。 

4. 各類折舊性資產所使用的折舊方法之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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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提列折舊，如同營利機構遵循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折舊方

法有直線法、加速折舊法（包含年數合計法、生產數量法及倍數餘額遞減法）

與其他折舊法（包括重置法、報廢法與集體折舊法）。一般而言，非營利組織使

用直線法較為普遍，因為若採用加速折舊法並沒有所得稅上之優惠。 

(二) 捐贈之會計處理準則 

捐贈收入是許多非營利組織的生存根源，非營利組織可能從補助款、收取

捐贈以及其他方式中獲取捐贈收入，捐贈收入認列及會計處理即成為一項重要

的議題。在 FASB 發佈第 116 號公報之前，美國會計師公會對於捐贈之會計處

理有前後不一致的現象發現，因此 FASB 於 1993 年 6 月發佈第 116 號公報，規

範營利及非營利組織有關捐贈之會計處理，以提供所有非營利組織捐贈會計處

理的指引，但其不適用於互換交易（如個體擔任代理、受託、仲介的角色）、免

稅、獎勵或減稅。另外，尚需依其用途是否受捐贈人限制而區分為未受限

(unrestricted)、暫時受限(temporarily restricted)及永久受限(permanently restricted)

之捐贈。 

1.捐贈之定義 

FASB第116號公報將捐贈定義為：“無條件的將現金或其他資產移轉給某個

體，或由所有權者之外的其他個體以志願性的非互惠移轉來償還或取消該個體的

負債”，具體而言，捐贈乃指(1)無條件、自願地將現金或其他資產移轉給另一方，

而不要求對方給與相對之交換價值(2)無條件、自願地解除另一方的債務，其他

資產包括證券、土地、建築物、勞務，及無條件承諾於未來提供資產者。口頭或

書面承諾捐贈現金或其他資產，必須有足夠的證明文件，方可於財務報表中認

可，且捐贈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必須是非互惠的移轉2。 

(2)必須是自願性的給予或收取。 

(3)必須完成所有權人的轉入或轉出3  

(4)必須是無條件的。 

                                                 
2非互惠性的移轉意指捐贈者對於其捐贈，並無預期會收取任何東西作為報酬。捐贈必須是志

願性的給予或收取。 
3
指捐贈者不能有所有權利益。參閱FAS No.116內容如下：Contributions are transfers to or from 

entities acting other than as owners. For example, those characteristics distinguish contributions from 
exchange transactions, which are from investments by owners and distributions to owners, which are 
nonreciprocal transfers between an entity and its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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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受捐贈（Contribution）之會計處理 

FASB 第 116 號公報係規定捐贈及提供捐贈之會計處理，其規定可適用於

營利或非營利組織，所有捐贈於收到時，以公平市價認列為該報表期間之收入。

捐贈會計處理的第一步驟是：決定承諾贈與（promises to give）是否有效。FASB

第 116 公報要求必須存在能夠證明捐贈者意圖的文件，例如：保證卡、信件回

覆、電話談話記錄、口頭承諾的日誌等文件即能夠證明具有法律強制力的意圖

或承諾贈興，若捐贈者對於其捐贈可任意改變心意，則此類捐贈僅為意圖的表

達，並不是承諾贈與。在捐贈者付款之前，該保證應該記錄為暫時受限制之收

入。 

捐贈會計處理的第二步驟是：決定捐贈是否為無條件的（unconditional）或

有條件的（conditional）承諾贈與。根據FASB的定義，無條件代表未來收到的承

諾沒有不確定性，而有條件則為未來且不確定的事件。其認列原則如下： 

(1)無條件的承諾贈與：無條件的捐贈將被認列為收入。 

(2)有條件的承諾贈與：在條件被達成前為止是不能認列為收入的，但可加

以揭露。 

在有條件的承諾贈與中，若未來極不確定的條件沒有被達成的話，捐贈者

則可以將其捐贈收回。因此，有條件的承諾贈與不能立即認列是合理的做法。 

捐贈會計處理的第三步驟是：決定捐贈資產的限制水準，以適當地分類所

取得的淨資產。所有的捐贈都必須被分成下列的三項類別： 

(1)未受限制的（unrestricted restricted）：指捐贈者沒有強加限制的，而備供

非營利組織直接使用者。 

(2)暫時受限制的（temporarily restricted）：指捐贈者有強加可能會隨著時間

的經過或組織的行動而被滿足的限制者。 

(3)永久受限制的（permanently restricted）：指捐贈者有強加組織無法移除

之限制者。 

財務報告會將淨資產（net asset）分為三類：未受限制的、暫時受限制的及

永久受限制的，以明確的表示可用性與捐贈者的意圖。一般捐贈者的限制大都

是時間或目的限制，並且賦予非營利組織必須滿足捐贈者限制的信託責任，這

類的捐贈一直到時間或目的達成前將分類為暫時受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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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限制與捐贈者限制並不相同：捐贈者強加的限制可能會隨著時間的經

過或組織的行動而被滿足，受限制的捐贈可以認列為收入；而有條件的捐贈直

到條件被實現前，只能揭露而不能認列為收入。 

捐贈會計的三個基本步驟處理順序可彙總如下： 

(1)決定是否為有效的贈與承諾。若有則進入第二個步驟，若無則停止。 

(2)決定捐贈是否為無條件的。若是則進入第三個步驟，若不是（即有條件

的捐贈）則停止並且以附註的方式揭露。 

(3)決定捐贈的限制水準，將其適當地分類成未受限制、暫時受限制、永久

受限制之淨資產項。 

若收到屬於財產贈與之非現金捐贈，亦依照上述標準將其報導為捐贈。若該

項目可被使用或出售，則以捐贈時之公平市價來記錄；若不能，則不可以認列

為任何捐贈收入，如財產贈與是保證捐贈性質，後來無法實現時就必須認列壞

帳費用。若符合先予以認列捐贈，但在收到財產贈與前受贈資產的價值下跌，

則必須將相當於先前認列的捐贈收入部分認列為費用或損失；如果受贈資產的

價值增加，除非該資產為具有立即可決市價的權益或債務證券，否則不能認列

該項利得。 

3.勞務之捐贈 

當受贈者勞務捐贈或藝術品捐贈時，該非營利組織須視情況以決定是否須以

公平市價認列為該報表期間之收入。對組織提供自願性之服務，若符合下列兩

種情況之一，應將該服務視為捐贈，並認列該服務之價值為捐贈收入。若同時

不符合下列兩種情況，則不應認列該服務之價值，但 FASB 第 116 號公報仍然

鼓勵揭露此資訊。 

(1)該服務可創造或增加非財務性資產 

(2)該服務 

a.需要專業技能 

b.由擁有該專業技能者提供 

c.如果捐贈人不提供，則非營利組織必須向外購買 

專業技術的例子包括：會計、財務、法律、電力、配管工程等等。若受贈的

服務符合可以被認列為捐贈收入的準則時，應以公平市價來評價，並同時認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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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金額為費用，就好像該組織購買其所需的服務一樣。 

4. 珍貴歷史文物之捐贈 

非營利組織可能負責維護藝術收藏品、歷史文物與其他資產，這些珍貴歷史

文物通常是存放於博物館的。珍貴歷史文物應以歷史成本或受贈時的估計公平

市價入帳。若符合下列條件才能視為珍貴歷史文物的項目： 

(1)持有供公共展覽、教育或促進公共服務研究，非以財務利得為目的的。 

(2)須受保護的、不受妨礙的、受照料與保存的。 

(3)根據組織政策的規定，出售珍貴歷史文物的收入必須用於購置其他珍貴

歷史文物。 

珍貴歷史文物可選擇採取資本化或非資本化，但所有的項目應該要統一以一

種方法處理，不得就某些項目選擇資本化或非資本化。若珍貴歷史文物資本化

入帳，須同時認列捐贈收入，如不將其資本化入帳，則無須認列捐贈收入。 

5.耐久性資產之捐贈 

當非營利組織收到耐久性資產之捐贈時，若該耐久性資產可被使用或出

售時，則以捐贈時之公平市價來認列，若該耐久性資產沒有價值，而且不能

被使用或出售，則不應認列任何捐贈。若在實際收到該耐久性資產捐贈時，

該耐久性資產有價值下跌現象，則必須以當初認列捐贈與實際收到捐贈之差

額認列該耐久性資產跌價損失；如果該耐久性資產價值增加，除非耐久性資

產為具有立即可決定市價( FASB 第 124 號公報所定義的)的權益或債務證券，

否則不能認列利得。 

捐贈人未限制非營利組織使用該資產之年限，而受贈組織之會計政策隱

含有時間限制，則可將該資產視為暫時受限制之捐贈。使用限制用途之捐贈

現金或其他資產來購置耐久性資產者亦同。隨著每年的折舊提列，再將折舊

部分重分類為無限制淨資產。若非營利組織對於耐久性資產之會計政策無隱

含時間限制(implied time restrictions)，而且捐贈人未限制捐贈之耐久性資產的

使用，則應將該資產視為用途未受限之捐贈，且非營利組織應揭露其相關會

計政策。 

6.分割利益合約之捐贈 

當捐贈者藉由信託或其他方式捐贈資產予其指定之多個受益人，而受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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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非營利組織時，此種捐贈安排稱為「分割利益合約」（Split-Interest 

Agreements）。一般較常見的分配利益契約有五種，分別為：慈善的主要利益

信託（charitable lead trusts）、第三者管理之永續信託（perpetual trust held by a 

third party）、慈善剩餘利益信託（charitable remainder trusts）、慈善贈與年金

（charitable gift annuity）及聯資收益基金（pooled life income fund）。 

這些合約都有捐贈者所給的初始贈與或贈與意圖，在分割利益的合約期間

內利益將分配給捐贈者所指定的某些受益人，至於剩餘的資產則將移轉或保留

給其他指定的受益人。舉例而言，捐贈者簽訂一項法律合約，同意在其過世後

移轉投資資產的所有權，但在他仍然存活時，將保留所有由資產所產生的投資

收益。此「利益分離」是指捐贈者可取得資產投資收益的利益，而非營利組織

則可獲取資產的其他利益。在捐贈者死亡時，該資產才屬於受贈者，所以其為

無條件的、受限制的捐贈，而且直到其死亡為止投資收益是給予捐贈者的。受

益人可能是捐贈者、捐贈者所指定的其他團體、以及非營利組織。可取消的分

割利益合約會被記錄為意圖贈與；不可取消的分割利益合約，會被記錄為慈善

捐贈。依據分割利益合約中的條件，捐贈收入將會被記錄為未受限制的、暫時

受限制的、或永久受限制的。 

分割利益契約之相關資產及負債應於財務狀況表或其相關附註中與其他

資產及負債分開揭露。捐贈收入及分配利益契約之價值變動應於業務彙總表或

其相關附註中分開揭露。財務報表附註中包括分配利益契約之相關揭露如下：

1.分配利益契約之一般內容之描述；2.用以認列資產之基礎，例如成本法、成本

與市價孰低法、或市價法；3.計算現值時所使用之折現率、精算假設等。 

(三)投資之會計處理準則 

1.不適用於權益法及不須編製合併報表之投資 

由於非營利組織在投資會計處理上意見紛歧且無一致標準，FASB 為了改

進此缺失及增進非營利組織間財務報表的比較性，於 1995 年制定第 124 公報，

藉以提供予非營利組織投資會計處理時依循標準。FASB 第 124 號公報相對於

FASB 第 115 號公報而言較為簡單，因為前者沒有要求非營利組織將證券分類

成經常交易、備供出售、長期持有三大類。該公報規定所有債權證券及可立即

決定公平價值之權益證券應於財務狀況表上以公平價值來衡量。至於其他投

資，例如不動產投資、合夥權益、及無法立即決定公平價值之權益證券，可依

其屬性自行決定應採用成本法或市價法。該公報規定，當符合下列條件之一時，

即可視為有立即決定公平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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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通過 SEC(證券管理委員會)上市或上櫃標準，並具有市價或買賣價

者。 

(2)就僅能在國外市場交易之權益證券而言，該外國市場之規模與流動性

應與美國市場相當。 

(3)若係投資於共同基金，每股之公平價值應係公開發布且為現行交易之

依據者。 

FASB 第 124 號公報除要求非營利組織以公平市價立即決定的公平價值報

導其投資的權益證券及債權證券外，亦規定應於營運活動表報導所投資有價證

券公平價值之變動，該變動包括投資收益（investment income）及投資利得或

損失（investment gains or losses）兩個部分，投資收益指所賺取之股利或利息，

投資利得或損失表示有價證券投資之增值(減值)部分。非營利組織之投資利得

或投資損失，應於營運活動表中認列，並區分其為未受限、暫時受限或永久受

限淨資產。 

不論捐贈資產是否受限，該資產所產生之投資利得及損失通常作為未受限

淨資產之增(減)，除非該資產之淨利受捐贈者或法令限制用途。股利、利息及

其他投資收益亦同，除非其用途受捐贈者限制。若預期捐贈者之限制可於受限

投資利得及收益產生當期解除，可將其列為未受限淨資產之增加，但須一致地

採用，且須於報表中揭露此一會計政策。若捐贈者未限定捐贈資產之用途，但

限制該資產之投資收益於特定目的，則其投資收益及利得屬暫時受限淨資產之

增加。若捐贈者限制捐贈資產之用途，若因損失使得資產之價值低於捐贈者指

定或法律規定之額度，則事後之增值應先彌補資產之金額至原先規定的額度，

剩餘部分再做為暫時受限制之淨資產處理。 

另外，FASB 第 124 號也要求非營利組織應於每期營運活動表中揭露下列事

項： 

(1)投資報酬之組成份子，至少應包括：投資收益、以公平價值報導之投資

淨利得與損失，及非以公平價值報導之投資淨利得與損失； 

(2)如果投資報酬可被分為營運產生與非營運產生，應揭露投資報酬與營運

活動表所報導的調節資訊，同時要描述區分投資報酬是否屬營運部分之

會計政策，及當環境改變時該政策將如何改變。 

FASB 第 124 號也要求非營利組織應於每期財務狀況表中揭露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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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投資之總面值，例如證券投資、美國國庫券、共同基金、債務證

券、房地產。 

(2)計算投資帳面值的基礎標準。 

(3)除債權證券及可立即決定公平價值之權益證券外，對於無公平價值表

達的投資，應揭露其用來估計投資之公平市價的方法與重大假設財務結

構。 

(4)在報告日投資之公平市價低於捐贈者所訂條件或法令規定應有之金

額，所有受捐贈者限制之捐贈投資不足金額應予以揭露。 

(5)具有重大的市場風險集中度的每一項個別投資或投資組合之性質與帳

面值。 

(6)非營利組織亦必須遵守根據 SFAS 第 138 修訂之 SFAS 第 133 號公報有

關衍生性商品和避險活動的揭露。 

2.關係個體之會計處理準則 

非營利組織可能對另一個體因投資而具有控制權或有財務上的關係，兩個

體的財務報表是否應該合併及是否應予揭露以提供決策者對組織整體確實情況

即成為議題。AICPA SOP 94-3 提供非營利組織有關聯屬個體報導模式之指引，

以及在三種產業審計指引（大學院校、健康及福利性組織及特定非營利組織）。

通常來說，個體間關係之性質，應該將二個體的財務報表合併以一份報表表達，

即使不編合併報表也應該要予以附註揭露。 

非營利組織因投資而與另一個體具有財務關係時，可分為關係個體為營利

組織及非營利組織情況，在關係個體為營利組織下，非營利組織透過直接或間

接方式握有營利組織主要股票權，且具有控制營利組織財務能力並預期非暫時

性，若其符合 ARB 第 51 號公報及 FASB 第 94 號公報規定，則應該編製合併報

表。如果組織持有低於控制權股數，但對該營利組織具有重大影響力，若符合

APB 第 18 號意見書則應採用權益法報導其投資狀況。若組織不具影響力，則

應依照 SFAS 第 124 號公報以公平市價加以表達。 

非營利組織或許對另一個或多個非營利組織以擁有產權、控制權、或經濟

利益方式而有相關連，則非營利組織與其關係非營利組織應編製合併報表，但

若此控制關係是短暫性的存在，則不得編製合併報表。當不得編製合併報表時，

所有關係個體都須依 FASB 第 57 公報的要求予以揭露有那些關係個體，以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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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關係的性質為何。例如：管理階層成員、辦事員或員工捐贈給某一組織是沒

有收取相對的經濟利益則不需要揭露，而與捐贈者的責任有關所產生的薪水、

工資、員工福利及費用付款並不視為有相對利益。 

(四)非營利組織代收捐贈之資產移轉會計處理 

FASB 第 116 號公報第四段提到，該公報所規定之捐贈會計處理不適用於

組織基於代理人、信託人或中介者之角色所從事的資產移轉，且在某此情況下

欲區分代理或捐贈，並非一件容易的事。在 FASB 第 136 號公報中規範代理與

捐贈之區別，以非營利組織對所收到資產是否具有裁量權（Variance Power）而

定。即組織如果收到捐贈者的資產，並同意移轉給特定受益人時，過程中組織

對於資產沒有任何決定性能力時，此交易性質可稱為代理人性質交易。即當報

導個體扮演代理人、受託人或中介者之角色時，則該資產的移轉並非屬於捐贈

性質，故不適用 FASB 第 166 號公報之規定，則屬於第 136 號公報規範代收捐

贈之資產移轉的會計處理。 

當資產收受組織有下列兩種情形時即不為代理機構，捐贈者給予資產收受

組織裁量權，能夠重新指揮資產給另一位受益人，及資產收受組織與受益者間

持續有的經濟利益關係（financially interrelated），則必須回歸至 FASB 第 116

及 117 號公報的規定，將收受的資產認列為捐贈收入與費用。當資源提供者有

權利重新指定受益者、資源提供者對於給予受益者利益有設條件，或該資產移

轉可被撤銷或應被償還、資源提供者控制該資產收受組織，且指定之受益人並

非資源提供者的關係個體、及資源提供者明定自己或關係個體為受益人，且該

資產移轉非屬權益移轉，在這四種情形下，資產收受組織應自捐贈者處所收到

的資產列為可退回預收款處理。當資源提供者指定自己或關係個體為受益人、

資源提供者與資產收受組織間，其中一方對另一方之淨資產具有現在持續中的

經濟利益關係、資源提供者預期可獲得資產移轉後所產出之投資收益，但不預

期收回移轉資產，在這三種情形下則該資產之移轉即為權益移轉。 

資產收受組織自捐贈者所收到之現金或其他財務性資產，應以公平價值認

列該資產及對捐贈者所指定的受益者的負債，當資產移轉給特定受益人後再沖

銷此項目。而當資產收受組織自捐贈者所收到為非財務性資產時，無須認列資

產與負債。另外，代理交易所收到之現金，在現金流量表中應作為營運活動項

目處理。 

至於受益人則應依 FASB 第 116 號公報中無條件承諾贈與之相關規定處

理，認列所有應收之財務性及非財務性資產及捐贈收入。但如果資產收受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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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捐贈者賦予之裁量權，則受益人無須認列任何利益。此外，若受益人與資

產收受組織，其中一方對另一方之淨資產具有現在持續中的經濟利益關係，受

益人則須承認對資產收受組織淨資產之利益，並依其享有資產收受組織淨資產

變動比例來調整該利益，此種方法類似於一般企業所用之權益法。 

(五)非營利組織合併時之會計處理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於

2001年發佈新的標準FAS141，規定企業如何記錄及處理企業結合所取得之資

產。第141號公報取代了先前的APB 16、APB 17，讓企業合併的會計處理更一致、

也更廣泛。在APB第16號意見書下，企業合併可以使用權益結合法或購買法來處

理，但由於權益結合法係直接加總合併企業的資產及負債，未指明收購者

(acquirer)、未明列收購成本，投資者無從具此評估購併效益、報酬率、及購併交

易之合理性。為了改善交易的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及改善交易的透明度

（Transparency），第141號公報廢止權益結合法的使用，規定企業合併只能使用

購買法來認列。 

權益結合法(pooling of interest method)與購買法(purchase method)之區別在

於，權益結合法將參與合併之公司所有資產及負債依其在原公司之帳面價值合

併，股東權益總數亦同，惟股東權益各組成項目之金額可能略有變動。然而，

購買法以買方公司將購得之淨資產依公平價值入帳，而總購買成本扣除各項可

辨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後，餘者即為商譽(或負商譽)。 

在購買法下，企業收購成本之決定包括： 

1.收購成本之衡量：為支付之現金、所交付之非現金資產或所發行股票之公平價

值。 

2.合併費用：股票之登記與發行成本－資本公積之減少。其他與合併有關之直

接費用－購買成本之增加。 

另外，當採用購買法時收購成本之分攤時，有負商譽時應比例降低下列項目以外各項資產之

公平價值： 

(1)採用權益法之長期投資以外之金融資產。  

(2)任何其他流動資產。  

(3)即將出售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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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遞延所得稅資產。  

(5)預付退休金或其他退休後給付 

若以上調整已有資產金額降至零，而負商譽尚有差額未予分攤，則其差額應認列為當期非

常利益。 

此外，商譽之會計處理如下： 

1.商譽入帳後不逐年攤銷，但每年須作二階段 (Two-Step)之減損測試

(Impairment Test)。  

2.減損測試之程序  

第一階段測試：  

(1)確定淨資產(含商譽)之帳面價值(BV)。  

(2)比較報導單位(Reporting Unit)之公平價值(FV)與淨資產(含商譽)之BV，

若公平價值較小，才進行下一程序。  

第二階段測試：  

(3)認列商譽減損損失  

商譽減損價值(Implied Value)=報導單位之公平價值－商譽以外淨資產之

公平價值 

減損損失金額(Loss on Impairment) =商譽之帳面價值－商譽之減損價值 

3.減損測試原則上每年須作一次，惟特殊情況之發生，可能使減損測試之期

間必須短於一年；而完全符合某些條件時，當年度亦可不作減損測試。  

 

三、美國政府會計處理之發展 

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制定擁有聯邦政府系統、州及地方政府系統兩套架構。

聯邦政府會計準則係由聯邦會計諮詢委員會(Feder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dvisory Board；簡稱 FASAB)負責制定會計處理準則；州及地方政府系統則由

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Governm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 GASB)負

責。這些規範各級政府處理會計事務的準則，係針對特定主題，經過適當程序，

制定成各公報後發佈適用，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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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聯邦政府系統 

聯邦會計準則諮詢委員會(FASAB)是由美國聯邦政府財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管理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國會審計總署

(General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等三個機構於1990年所共同建立。FASAB

只是一個諮詢單位，藉由委任研究、研討會、聽證會從事制定改善聯邦政府的會

計準則。FASAB係由九位非專職的委員所組成，任期兩年，委員係從以下各單

位選出： 

 國會審計總署（General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管理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財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 

 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國防外交部門（Defense and International Agency） 

 內政部門(Civilian Agency) 

 三位非聯邦成員，來自金融界、會計專業界、學術界等產業界專業人士 

FASAB 到目前為止共發行三號聯邦財務會計觀念公報、二十二號聯邦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及五號解釋公報，其各公報的發布及規定項目請參見附錄一之整

理。 

(二)美國州及地方政府系統 

政府會計準則委員 (GASB)於 1984 年由財務會計基金會（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 FAF）所創立，它發布和報導美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

需遵循財務會計準則，提供政府單位對外部報導指南，基金會負責選出 GASB

成員，提供活動所需資金和執行一般監督活動，為了協助 FAF 及 GASB 推動政

府會計準則的制定工作， FAF 另外設立了政府會計準則諮詢委員會

(Government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GASAC)，由來自政府會

計部門、審計部門、財務分析專業界的代表共 25 人組成。GASAC 主要負責與

GASB 商議有關委員會議程、計畫優先順序和其他 GASB 需要注意事項，亦可

對特定議題的工作小組之組織及成員表達看法。此外，GASAC 也協助編列

GASB 的年度預算，並協助 FAF 募集發展政府會計準則所需的基金。 

GASB 的功能十分重要，因為政府對外財務報導能顯示對於公眾的財務責

任，亦能當成投資者、債權人和立法管制機構之依據。迄今，GASB 已制定了

兩號政府會計觀念公報 (Concepts Statements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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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CGAS)、35 號政府會計準則公報 (Statements of Governmental 

Accounting Standards，SGAS) 、六號解釋公報(Interpretation of Governmental 

Accounting Standards，IGAS)。另外，GASB 的專業幕僚也根據授權發布了九號

技術公報(Technical Bulletins, TB)，茲將其詳細內容列示於附錄二。 

 

四、美國政府會計處理準則 

(一)美國聯邦政府會計處理系統 

1.會計報告之目的 

依照聯邦政府會計觀念公報第一號，聯邦政府會計報告之目的在滿足報表使

用者清楚了解預算遵循、執行績效、管理職能及系統與控制等四大主要目的，茲

針對各目的分別說明如下： 

(1)預算遵循(budgetary integrity)：協助達成政府收入與支出遵循法定預算及相關

法規的遵循性。例如：預算資源如何取得及使用，而其取得及使用是否遵循特

定法案；預算資源的現狀；預算報導與專案計劃成本相關資訊之關聯性。 

(2)執行績效(operating performance)：協助報告使用者評估報導個體所提供之服務

努力程度、成本及結果，並說明提供服務有關的融資情形，及該個體之資產與

負債管理。例如：提供特定專案之成本以及造成成本變動之原因；聯邦專案之

努力程度及績效，其跨年度期間績效及成本之改變；政府資產及負債管理之效

率與效果。 

(3)管理職能(stewardship)：協助報告使用者評估政府當期投資及運作對國家的影

響，並充分表達政府財務狀況變化情形及未來可能產生之變動。例如：政府之

財務狀況逐漸好轉或惡化；未來之預算資源是否足夠支應未來之公共服務及償

還未來之負債；以及政府之施政是否對國家現在與未來之福祉有所貢獻。 

(4)系統與控制(system and control)：協助使用者了解政府在財務管理系統與會計

管理控制之適切性。例如：交易係遵循預算及財務法案及相關規定執行，符合

原始授權目的，且按照聯邦政府會計準則記錄；資產妥善保管且無貪瀆、浪費

及不當使用；適當地維護績效衡量資訊。 

2.會計處理規範 

美國聯邦政府的財務會計以應計制（accrual basis）為基礎，以下分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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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會計準則諮詢委員會對資產、負債、收入及費用之認列的規範。 

 (1)資產及相關費用之認列 

聯邦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 號“存貨及相關財產之會計處理”（Accounting for 

Inventory and Related Property）要求，備供出售的存貨應以下列兩種金額之一來

表達：(1)以先進先出法或加權平均法計算而得的歷史成本，(2)以每一項存貨之

最後發票價格為基礎的最後取得成本。若個體選擇以最後取得成本來評價備供出

售存貨，應於資產負債表中顯示最後取得成本及歷史成本資訊，兩者的差額以“備

抵未實現持有利得（或損失）”來表達。若個體選擇以最後取得成本來評價備供

出售存貨，其銷貨成本亦是以取得成本為基礎。但是，在營運表中應包含“備抵

未實現持有利得（或損失）”，使其淨額（bottom line）與歷史成本法之下相同。 

除了備供出售存貨之外的其他類型存貨，譬如：營運用品、儲備物資等，均

應以歷史成本評價。聯邦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6 號“財產、廠房及設備之會計處

理”（Accounting for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及第 11 號“財產、廠房及設備

之會計處理的修訂：定義修改”（Amendments to Accounting for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Definitional Changes）規定，聯邦政府的長期性資產（long-lived assets）

區分為兩大類： 

a.一般資產（general assets）：一般資產之成本應予以資本化，並且除了土地之外

均應在耐用年限內提列折舊費用。具有下列性質者應歸類為一般資產： 

(a)用於生產產品或服務、或用於支援個體任務，並且能用於多種用途的資產。 

(b)用於企業型態活動的資產。 

(c)個體用於成本能與其他個體相比較之活動的資產（譬如：聯邦醫院的成本

能與其他醫院相比較）。 

b.管理資產（stewardship assets）：管理資產區分為三種： 

(a)管理土地：管理土地包括所有非屬於一般資產之土地，主要包括國有森林、

國家公園以及聯邦政府持有之未開發土地。這些土地非用於政府營運或備

供出售，故於取得時將其成本費用化。 

(b)國防財產、廠房及設備：國防財產、廠房及設備為國防部的武器系統和相

關支援設備，以及用於軍事目的之船艦。這些資產並未有確定的經濟年限，

故應於取得時將其成本費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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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古蹟資產（heritage assets）：古蹟資產包括博物館、紀念碑以及歷史遺跡，

具有歷史的、自然的、文化的、教育的或藝術的價值。若是純古蹟資產，

其成本不需資本化；若是兼具營運性質的古蹟資產，其成本需資本化，並

且於耐用年限內提列折舊費用。 

(2)負債及相關費用之認列 

聯邦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5 號“聯邦政府負債之會計處理”（Accounting for 

Liabilit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解釋，政府負債是因為事件（events）而產

生的，事件則區分為兩大類： 

a.交易（transactions）：交易區分為兩種： 

(a)交換性交易（exchange transactions）：交易雙方均收取並且給付具價值之事

物（譬如：政府購買商品或服務）。 

(b)非交換性交易（non－exchange transactions）：政府提供具價值之事物，但未

獲得有價值之回報（譬如：政府對低所得者提供福利）。 

b.偶發事件（happenings of consequence）：偶發事件區分為兩種： 

(a)政府相關事件（government-related events）：依法需由政府補償受害者的意

外事件。 

(b)政府承擔事件（government-acknowledged events）：政府不需負責但決定提

供救濟金給受害者的事件，主要為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 

為符合應計制會計原則之精神，聯邦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5 號規定，因為交

換性交易所產生的負債及相關費用應於交換發生時認列（譬如：當政府收到已訂

約之商品或服務時），而因為政府相關事件所產生的負債及相關費用應於事件發

生且預期的資源流出是很有可能發生且可衡量（probable and measurable）時認列。 

非交換性交易及政府承擔事件來自政府公權力的運用，且可能無定義明確的

事件或交易以確認負債，故有認列的問題。聯邦會計準則諮詢委員會為確保眾多

交易及事件之間的一致性，乃規定因為非交換性交易所產生的負債及相關費用應

於到期（due）時認列，因為政府承擔事件所產生的負債及相關費用應於政府正

式承擔事件之財務責任且款項到期及應付（due and payable）時認列。 

(3)收入之認列 

聯邦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7 號 “收入及其他財務來源之會計處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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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for Revenues and Other Financing Sources）規定，收入區分為兩類： 

a.交換性收入（exchange revenues or earned revenues）：交換性收入係因為交易雙

方獲得利益且負擔成本的銷貨交易所產生的，應於商品出售或服務提供時認

列。 

(a)服務收入應於政府部門提供服務時認列。 

(b)長期工程收益應採用完工比例法認列，若預期有損失，應依各期成本占總

成本之比例將損失分攤至契約期限的各期間4。 

(c)銷貨收入應於商品運送給客戶時認列。 

b.非交換性收入（non－exchange revenues）：非交換性收入於政府控制資源但未

提供事物作為交換時產生，包括稅賦及罰款等。 

(a)所得稅收入應於納稅人確定稅額（assessed by taxpayer）或經由審計、調查

或訴訟確定稅額時認列。 

(b)罰款收入應於下列時點認列之：(i)違法者可向法院提出申訴之期間截止

日，(ii)違法者在申訴截止日之前繳納罰款時，或(iii)法院判決違法者應繳納

罰款時。 

(c)捐贈收入應於個體取得捐贈資源的法定請求權，捐贈行為是可能發生的

（more likely than not）且捐贈數額可衡量時認列。 

(二)美國州及地方政府會計處理系統 

1.會計報告之目的 

GASB 定義政府會計資訊的主要使用者有三個族群：(1)社會大眾(2)

立法機關及監督團體，(3)投資者及授信機構。而政府財務報告之目的包括： 

(1)表達出政府之會計責任並讓使用者得以評估其負責性。具體而言，應能

達成： 

(a)提供資訊以決定當年收入是否足以因應當年支出 

(b)說明取得或使用資源是否合乎法定預算及符合有關法令或契約之規

定。 

                                                 
4 預期損失之認列方式與 FASB 及 GASB 之規定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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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供資訊以評估服務努力程度、成本，及政府施政成果。 

(2)協助使用者評估政府營運結果。具體而言，應能達成： 

(a)提供有關財務資源來源及用途之資訊。 

(b)提供有關如何融資其營運活動及如何因應現金償還之資訊。 

(c)提供評估政府財務狀況因當期營運改善或惡化之資訊。 

(3)協助使用者評估政府所提供的服務結果及其達成服務之能力。具體而

言，應能達成： 

(a)提供有關政府財務狀態之資訊。 

(b)提供資訊以衡量政府長期資產之服務潛能。 

(c)揭露會造成政府財力損失之法定及契約上之限制。 

2.會計處理規範 

美國的州及地方政府的會計處理都要受 GASB 制定各準則規範約束和指

導，同時必須遵循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一般來說，立法機構要求按現

金基礎（收付實現制）來認列，而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則要求按照修正的應

計基礎，亦即修正的權責發生制基礎來認列。因此，有些州平時按照現金基礎作

為會計記錄，並於年度結束時再按照應計基礎作調整、有些州則在平時即按照修

正的應計基礎作會計記錄。在 GASB 第 1 號公報中指出，GASB 未特別規定之會

計處理，可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來執行會計處理，本文將介紹 GASB 對

於資產、負債、收入及費用的相關規定如下： 

(1) 資產相關之會計處理 

a.金融機構存款、投資（包括再買回合約）之揭露(Deposits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including Repurchase Agreements） , and 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s) 

GASB 第 3 號公報用以規範政府單位關於金融機構存款、投資，及反買回合

約的揭露方式。並規範買回及反買回合約的會計與財務報導方法。該公報認為所

有的存款、投資與反買回合約均存在兩種風險：(1)信用風險—交易對方無法履

行義務的風險，與(2)市場風險—所購買的證券、買回合約之證券，或用以提供

擔保的證券之市價下跌。茲分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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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金融機構存款、買回合約與固定利息買回合約 

金融機構存款是一種常見的政府投資，而買回合約與固定利息之買回合約則

實質上是一種擔保貸款，故帳上應認列「利息收入」。資產負債表日的投資之

帳面價值與市價，應按投資的類型以總額揭露。 

(b)收益維持買回合約 

此類合約通常被視為買賣交易，而非借貸交易，因為賣方/借方已放棄該證

券的未來經濟效益，並有權取得他項資產。因此政府單位（買方/貸方）應

按購入成本記為「證券投資」，未來出售時按賣出價格與購入成本的差額認

列「出售利得或損失」。 

(c)反買回合約 

此種合約實質上是一種擔保借款，故帳上應認列「利息支出/費用」及「反

買回合約義務」，而提交擔保的證券則仍列示於「投資」項下。 

(d)收益維持反買回合約 

此合約於本質上係屬買賣交易，而非借貸交易，故未來再買回時須按賣出成

本與買回價格的差額認列「出售利得或損失」。 

b.證券融券交易之會計處理(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Securities 

Lending Transactions) 

政府機關應將借出的有價證券在資產負債表上列記為資產，收到抵押品為現

金時，應將該現金及以此現金所做的投資列為資產。若抵押品為有價證券，且

政府有權將其質押或出售，應列為資產，由有價證券出借交易產生的負債也應

於資產負債表中報導。若抵押品為信用狀或政府無權將其質押或出售的有價證

券則不應於資產負債表中列報資產或負債。因有價證券出借交易發生的成本，

如借款人貼現及代理人費用，應列報為利息支出或相關費用，這些成本也不能

與因投資抵押的現金產生的利潤，或貸款貼水相加計算淨利。 

政府機關應於附註中揭露有價証券出借交易的法定或契約授權的來源及任

何有違於該條款的事項。同時也須揭露交易的型態，所收到的抵押品，抵押品

是否可質押或銷售，抵押品的價值是否應超過借出的證券，及由出借有價證券

代理人（管理此交易的機構）所提供一定程度的損失賠償。在資產負債表日時，

應揭露該出借證券的市價，若有信用風險也應揭露。若政府將抵押的現金拿去

投資，應揭露該投資的到期日是否與出借有價證券交易的到期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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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債相關之會計處理 

a. 內地稅法下，採行遞延酬勞計劃之財務報告  (Financial Reporting of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s Adopt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Internal Revenue 

Code Section 457) 

GASB 第2號，本公報規定遞延款項所有權屬於雇主，且只有在到期或依契

約規定需付款時才會轉移到參與者。政府機關有權選擇管理人，該管理人應

對遞延薪資做詳細的記錄。因遞延薪資資產跌價所造成的損失，政府機關只

對參與者及受益人持有比例的部分負責。使用基金會計的政府應將遞延酬勞

計劃的餘額列示於代理基金項下，不論該資產是由雇主，非政府第三者，或

另一政府機關所持有。資產負債表應列示該計劃的資產及相關負債。雇主對

每個參與者的負債應按資產市價，依其持有比例計算。若非使用市價衡量而

使用其他方法，在計算負債或資產時，仍應採用相同之處理方式。 

b.提前付款對債務契約之終結(Advance Refunding Resulting in Defeasance of 

Debt) 

GASB 第 7 號，本公報提供以發行新債提前償還舊債方式清償債務，在普

通長期債務帳組之會計處理。發行新債所得款項應列為「其他財務來源—發

行新債款項」，而自發行新債所得款項中支付承銷商的部分則列為「其他財務

支出—償還承銷商支付」，而除發行新債所得款項以外之其他來源償還舊債之

支出應列為「債務服務支出」。此外，因發行新債償付舊債所發生之經濟利得

或經濟損失（economic gain or loss）應於報表上揭露，而所謂的經濟所得或經

濟損失係指舊債的現值，和新債未來現金支付數依有效利率折現值之差異。

此外，本公報亦說明在視同償付（in-substance defeasance）狀況下之處理及發

行新債提前清償舊債的原因。 

c.員工休假給付之會計處理(Accounting for Compensated Absences) 

有償休假及其他類似性質之事件，若合乎下列兩個條件休假及其他類似性

質之事件應在員工賺得時認列為負債： 

(a) 員工受償之權利源自於過去提供之服務 

(b) 雇主可能以有償之休假或其他方式(例如離職或退休時之現金支付)來

補償員工。 

但若該項權益雖已賺得但預期將過期導致無法取得報償，則不需認列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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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償病假及其他類似性質事件，應以下列兩種方式之一計算負債： 

(a)僱用終結支付法(termination payment method)：當累積之有償病假及其他類

似性質事件導致政府必須於員工在其離職或退休時折合成現金加以支付

時，政府應根據過去經驗加以估計應計負債。 

(b)取得法(vesting method)：政府依於資產負債表日對目前已享有離職或退休有

償病假現金支付權利者及未來將享有此權利者之應計負債加以估計。 

此外，如進修假係因為增進員工工作之能力或品質，則進修假產生之負債

不應於進修前認列。若進修假係因員工過去之服務所獲得的，則應在員工賺

得此休假之期間認列負債。 

(3)收入及費用相關之會計處理 

GASB第11號公報定義政府收入與支出二部份，其中收入面又可區分為課

稅收入、非具交換性的其他收入(Other Non-exchange Revenues)、以及交換性

的收入(Exchange Revenues)三大類。而在支出面，則可分為營運支出(Operating 

Expenditure)、資本支出(Capital Outlay)、以及債務支出(Debt Service)三類。分

述如下： 

(1).政府收入 

a.課稅收入 

課稅收入承認的原則須符合兩個要件：(1)產生稅收之交易或事件己經發生；

(2)政府已要求納稅義務人於會計期間終了前繳納稅款。然而自行設算稅額

者，若因為稅務行政前置時間考慮而在會計期間結束後兩個月內須繳納稅款

亦符合上述第二項要求。例如，財產稅之產生事件為課徵期間，所得稅則為

納稅人課稅所得之賺得，銷售稅則可課稅銷售交易之發生。 

b.非具交換性的收入 

非具交換性的收入其承認的時點為產生收入之事件發生，而政府依法有

請求權時，包括罰金、證照、許可收入、以及捐贈。 

c.交換性的收入 

交換性的收入其承認要件為是否符合已賺得為主要要件。 

(2)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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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B 第11 號公報對支出的規範為「除非另有規定，否則當交易或事件產

生對財務資源的請求權時即須認列支出，而不論現金是否已支付。」然而，

在該公報未出現前，政府在採行修正權責發生基礎對於支出的認列即為權責

發生制，所以GASB 第11 號公報對支出認列的方式與以前並無太大的不

同。此外，該公報增列對材料、文具以及預付款等項目禁止採用購買法

(Purchase Method)，主要原因在於其財務資源並未消耗，只有在當期消耗才

能認列為支出。 

(三)美國聯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會計之比較 

表 3-2 為美國聯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之會計基礎與衡量焦點比較。在美

國聯邦政府部分為部門觀點及政府整體兩個層面進行說明；而在州及地方政

府部分亦以基金觀點及政府整體兩個層面進行說明。從表 3-2 可知，聯邦政

府之部門觀點及政府整體觀點（合併觀點）的財務報導均為應計制之會計基

礎，以經濟資源流量為衡量焦點。州及地方政府之政府整體觀點的財務報導

原則上亦以應計制為會計基礎，以經濟資源流量為衡量焦點，但是在基金觀

點之下，並非所有基金的會計基礎及衡量焦點都一致，其中，政務基金以修

正權責制為會計基礎，以當期財務資源流量為衡量焦點；業權基金及信託基

金以應計制為會計基礎，以經濟資源流量為衡量焦點。 

表 3-2 美國聯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會計基礎與衡量焦點之比較 
比較層面 美國聯邦政府 美國州及地方政府 

報導個體 
1.部門觀點 
2.政府整體 

1.基金觀點 
2.政府整體 

會計基礎 

1.部門觀點：應計基礎 
 
 
 
2.政府整體：應計基礎 

1.基金觀點： 
(1)政務基金-修正權責制 
(2)業權基金-應計基礎 
(3)信託基金-應計基礎 
2.政府整體：應計基礎 

衡量焦點 

1.部門觀點：採用經濟資源

流量 
2.政府整體：採用經濟資源

流量 

1.基金觀點： 
(1)政務基金採用當期財務資

源流量 
(2)業權基金採用經濟資源流

量 
(3)信託基金採用經濟資源流

量 
2.政府整體：採用經濟資源流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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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考鄭如孜及林嬋娟主持之研究報告，民國 91 年，政府財務表達之研究—美國聯

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之比較，行政院主計處編印 

表 3-3 為美國聯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之年度財務報表比較。從表 3-5 可

知，聯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的年度財務報表均包括管理當局評論分析、基本財

務報表及其附註、要求的補充資訊。此外，聯邦政府年度財務報表中特別包括“要

求的補充管理資訊”段落，揭露那些未符合資產及負債條件，但其資訊能幫助使

用者瞭解聯邦政府的營運結果及財務狀況的某些資源和責任－管理資產、管理投

資和管理責任。在管理當局評論分析方面，聯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的主要差異

為，聯邦政府部門除了應分析其財務活動之外，還應該描述報導個體的績效目標

及結果。在基本財務報表方面，聯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的差異為，聯邦政府編

製的是部門別財務報表，以及合併各部門資訊的財務報表；而州及地方政府編製

的是基金別財務報表，以及合併各基金資訊的財務報表。 

表3-3  美國聯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年度財務報表之比較 
比較層面 美國聯邦政府 美國州及地方政府 

管理當局評論

分析 

1.個體的任務及組織的架構。 
2.個體的績效目標及結果。 
3.個體的財務報表。 
4.個體的制度、控制及法令遵循。

5.目前已知的需求、風險、不確定

性、事件、狀況及趨勢對個體之

未來可能影響。 

1.基本財務報表的簡短評論。 
2.前後年度的財務比較。 
3.整體財務狀況及營運結果的分

析。 
4.個別基金餘額及交易的分析 
5.預算的比較。 
6.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的描述。 
7.基礎建設的討論。 
8.已知及預期之重大事實、決策或

狀況的敘述。 

基本財務報表 

1.部門別財務報表： 
(1)平衡表 
(2)淨成本表 
(3)淨財務狀況變動表 
(4)預算來源表 
(5)財務表 
(6)保管活動表 

2.合併財務報表： 
(1)平衡表 
(2)淨成本表 
(3)營運及淨財務狀況變動表 

1.基金別財務報表： 
(1)政務基金財務報表 

(a)平衡表 
(b)收入、支出及基金餘額變動

表 
(c)基金餘額變動表 

(2)業權基金財務報表 
(a)淨資產表 
(b)收入、支出及基金淨資產變

動表 
(c)現金流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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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託基金財務報表 
(a)信託淨資產表 
(b)信託淨資產變動表 

2.合併財務報表： 
(1)淨資產表 
(2)營運表 

要求的補充管

理資訊 

應揭露下列三項的財務及非財務

資訊： 
1.管理資產 
2.管理投資 
3.管理責任 

無 

要求的補充資

訊 

1.管理當局評論分析 
2.遞延維修 
3.政府部門間金額 
4.預算來源表資訊 
5.保管活動表資訊 
6.基金部分資訊 

1.管理當局評論分析 
2.預算比較資訊 
3.採用修正方法報導的基礎建設

資訊 

資料來源：參考鄭如孜及林嬋娟主持之研究報告，民國 91 年，政府財務表達之研究—美國聯

邦政府與州及地方政府之比較，行政院主計處編印 

 
 

第二節  美國非營利組織財務報表之表達 

目前美國非營利組織所提出之財務報表，須依照 FASB 第 117 號公報之規

定。該公報規範非營利組織如何透過財務報表來揭露其資訊，且非營利組織財

務報表應以個體為報導對象，而以基金會計作為補充資訊。在淨資產部分則可

進一步分類為未受限制的、暫時受限制的、永久受限制的。另外，比較財務報

表係以鼓勵非營利組織編製，並沒有強制要求。 

故該公報之發佈解決非營利組織間財務報表，欠缺一致性之格式及內容及

彼此不易互相比較的缺失，第 117 號公報規範非營利組織應對外提出一般用途

的財務報表（財務狀況表、營運活動表、現金流量表）的編製準則，以下將基

於 FASB 第 117 號公報來討論非營利組織之財務報表表達。 

一、 財務報表之目的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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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主要目的係為提供一般捐助人（donors）、會員(member)、債權

人及其他資源提供人士所感興報之攸關資訊，主要包括: 

1.該組織所有資產、負債、淨資產之金額及性質； 

2.改變該組織淨資產之金額及性質之交易、環境與其他事項； 

3.於一期間內經濟資源流入及流出之金額、性質，及流入與流出之間的關係； 

4.影響該組織流動性之因素，例如，如何取得及使用現金、借入及償還負債等； 

5.該組織為提供服務所付出的努力。 

而非營利組織對外之完整的財務報表應包括： 

1.報告期間截止日之財務狀況表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2.涵蓋整個報告期間之營運活動表（Statement of Operations）； 

3.涵蓋整個報告期間之現金流量表（Statement of  Cash Flows）； 

4.財報報表附註。 

非營利組織財務報表中所要求之基本資訊，一般而言不會比營利組織更嚴

格。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特殊行業會計準則及實務所要求揭露之財務報表資訊，

若未明確規定不適用於非營利組織，則非營利組織亦須報導該資訊。例如非營

利組織應揭露有關金融工具、金融商品條款、或有損失、非常項目以及會計原

則變動等。以下分別就該公報對所要求之財務報導處理方式之規定說明如後。 

二、財務狀況表（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財務狀況表的主要目的，乃在提供組織於某一時點之資產、負債、淨資產

及其相互關係之資訊，以幫助捐贈人、會員、債權人及其他人士，評量組織繼

續提供服務之服務之能力，及組織之流動性、是否需要向外融資、與達成義務

的能力等。其會計方程式表達為“資產－負債＝淨資產”。 

此張財務報表強調整體性觀念，即報導所有資產、負債、淨資產。資產負債

之資訊應按流動性加以排序，但限制性用途之資產則應另行設立科目，並按其性

質列於該限制用途資產項下；如在報表上無法清楚列示其性質，則應於附註上加

以說明。而財務狀況表流動性之劃分，可依下列一種或多種為表達方式： 

1.依照資產可轉換為現金的時間先後來排列資產順序，並依照負債距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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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日與現金使用之時間遠近來排列負債順序； 

2.依 ARB 第 43 號之規定，將資產與負債區分為流動與非流動； 

3.財務報表應揭露資產及負債之流動性或到期日，且須包括特定資產在使 

   用上之限制等攸關資訊。 

另外，非營利組織所提供之財務報表應依捐贈人是否限制該捐贈，以區分淨資

產為永久受限、暫時受限及未受限淨資產，並分別報導之。不同形式之永久受

限或暫時受限淨資產之相關資訊，應加以揭露： 

1.永久性受限制之淨資產，依其捐贈人目的區分如下： 

(1)捐贈人明確規定使用目的，須保存而不行出售之捐贈資產，如土地或藝

術品； 

(2)捐贈人明確規定投資目的，以便長期使用其收益來源之捐贈資產。 

2. 暫時性受限制之淨資產，依使用之時間與目的來區分： 

(1)限制用於支應某一特別活動。 

(2)限制用於特定期間內投資者。 

(3)限制於未來某一特定期間使用者。 

(4)限制用於購置耐久性資產者。 

3. 未受限制之淨資產： 

(1)來自於組織提供服務、生產與交付貨品。 

(2)收到未受限制之捐贈。 

(3)投資獲得之利息與股利。 

(4)扣除提供服務、生產與交付貨品、募集捐獻與執行管理功能所發生之費

用。 

以上不同型式的永久性受限制或暫時受限制之淨資產金額或性質表達方式

有： 
1. 在財務報表主表提供金額之表達。 

2. 於財務報表中做攸關的詳細附註揭露。 



 56

表 3-4 美國非營利組織之財務狀況表 

非營利組織 
財務狀況表 

                             2005 及 20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千元) 
                                             2005            2004 

資產：   
  現金 $28,953 $58,711
  短期投資（市價） 22,000 22,000
  應收帳款（淨額） 1,150 2,350
  應收捐贈（淨額） 6,061 5,165
  辦公用品（成本市價孰低法） 19,100 23,095
  預付費用 3,600 3,917
  受限制資產：  
   土地，建築物及設備：  
    投資（市價） 15,000 20,000
    應收捐贈（淨額） 982 10,182
   捐助：  
    現金 100,000 
    投資（市價） 226,000 230,000
  土地，建築物及設備 104,763 103,948
  長期投資 14,000 17,000

總資產 $541,609 $496,368
  
負債：  
  應付帳款 $44,147 $25,911
  應付費用 48,500 55,000
    總負債 92,647 80,911
淨資產：  
  未受限制 26,377 97,302
  暫時性受限制 96,585 88,155
  永久性受限制 326,000 230,000

總淨資產 448,962 415,457
總負債及淨資產 $541,609 $496,368
資源來源：Wilson E.R., and Kattelus. S. C.（2004） 

三、營運活動表（Statement of Operations） 

營運活動表的主要目的係報導收益、利得、費用、損失5，以及未受限制的、

暫時受限的、及永久受限的淨資產變動數，所提供之攸關資訊如下： 

1. 會變更淨資產金額及性質之交易、其他事件及環境之影響； 

2. 各項交易、其他事件及環境之相互關係； 

3. 組織之資源如何被用來提供各種計劃與服務。 

                                                 
5 公報對於收入、費用、利得與損失如何在財務報表分類表達其淨資產變動方式採建議方式，

可依照營運與非營運、已賺得與未賺得、當期可花費與當期不可花費、經常發生與不是經常發

生等分類方式，但是因為每一種分類方式涵蓋的內容不同，因此報表上必須作正確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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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活動表提供之資訊，與其他財務報表相關之揭露及資訊，可幫助報表

使用者評估： 

1.特定期間組織的績效； 

2.組織服務努力與持續提供服務之能力； 

3.組織管理當局如何執行監督與其他方面的績效。 

據此，非營利組織提出之營運活動表應著重組織整體，並應以敘述性之名

詞列報該期間淨資產變動之金額。淨資產變動應與財務狀況表中列報之淨資產

互相關聯的。亦即應列報某一期間內永久受限的、暫時受限的、未受限的淨資

產之變動情形，及收入、費用、利得及損失導致淨資產加或減少之情況。其他

事項，如同時增減兩類淨資產之重分類事項，亦應列報。其會計處理與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無異，收入及費用應以總額表示，但投資收益需扣除有關費用後以

淨額表達；利得與損失若其發生乃由於附帶、偶然之事項或管理者無法控制之

因素，則以淨額表達。 

非營利組織發生的所有收入與費用除捐贈者加諸限制於使用資產外，均為

未受限制淨資產的增減對應項目；未受限制淨資產增加應在營運活動表上列為

收入，相同的，未受限制淨資產減少，則應列為費用，但當捐贈者對捐贈設有

使用限制時，應屬暫時受限或永久受限淨資產之增加，而當受限制的捐贈達成

捐贈者的指定條件目的時，則應將其重新分類至未受限制淨資產，重分類則於

營運活動表中另行列示。營運活動表上應按淨資產之類別區分收入、費用、利

得及損失，但並不表示不得在營運活動表中編入額外之分類。例如在某一類淨

資產及其變動下，可再區分為經常性及非經常性、備用及存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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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美國非營利組織之營運活動表 

非營利組織 
營運活動表 

                                  200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千元) 

 未受限制 暫時受限制 永久性受限制 2005 總額 
收入，利得及其他補助：     
 捐贈 $401,500 $36,500 $100,000 $538,000
 特殊事項 10,250  
 減：直接成本 3,000  
 淨特殊事項 7,250  7,250
 計劃服務費用 55,000  55,000
 會員收入 1,000  1,000
 向公眾出售（淨額） 100  100
 投資收益 15,680 1,390  17,070
 雜項 1,500  1,500
 已解除限制之淨資產：  
  計劃要求已符合 27,400 (27,400)  
  設備取得限制已符合 4,185 (4,185)  
  期間限制已過 5,125 (5,125)  
總收入，利得及其他補助： 511,490 8,430 100,000 619,920
費用及損失：  
 計劃服務：  
  諮詢費 185,513  185,513
  過戶費 69,560  69,560
  看護費 172,531  172,531
  特殊延展方案 62,870  62,870
   總計劃費用 490,474  490,474
 補助費用：  
  一般管理費用 53,189  53,189
  募集活動費用 27,178  27,178
   總補助費用 80,367  80,367
 投資未實現損失 3,000 4,000 7,000
 應付聯合組織 8,574  8,574
   總費用及損失 582,415 4,000 586,415
淨資產變動 (70,925) 8,430 96,000 33,505
2004/12/31 之淨資產 97,302 88,155 $230,000 415,457
2005/12/31 之淨資產 $26,377 $96,585 $326,000 $448,962
資源來源：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Entities, Wilson Kattelus. 

 

四、現金流量表（Statement of  Cash Flows） 

現金流量表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出組織於一定期間中現金流入及流出之攸關

資訊，以協助報表使用者評估組織產生未來現金流量，及支付其負債及費用的

能力。此外，亦說明了顯示在營運活動上的淨資產變動，通常不等於會計期間

內現金的變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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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利組織現金流量表編製方法與營利事業並無太大差異，非營利組織亦

區分為營運活動、投資活動與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而非現金之重大投資融資

活動亦應另行揭露，捐贈者加以限制的部分在現金流量表依各活動分開列示6。

編製方法可以使用直接或間接法來編製，如果採用直接法，則必須再做營運活

動的淨資產總額變動影響淨現金使用情形的調節。 

唯 FASB 第 117 號公報規定，應將下列二者置於現金流量表中之來自融資

活動之現金流量： 

甲、 受到捐贈者限制，必須用於長期目的之資源； 

乙、 受到捐贈者限制，必須用於獲得、建造或改善固定資產，增加永久或暫時

留本基金等兩項目的之捐贈及投資收益。 

表 3-6  美國非營利組織之現金流量表 

非營利組織 
現金流量表 

2005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千元) 
來自營運活動之現金流量： $349,440
 來自捐贈的現金 68,500
 應收捐贈現金收入 57,200
 服務之現金收入 1,000
 會員收入 15,680
 投資利益 1,750
 雜項收入 (530,164)
 支付員工薪資與供應商現金 (8,574)
 支付給關係組織現金  (4,540)
  來自營運活動之淨現金流量 (49,708)
 
來自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購買財務及設備 (5,000)
 出售證券   5,000
  來自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量      0
來自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來自限制性捐贈： 
  建築物投資 8,660
  未來營運 16,400
  捐助 100,000
 其他融資活動： 
  限制性建築物利息及股利收入 1,390
  償還長期負債   (6,500)
   來自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119,950
現金淨增加（減少） 70,242
2004/12/31 現金餘額   58,711
                                                 
6未受限制之捐贈包含在營業活動中；暫時性和具有長期目的之永久性受限制之淨資產則包含

在融資活動當中做為淨利的調整項，融資活動也包含了保證與長期債務之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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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31 現金餘額（附註 A） $128,953
營運活動中淨資產變動對現金使用影響調整： 
淨資產變動數 $(59,495)
營運活動中淨資產變動對現金提供影響調整： 
 折舊 4,185
 應收帳款減少數（淨額） 1,200
 應收捐贈帳款減少數（淨額） 8,304
 辦公用品減少數 3,995
 預付費用減少數 317
 應付帳款及應付費用增加數 18,236
 贈與、補助金及限制性遺贈之長期投資 (25,060)
 限制性長期投資之利息   (1,390)
可供營運活動使用之現金 $(49,708)
附註 A：包含一般營運現金及限制性捐贈之現金 
資源來源：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Entities, Wilson Kattelus. 

五、財務報表附註揭露 

對所有個體而言，非營利組織一份完整的財務報表必須包含附註揭露。非營利組織

揭露範圍包括所適用的營利事業原則，除非它有非營利組織的特殊免除項目。例如需揭

露財務結構、契約、或有事項、非常項目、前期損益調整、會計原則變動、職工福利及

貸款風險。另外，財務報表上未受限制、暫時性限制與永久性限制之淨資產如果不是以

面值入帳，則應附註其性質及金額。有關重分類、投資及承諾都鼓勵在財務報表附註表

達。政策報告書無論是否將所收到的限制性在同期花費掉，都須先做為暫時性限制而加

以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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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發展及準則 

一、中國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發展 

非營利組織在中國的發展階段，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1.從 1949 年到 1966

年的初始發展時期；2.從 1966 年到 1978 年的停滯時期；3.從 1978 年到 1995

年，因改革開放導致社會團體大量湧現時期 4.從 1995 年中國舉辦世界婦女年會

至目前為止，中國非政府組織自主性有所增強，整體能力和社會影響日益擴大，

數量激增。因此，自 1995 年後中國非營利組織才逐步成熟，分別設立中國青年

發展基金會，實施「中國第三部門研究專案」、清華大學 NGO 研究中心宣佈成

立，這是一家以非營利組織為主要研究物件的專門學術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

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建立，其研究工作重點是與非營利組織有關的各項社會政

策。 

中國自 2005 年 1 月 1 日起開始施行《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適用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立的且同時具備以下特徵的民間非營利組織，包

括：1.該組織不以營利為宗旨和目的；2.資源提供者向該組織投入資源不取得經

濟回報；3.資源提供者不享有該組織的所有權。舉例而言：中國民間非營利組

織包括依照國家法律、行政法規登記的社會團體、基金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和

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等。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的頒佈解決了民間非營利組織長期以來無適

用會計制度的問題，新制度有利於規範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行為。新制度

與民間非營利組織之前適用的《事業單位會計制度》相比較，則新制度明確規

範會計處理的原則、會計基礎衡量方面引入公平市價的觀念、明確區分「支出」

及「費用」，茲將其新舊制度的比較整理如下表 3-7。 

表 3-7 中國非營利組織新舊會計制度比較 

項目 主要區別 
舊制度 
事業單位會計制度 

新制度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

度 

會計處理

的原則 

收付實現制

(現金基礎

制 )及權責

發生制共存

制度 以權

責發生制為

《事業單位會計準則》第

十六條：會計處理一般採

用收付實現制 (現金基礎

制)，但經常性收支業務處

理可採用權責發生制。採

用收付實現制的會計處

新制度第七條規定《會

計處理應當以權責發生

制為基礎》，新制度明確

採用權責發生制進行會

計處理，增加民間非營

利組織的會計資訊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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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理，雖然較為簡便及易直

觀反映預算執行情況，但

不能真實且完整地反映財

務報表情形，對於會計資

訊使用者，無法提供足夠

且有用的資訊。 

性。並通過設置遞延、

應計、配比、攤銷等類

會計科目，在財務會計

報告中以充分揭露等方

式處理，能正確確認各

會計期間的收入、成本

和費用。 

引入公平

市價衡量

的觀念 

歷史成本

公平價值 
 

《事業單位會計準則》第

十九條：各項財產物資應

當按照取得或購建時的實

際成本計價。除國家另有

規定者外，不得自行調整

其帳面價值。 

在新制度當中除了以歷

史成本為計量基礎外，

在接受捐贈無形資產、

接受捐贈短期投資等，

引入了公平價值等其他

衡量基礎。以解決許多

資產的取得並沒有實際

成本，比如捐贈資產、

政府補助資產等都是無

償取得的，以利於衡量

的真實且完整。 

支出及費

用的確認 
支出 費用 

《事業單位會計制度》是

按照資產、負債、淨資產、

收入和支出 5 個會計要

素。非營利組織從事業務

活動發生的各種耗費或損

失，在《事業單位會計制

度》中稱為“支出” 

新制度則是按照資產、

負債、淨資產、收入和

費用 5 個會計要素。非

營利組織從事業務活動

發生的各種耗費或損

失，在《民間非營利組

織會計制度》中稱為“費
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中國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準則 

中國的《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的會計處理準則主要有以下的特徵：

1.在會計處理原則上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2.會計處理應當以人民幣作為記賬本

位幣，業務收支以人民幣以外的貨幣為主的民間非營利組織7，且在民間非營利

組織在會計處理算時應遵循 12 項基本原則：(1)會計處理應當以實際發生的交

易或者事項為依據；(2)會計資訊應當能夠滿足會計資訊使用者；(3)會計處理應

當按照交易或者事項的實質而不拘於法律形式；(4)會計政策前後各期應當保持

一致；(5)會計處理的會計處理方法前後要一致且可進行比較；(6)會計處理應當

                                                 
7 可以選定其中一種貨幣作為記賬本位幣，但是編制的財務會計報告應當折算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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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進行；(7)會計處理和編制的財務會計報告應當清晰明瞭，便於理解和使

用；(8)費用應當與其相關的收入相配比；(9)資產在取得時應當按照實際成本衡

量，但有特別規定的，按照特別規定的計量基礎進行衡量8；(10)會計處理應當

遵循謹慎性原則。(11)會計處理應當合理劃分應當計入當期費用的支出和應當

予以資本化的支出；(12)會計處理應當遵循重要性原則。 

在比較營利組織之非營利組織的會計處理準則時，非營利組織在固定資產

折舊、捐贈、投資及代收捐贈之資產移轉會計處理方面較為特殊9，茲分別整理

及探討如下： 

(一)固定資產折舊之會計處理準則 

在《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頒佈前，中國的非營利組織的會計處理主

要是引用《事業單位會計準則》的規定，該準則在會計處理上以現金基礎為主，

因此非營利組織並不須提列折舊，但在《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實施後，

明確規定民間非營利組織應按權責發生基礎提列折舊。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三十七條：民間非營利組織應當對固定資

產計提折舊，在固定資產的預計使用壽命內系統地分攤固定資產的成本。民間

非營利組織應當根據固定資產的性質和消耗方式，合理地確定固定資產的預計

使用年限和預計淨殘值。民間非營利組織應當按照固定資產所含經濟利益或者

服務潛力的預期實現方式選擇折舊方法，可選用的折舊方法包括年限平均法、

工作量法、雙倍餘額遞減法和年數總和法，折舊方法一經確定，不得隨意變更。

如果由於固定資產所含經濟利益或者服務潛力預期實現方式發生重大改變而確

實需要變更的，應當在會計報表附註中揭露相關資訊。另外，在第三十八條中

規定，民間非營利組織應當按月提取折舊，當月增加的固定資產，當月不提折

舊，從下月起計提折舊；當月減少的固定資產，當月照提折舊，從下月起不提

折舊。 

(二)捐贈之會計處理準則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五十八條第 1 項：捐贈收入是指民間非營

利組織接受其他單位或者個人捐贈所取得的收入。對於收受捐贈之會計處理，

                                                 
8在接受捐贈無形資產、接受捐贈短期投資等，引入了公平價值等其他衡量基礎 
9 FASB專門為NPO發表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有第 93號公報”折舊(Recognition of Depreciation 
by NPO)”、第 116 號公報” 捐贈 (Accounting for Contributions Received and Contributions 
Made)”、第 117 號公報” 財務報表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NPO)、第 124 號公報“投資

(Accounting for Certain Investments Held by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及第 136 號公報”代收捐

贈之資產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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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六十條：民間非營利組織對於各項收入(捐贈收入)應當按是否存在限定區

分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進行處理。在勞務捐贈方面，對於民間非營利

組織接受的勞務捐贈，不予確認，但應當在會計報表附註中作相關揭露。 

(三)投資之會計處理準則 

1.短期投資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二十一條規定：短期投資是指能夠隨時

變現並且持有時間不準備超過 1 年（含 1 年）的投資，包括股票、債券投資

等。短期投資在取得時應當按照投資成本衡量。短期投資取得時的投資成本

按以下方法確定： 

(1)以現金購入的短期投資，按照實際支付的全部價款，包括稅金、手續費

等相關稅費作為其投資成本。實際支付的價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領取

的現金股利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領取的債券利息，應當作為應收款項單獨

核算，不構成短期投資成本。 

(2)接受捐贈的短期投資，按照本制度第十六條的規定確定其投資成本。 

(3)通過非貨幣性交易換入的短期投資，按照本制度第十八條的規定確定其

投資成本。 

短期投資的利息或現金股利應當于實際收到時沖減投資的帳面價值，但在

購買時已計入應收款項的現金股利或者利息除外。於期末時，民間非營利組織

應當按照本制度第十五條的規定對短期投資是否發生了減值進行檢查。如果短

期投資的市價低於其帳面價值，應當按照市價低於帳面價值的差額計提短期投

資跌價準備，確認短期投資跌價損失並計入當期費用。如果短期投資的市價高

於其帳面價值，應當在該短期投資期初已計提跌價準備的範圍內轉回市價高於

帳面價值的差額，沖減當期費用。處置短期投資時，應當將實際取得價款與短

期投資帳面價值的差額確認為當期投資損益。 

2.長期投資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二十六條至第三十條，規定長期投資的會

計處理，所謂長期投資是指除短期投資以外的投資，包括長期股權投資和長期

債權投資等。長期股權及債權投資在取得時，應當按取得時的實際成本作為初

始投資成本。初始投資成本按以下方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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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現金購入的長期股權及債權投資，按照實際支付的全部價款，包括稅金、

手續費等相關費用，作為初始投資成本。實際支付的價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

尚未領取的現金股利，應當作為應收款項單獨處理，不構成初始投資成本。

在長期債權部分，需再考量投資實際支付的價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

領取的債券利息，應當作為應收款項單獨處理，不構成初始投資成本。 

 (2)接受捐贈的長期股權及債權投資，按照本制度第十六條的規定，確定其初

始投資成本； 

 (3)通過非貨幣性交易換入的長期股權及債權投資，按照本制度第十八條的規

定確定其初始投資成本。 

長期股權投資應當區別不同情況，分別採用成本法或者權益法處理。如果

民間非營利組織對被投資單位無控制、無共同控制且無重大影響，長期股權投

資應當採用成本法進行處理；如果民間非營利組織對被投資單位具有控制10、

共同控制11或重大影響12，長期股權投資應當採用權益法進行處理。採用成本法

處理時，被投資單位經股東大會或者類似權力機構宣告發放的利潤或現金股

利，作為當期投資收益。採用權益法處理時，按應當享有或應當分擔的被投資

單位當年實現的淨利潤或發生的淨虧損的份額調整投資帳面價值，並作為當期

投資損益。按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利潤或現金股利計算分得的部分，減少投

資帳面價值。被投資單位宣告分派的股票股利不作帳務處理，但應當設置輔助

說明。期末終了時，對長期投資是否發生了減值進行檢查。如果長期投資的可

收回金額低於其帳面價值，應當按照可收回金額低於帳面價值的差額計提長期

投資減值準備，確認長期投資減值損失並計入當期費用。如果長期投資的可收

回金額高13於其帳面價值，應當在該長期投資期初已計提減值準備的範圍內轉

回可收回金額高於帳面價值的差額，沖減當期費用。 

長期債權投資應當按照票面價值與票面利率按期計算確認利息收入。長期

債券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與債券面值之間的差額，應當在債券存續期間，按照

直線法於確認相關債券利息收入時予以攤銷。持有可轉換公司債券的民間非營

利組織，可轉換公司債券在轉換為股份之前，應當按一般債券投資進行處理。

                                                 
10 控制是指有權決定被投資單位的財務和經營政策，並能據以從該單位的經營活動中獲得利

益。 
11 共同控制是指按合同約定對某項經濟活動所共有的控制。 
12 重大影響是指對被投資單位的財務和經營政策有參與決策的權力，但並不決定這些政策。 
13 可收回金額是指資產的銷售淨價與預期從該資產的持續使用和使用壽命結束時的處置中形

成的預計未來現金流量的現值兩者之中的較高者，其中銷售淨價是指銷售價值減資產處置費

用後的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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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間非營利組織行使轉換權利，將其持有的債券投資轉換為股份時，應當按

其帳面價值減去收到的現金後的餘額，作為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處置長期股權及債權投資時，應當將實際取得價款與投資帳面價值的差

額，確認為當期投資損益。另外，民間非營利組織改變投資目的，將短期投資

劃轉為長期投資，應當按短期投資的成本與市價孰低結轉。 

2.關係個體之會計處理準則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七十三條規定，民間非營利組織對外投資，

而且占對被投資單位資本總額 50%以上（不含 50%），或者雖然占該單位資本

總額不足 50%但具有實質上的控制權的，或者對被投資單位具有控制權的，應

當編製合併會計報表。 

(四)非營利組織代收捐贈之資產移轉會計處理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四十八條規定，受託代理資產是指民間非

營利組織接受委託方委託從事受託代理業務而收到的資產。在受託代理過程

中，民間非營利組織通常只是從委託方收到受託資產，並按照委託人的意願將

資產轉贈給指定的其他組織或者個人。民間非營利組織本身只是在委託代理過

程中起仲介作用，無權改變受託代理資產的用途或者變更受益人。民間非營利

組織應當對受託代理資產比照接受捐贈資產的原則進行確認和計量，但在確認

此項受託代理資產時，應當同時確認此項受託代理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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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非營利組織財務報表之表達 

一、財務報表之目的及範圍 

民間非營利組織財務報告的目的，一般觀點認為，財務報告作為對外報

告，其目的是在滿足外部訊息使用者作決定時的參考需要。民間非營利組織外

部訊息使用者對會計訊息的需求沒有像一般企業嚴格。換言之，加強內部管理

對於民間非營利組織相當的重要，因此，民間非營利組織財務報表的目的偏重

在滿足內部管理的需要。《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八條《民間非營利組織

在會計核算時，應當遵循以下基本原則》，第一項規定，會計核算應當以實際

發生的交易或者事項為依據，如實反映民間非營利組織的財務狀況、業務活動

情況和現金流量等資訊。第二項規定，會計核算所提供的資訊應當能夠滿足會

計資訊使用者（如捐贈人、會員、監管者等）的需要。因此，中國非營利組織

的主要的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業務活動表及現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的

附註揭露，相關報表的編制原則為第六十五條至七十二條所規範，並整理在表

3-8、3-9 及 3-10。 

二、財務狀況表（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表 3-8  中國非營利組織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會民非 01 表 

編制單位：                    年    月    日               單位：元 

資    產 行次 年初數 期末數 負債和淨資產 行次 年初數 期末數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貨幣資金 1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資 2   應付款項 62  
  應收款項 3   應付工資 63  

預付賬款 4   應交稅金 65  
  存  貨 8 預收賬款 66  
  待攤費用 9 預提費用 71  
  一年內到期的長

期債權投資 
15 預計負債 72  

  其他流動資產 18   一年內到期的長

期負債 
74  

    流動資產合計 20   其他流動負債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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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動負債合計 80  
長期投資：     
  長期股權投資 21 長期負債：   
  長期債權投資 24   長期借款 81  
    長期投資合計 30   長期應付款 84  
    其他長期負債 88  
固定資產：  長期負債合計 90  
  固定資產原價 31    
  減：累計折舊 32 受託代理負債：   
  固定資產淨值 33   受託代理負債 91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資產 35     負債合計 100  
  固定資產清理 38    
    固定資產合計 40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 41 淨資產：   
    非限定性淨資產 101  
受託代理資產：    限定性淨資產 105  
  受託代理資產 51     淨資產合計 110  
     

資產總計 60 負債和淨資產總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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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活動表（Statement of Operations） 

表 3-9  中國非營利組織業務活動表 

業 務 活 動 表 
會民非 02 表 

編制單位：                       年   月                   單位：元 

本月數 本年累計數 
項  目 行

次 非限 
定性 

限定

性 合計
非限 
定性 

限定

性 合計 

一、收  入        
其中：捐贈收入 1       

會費收入 2       
提供服務收入 3       
商品銷售收入 4       
政府補助收入 5       
投資收益 6       
其他收入 9       
收入合計 11       

二、費  用        
（一）業務活動成本 12       
其中：、和 13       

管理費用 14       
籌資費用 15       

    其他費用 16       
（二）管理費用 21       
（三）籌資費用 24       
（四）其他費用 28       

費用合計 35       
三、限定性淨資產轉為

非限定性淨資產 
40       

四、淨資產變動額（若

為淨資產減少額，以

“-”號填列）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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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金流量表（Statement of  Cash Flows） 

表 3-10  中國非營利組織現金流量表 

現 金 流 量 表 
會民非 03 表 

編制單位：                          年度                     單位：元 

項  目 行次 金  額 
一、業務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  
      接受捐贈收到的現金 1 
      收取會費收到的現金 2 
      提供服務收到的現金 3 
      銷售商品收到的現金 4 
      政府補助收到的現金 5 
      收到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金 8 
                          現金流入小計 13 
      提供捐贈或者資助支付的現金 14 
      支付給員工以及為員工支付的現金 15 
      購買商品、接受服務支付的現金 16 
      支付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金 19 
                          現金流出小計 23 

業務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 24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  
      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金  25 
      取得投資收益所收到的現金 26 
      處置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所收回的現金 27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金 30 
                          現金流入小計 34 
      購建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所支付的現金 35 
      對外投資所支付的現金 36 
      支付的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金 39 
                          現金流出小計 4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 44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  
      借款所收到的現金 45 
      收到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金 48 
                          現金流入小計 50 
      償還借款所支付的現金 51 
      償付利息所支付的現金 52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金 55   
                          現金流出小計 58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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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匯率變動對現金的影響額 60  
五、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淨增加額 61 

五、財務報表附註揭露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七十一條規定，會計報表附註至少應當包

括下列內容： 

1.重要會計政策及其變更情況的說明；2.董事會（或者理事會或者類似權力

機構）成員和員工的數量、變動情況以及獲得的薪金等報酬情況的說明；3.會

計報表重要專案及其增減變動情況的說明；4.資產提供者設置了時間或用途限

制的相關資產情況的說明；5.受託代理交易情況的說明，包括受託代理資產的

構成、計價基礎和依據、用途等；6.重大資產減值情況的說明；7.公平價值無法

可靠取得的受贈資產和其他資產的名稱、數量、來源和用途等情況的說明；8.

對外承諾和或有事項情況的說明；9.接受勞務捐贈情況的說明；10.資產負債表

日後非調整事項的說明；11.有助於理解和分析會計報表需要說明的其他事項。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七十二條 財務情況說明書至少應當對下列情

況作出說明： 

1.民間非營利組織的宗旨、組織結構以及人員配備等情況；2.民間非營利組

織業務活動基本情況，年度計畫和預算完成情況，產生差異的原因分析，下一

會計期間業務活動計畫和預算等；3.對民間非營利組織業務活動有重大影響的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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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美國及中國之會計處理及財務報表表達差異比較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佈財務會計觀念概念公報第四號，規

定非營利組織財務報告的目的，及非營利組織的主要特徵為，其中包括：1.大

部分資財來源於資財的供應者，他們不期望收回或取得經濟上的利益；2.業務

運營的目的，主要不是為了獲取利潤或利潤等價物而提供產品或勞務；2.沒有

明確界定的所有者權益及其出售、轉讓或贖回，以及憑藉所有權在組織解散時

分享一定份額的剩餘資財。比較美國及中國的非營利組織時，二者的相似之處

在於都不以營利為目的，都不是國家行政單位，都是直接或間接為社會為人民

服務為目的或宗旨。但是，兩者主要不同之處在於，中國的事業單位主要由國

家投資興辦，政府對事業單位的管理或者控制是很嚴格的，這主要是由於中國

長期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對事業單位實行統收統支、全額預算，事業單位

由國家投資興辦，基本上屬於全民所有制，於美國的資金來源較多樣化有所不

同。 

在比較營利組織之非營利組織的會計處理準則時，由於非營利組織在固定

資產折舊、捐贈、投資及代收捐贈之資產移轉會計處理方面較營利組織特殊，

本文分別就這幾個項目進行比較，結果顯示在折舊及資產移轉方面，美國及中

國會計處理大致相同；在捐贈及投資的會計處理上則有較大的出入，相關差異

整理在表 3-11。美國及中國的非營利組織的主要財務報表，皆包括財務狀況表、

業務活動情況和現金流量，在報表的表達上差異不大，主要差異是美國在投資

及資產移轉部分的攸關資訊，規定須於報表中表達或附註揭露，茲將相關差異

整理在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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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美國及中國在非營利組織會計處理差異比較 

項目 異同 理由 美國 中國 

基本 
概念 相同 － 

在 FASB 發佈第 93 號公報之前，

大部分的非營利組織並不會在其

財務報表當中列示固定資產有關

的折舊費用。1987 年 8 月 FASB
發佈第 93 號公報之後，要求非營

利組織在一般性對外財務報表中

認列耐久性有形資產之折舊費用。

《事業單位會計準則》第十六條：會

計處理一般採用收付實現制(現金基

礎制)，折舊的會計處理則於新制度

第七條規定，會計處理應當以權責發

生制為基礎，新制度明確採用權責發

生制進行會計處理，並通過設置遞

延、應計、配比、攤銷等類會計科目 折舊 

會計 
處理 相同 － 

折舊提列方法，如同營利機構遵循

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折舊方

法有直線法、加速折舊法（包含年

數合計法、生產數量法及倍數餘額

遞減法）與其他折舊法（包括重置

法、報廢法與集體折舊法） 

民間非營利組織應當按照固定資產

所含經濟利益或者服務潛力的預期

實現方式選擇折舊方法，可選用的折

舊方法包括年限平均法、工作量法、

雙倍餘額遞減法和年數總和法。折舊

方法一經確定，不得隨意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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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概念 不同 美國在捐贈定義較完善 

FASB 發佈第 116 號「捐贈」公報，

捐贈定義為：無條件的將現金或其

他資產移轉給某個體，或由所有權

者之外的其他個體以志願性的非

互惠移轉來償還或取消該個體的

負債。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五十

八條第一項：捐贈收入是指民間非營

利組織接受其他單位或者個人捐贈

所取得的收入。 

收受捐贈

會計處理 不同 

美國包括三階段的測試，

中國僅區分限定性收入和

非限定性收入，美國在決

定捐贈資產的限制水準，

分為未受限制的、暫時受

限制的及永久受限制的。

收受捐贈須通過三階段的測試： 
1.決定承諾贈與是否有效 
2.決定捐贈是否為無條件的或有

條件的承諾贈與 
3.決定捐贈資產的限制水準，未受

限制的、暫時受限制的及永久受限

制的 

第六十條 民間非營利組織對於各項

收入(捐贈收入)應當按是否存在限定

區分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

進行處理。 

捐贈 

勞務捐贈 
會計處理 不同 

美國可依公平市價認列勞

務捐贈，中國則不能認列

勞務捐贈 

當受贈者勞務捐贈或藝術品捐贈

時，該非營利組織須視情況以決定

是否須以公平市價認列為該報表

期間之收入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五十

八條第七項，在勞務捐贈方面，對於

民間非營利組織接受的勞務捐贈，不

予確認，但應當在會計報表附註中作

相關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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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捐贈

會計處理 不同 

美國可對珍貴歷史文物捐

贈、耐久性資產之捐贈

時，以公平市價認列。另

外，分割利益合約之捐贈

依其性質認列捐贈收入。

中國則以歷史成本認列相

關的規範 

非營利組織可能負責維護藝術收

藏品、歷史文物與其他資產，珍貴

歷史文物應以歷史成本或受贈時

的估計公平市價入帳。當非營利組

織收到耐久性資產之捐贈時，以捐

贈時之公平市價來認列。分割利益

合約之捐贈，受益人可能是捐贈

者、捐贈者所指定的其他團體、以

及非營利組織。可取消的分割利益

合約會被記錄為意圖贈與；不可取

消的分割利益合約，會被記錄為慈

善捐贈。依據分割利益合約中的條

件，捐贈收入將會被記錄為未受限

制的、暫時受限制的、或永久受限

制的。 

對於用於展覽、教育或研究等的目的

歷史文物、藝術品以及其它具有文化

或歷史價值應作長期或者永久保存

的典藏等，應當作為固定資產核算，

應要求單設”文物文化資產”科目來

表達，且這些文物文化資產不需要提

列折舊。 

投資 基本 
概念 不同 

美國部分沒有區分短期投

資或長期投資，中國的部

分有作區分 

1995 年制定第 124 公報，藉以提

供予非營利組織投資會計處理時

依循標準。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二十

一條，規範有關短期投資的會計處

理。第二十六條~第三十條，規範有

關長期投資的會計處理。第七十三

條，規範有關合併會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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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於

權益法及

不須編製

合併報表

之投資 

不同 

美國採用公平市價法來衡

量投資，在中國的部分，

可分為成本法及權益法的

會計處理 

公報規定所有債權證券及可立即

決定公平價值之權益證券應於財

務狀況表上以公平價值來衡量，採

用公平市價記錄的原因為公平市

價比成本基礎能提供更攸關之資

訊；若採成本市價孰低法之會計

理，則僅承認市價下跌損失，但對

增值部分卻不承諾；若採成本法評

價，則可能產生管理當局操縱盈餘

之可能性，當會計處理建立在管理

當局的意圖上，而非資產本身之性

質時，則會降報表之比較性。 

短期投資按成本法認列，長期股權投

資應當區別不同情況(對被投資單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標

準)，分別採用成本法或者權益法處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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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個體

之會計處

理準則 
相同 

大致相同，美國部分更進

一步區分另一控制個體為

營利組織或非營利組織 

非營利組織因投資而與另一營利

組織具有財務關係時，控制營利組

織財務能力並預期非暫時性，若其

符合ARB第 51號公報及 FASB第

94 號公報規定，則應該編製合併

報表。非營利組織或許對另一個或

多個非營利組織以擁有產權、控制

權、或經濟利益方式而有相關連

時，則非營利組織與其關係非營利

組織應編製合併報表，但若此控制

關係是短暫性的存在，則不得編製

合併報表。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七十

三條 民間非營利組織對外投資，而

且占對被投資單位資本總額 50%以

上（不含 50%），或者雖然占該單位

資本總額不足 50%但具有實質上的

控制權的，或者對被投資單位具有控

制權的，應當編制合併會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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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概念 相同 

大致相同，美國部分更進

一步以非營利組織是否具

有裁量權區分為資產移轉

及捐贈收入 

以非營利組織對所收到資產是否

具有裁量權而定，沒有任何決定性

能力時，此交易性質可稱為代理人

性質交易，故不適用 FASB 第 166
號公報之規定，則屬於第 136 號公

報規範代收捐贈之資產移轉的會

計處理。捐贈者給予資產收受組織

裁量權，則必須回歸至 FASB 第

116 及 117 號公報的規定，將收受

的資產認列為捐贈收入與費用。 

《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第四十

八條規定，受託代理資產是指民間非

營利組織接受委託方委託從事受託

代理業務而收到的資產。在受託代理

過程中，民間非營利組織通常只是從

委託方收到受託資產，並按照委託人

的意願將資產轉贈給指定的其他組

織或者個人。民間非營利組織本身只

是在委託代理過程中起仲介作用，無

權改變受託代理資產的用途或者變

更受益人。 
 

資產 
移轉 

會計 
處理 相同 

美國及中國在資產移轉部

分規定差不多，只不過美

國更進一步指出非財務性

資產，無須認列資產或負

債 

資產收受組織自捐贈者所收到之

現金或其他財務性資產，應以公平

價值認列該資產及對捐贈者所指

定的受益者的負債，而當資產收受

組織自捐贈者所收到為非財務性

資產時，無須認列資產與負債。 

民間非營利組織應當對受託代理資

產比照接受捐贈資產的原則進行確

認和計量，但在確認此項受託代理資

產時，應當同時確認此項受託代理負

債。 

 
 



79 

表 3-12  美國及中國在報表表達差異比較 
項目 主要異同 

財務報表之目的及範圍 
美國及中國在財務報表之目的及範圍差異不大，主要報表包括：財務狀況表(資產負債表)、營運活動

表、現金流量表及財務報表的附註揭露，其報表目的係為提供一般捐助人、會員、債權人及其他資源

提供人士所感興趣之攸關資訊。 

財務狀況表 

美國部分較中國部分多規定： 
FASB 第 124 號也要求非營利組織應於每期財務狀況表中揭露下列事項： 
(1)所有投資之總面值，例如證券投資、美國國庫券、共同基金、債務證券、房地產。 
(2)計算投資帳面值的基礎標準。 
(3)除債權證券及可立即決定公平價值之權益證券外，對於無公平價值表達的投資，應揭露其用來估計

投資之公平市價的方法與重大假設財務結構。 
(4)在報告日投資之公平市價低於捐贈者所訂條件或法令規定應有之金額，所有受捐贈者限制之捐贈投

資不足金額應予以揭露。 
(5)具有重大的市場風險集中度的每一項個別投資或投資組合之性質與帳面值。 
(6)非營利組織亦必須遵守根據 SFAS 第 138 修訂之 SFAS 第 133 號公報有關衍生性商品和避險活動的

揭露。 

營運活動表 

美國部分較中國部分多規定： 
1.：規定於報導所投資有價證券公平價值之變動，該變動包括投資收益及投資利得或損失，並區分其

為未受限、暫時受限或永久受限淨資產。 
2.美國：FASB 第 124 號也要求非營利組織應於每期營運活動表中揭露下列事項 
(1)投資報酬之組成份子，至少應包括：投資收益、以公平價值報導之投資淨利得與損失，及非以公平

價值報導之投資淨利得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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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投資報酬可被分為營運產生與非營運產生，應揭露投資報酬與營運活動表所報導的調節資訊，

同時要描述區分投資報酬是否屬營運部分之會計政策，及當環境改變時該政策將如何改變。 

現金流量表 美國部分較中國部分多規定： 
代理交易所收到之現金，在現金流量表中應作為營運活動項目處理。 

財務報表附註揭露 美國及中國在財務報表附註揭露部分規範差異不大，亦即非營利組織一份完整的財務報表必須包含附

註揭露，非營利組織揭露範圍包括所適用的營利事業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