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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處理問題探討－個案為例 

第一節  個案機構之介紹－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一、設立緣由 

科技發展日新月異，國際間科技競爭激烈且研發環境瞬息萬變，國家實驗室

之運作組織須在此脈動中持續精進，才不致於被淘汰。為賦予國家實驗室之組織

有彈性應變、整合協調及接受公開監督的原則下，行政院院國家科學委員於民國

92 年 6 月，將原隸屬於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國家實驗室，改設為財團法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簡稱國研院]。國研院以統合協調各國家實驗室之運作，以因應

一日千里之科技發展及國家未來科技研究之需求為努力的目標。 

 

二、組織架構與主要業務內容 

國研院主管機關為行政院國家科委員會，設有董事會、監事會，分別行使監

督與查核等職權。董事會下設董事長一名、常務董事四名及董事十二名，現任董

事長為翁政義博士。監事會下設常務監事一名及監事三名，現任常務監事為紀國

鐘博士。國研院的組織架構可分為院部1及八個實驗研究單位(不含由內政部所託

管的災害防救中心)兩方面來說明，在院部下設有會計室、行政管理室、業務推

廣室及企劃考核室。本文茲將國研院的組織架構列示於圖 5-1。 

 

                                                 
1院部，指國研院院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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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之組織架構圖 

 

國研院現設有八個所屬實驗研究單位，包括：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國家實

驗動物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另外，

災害防救中心委託內政部代為管理。每一個實驗研究單位的設立過程皆有其歷史

淵源與國家發展重點，茲分別就這八個實驗研究單位之歷史沿革及營運與發展計

晝說明如下： 

(一) 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National Nano Device Laboratories，簡稱 NDL) 

1.歷史沿革 

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於民國 77 年成立，成立的宗旨包括：(1)培訓國內半導

體專業人才；(2)協助國內學術界進行半導體材料、製程與元件的研究。國家奈

米元件實驗室曾於民國 81 年完成十級潔淨度的 6 吋矽晶圓製程設施的建造，使

之具有次微米的技術模組，並隨即開放提供學術界進行半導體材料及元件的研

發。並於民國 92 年更名為「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以避免造成外界混淆不清與

誤解。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於民國 92 年 6 月與其它八大國家實驗室一起改隸財

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簡稱 NARL)。 

災

害

防

救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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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運與發展計畫 

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成立之目的為進行前瞻性小尺寸半導體元件及相關材

料技術研發，推動國內半導體電子技術發展、培訓國內急需之高級技術人才並執

行學術界與產業界合作研究與技術服務工作，以達到研究資源共享，發揮最大的

研發能量。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目前積極與國內各大學院校及奈米國家型計畫共

同合作，集中全國設備資源及優秀專業團隊，建置效率穩定的奈米製造研究設施

及使用這些設施和進行研究的 Competence 及 Expertise。為達成此目標，國家奈

米元件實驗室於核心設施中心下設有奈米技術、奈米製造、奈米檢測、高頻技術、

模型及模擬技術等模組，側重在奈米電子、奈米光子、奈米生技及奈米功能材料

等方面的應用性研究，並全力培育未來台灣地區半導體及奈米產學界所需的大量

高級人才。 

(二)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National Laboratory Animal Center，簡稱 NLAC) 

1.歷史沿革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設立於民國 83 年，為我國第一所 SPF 嚙齒類實驗動物的

供應單位。於民國 92 年改隸屬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後，基於國家整體生技

策略發展，積極籌劃南科中心，以利中心組織重新定位。 

2.營運與發展計畫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期能藉南科中心的設立，與台北中心共同形成具備：提供

國家級動物實驗資源、實驗動物科學教育訓練以及任務導向、具動物試驗的研究

發展等三項功能的國家實驗室，進而有效支援我國生醫學研究與生技產業發展。

南科中心設置於南科之生技核心園區，其營運項目內包括動物飼育區及動物實驗

室。未來南科中心將具備下列功能：(1)建立產業研發服務機關，作為南科園區

之基礎設施；(2)設置國際標準化的動物試驗設施，提供進駐園區廠商高品質的

動物試驗軟硬體；(3)將增加嚙齒類動物的供應種類；(4)將與鄰近之產、學單位

合作，協助其發展國內仍欠缺之中、大型實驗動物資源（實驗用兔與猴）；(5)建

立我國實驗動物科學所需的基層與中階技術人才培訓之環境與制度；(6)建立動

物試驗發育成優質環境，以提昇中心研發之能量，增進與南部研究機構合作互動

之機會。 

(三 )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簡稱 NCREE) 

1.歷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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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成立之宗旨為設置地震工程現地實驗工作站及地震

模擬試驗室，擬以大比例尺或足尺寸動態試驗突破國內地震工程研究之瓶頸。並

希望整合相關研究人員從事基礎及應用研究，透過理論及實驗相互驗證，一方面

提昇國內地震工程研究水準，進而落實研究成果，回饋至工程界解決國內工程界

之耐震問題，使國內耐震設計水準快速升級，降低地震造成之災害，確保經濟建

設之成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民國 92 年與其它八大國家實驗室一起改隸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2.營運與發展計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發展目標為結合國內與地震工程有關之學者，工程

師，從事有關地震工程之基本研究和應用研究，從理論或試驗方面解決國內工程

界之耐震問題並帶地震工程科技研究之創新，具此可歸納以下幾項：(1)地震工

程研究之規劃、整合、推動與執行。(2)大型結構實驗室及實驗園區設施之運作

管理及執行有關試驗。(3)地震工程研究資訊及相關成果之蒐集、提供及推廣。(4)

其他如震災勘查、國際合作等。 

(四) 國家太空中心(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簡稱 NSPO) 

1.歷史沿革 

國家太空中心緣起於民國 80 年，係行政院核定之十五年「國家太空科技發

展長程計畫」(第一期計畫)所設立，作為我國太空計畫的執行單位，並藉由國家

中心業務組織的推展，建立國內大型高科技系統整合能力，以奠定我國太空科技

發展之基礎，並塑造未來在國際太空市場及應用產業上有利之競爭資源。「第二

期國家太空科技發展長程計畫」於民國 91 年經國科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全程

計畫 15 年，期限為民國 93 年至民國 107 年，以全面提升我國太空科技發展能量，

開創產業附加價值為目標。國家太空中心於民國 92 年與其它八大國家實驗室一

起改隸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2.營運與發展計畫 

國家太空中心之組織架構兼負督導、執行及管理太空科技相關的計畫，保有

技術移轉與技術推廣之效用，以建立科學與技術之能力，便促進太空科技研究及

執行各項特定之太空任務。國家太空中心有以下 4 點的發展計劃：(1)建置太空

科技運作體系及基礎設施；(2)建立自主發展衛星能力；(3)研製三枚科技衛星(4)

執行尖端太空科學研究。 

( 五 ) 國 家 高 速 網 路 與 計 算 中 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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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簡稱 NCHC) 

1.歷史沿革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前身為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於民國 80 年成立，

以提供國內產官學各界高速計算與網路資源、學術應用研究、及專業軟體訓練為

服務宗旨。為因應瞬息萬變的科技環境，增強組織應變的彈性與效率，於民國

92 年更名並轉制為非營利性財團法人服務機構，簡稱「國網中心」。國家高速

網路與計算中心於民國 92 年與其它八大國家實驗室一起改隸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研究院。 

2.營運與發展計畫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包括了下列的核心業務：網路建置與維運、計算設

備建置與維運、應用研究發展、亞太中樞計劃及南部事業群等五個核心業務。冀

望藉由這些業務的推動，建置穩定與高頻寬的網路環境、維運高速計算設施及中

心使用者高速計算軟硬體環境及提供高效能網路作業環境，進一步而言，透過先

進寬頻學術研究網路之建置，擴充連結與國際高速學研究網路接軌，締造台灣為

亞太學術研究網路中樞。 

(六)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Chip Implementation Center,簡稱 CPIC) 

1.歷史沿革 

提昇國內 IC 晶片設計之研究水準，培育 IC 晶片系統設計人才，仍為我國產

業發展的重大議題。積體電路(IC)為通訊、資訊及消費性電子等 3C 產業朝向數

位化、體積微小化之關鍵性零組。具此，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民國 81 起推

動「晶片設計製作中心」（Chip Implementation Center）籌設專案計畫，並於次

年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立中心籌備工作小組。於民國 86 年更名為「國家晶片

系統設計中心」，為強化南部高科技研發環境，於 91 於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設立

南區辦公室，以發展與新竹科學園區相輔相成之領先研究，建立高科技技術及產

業發展聚落。民國 92 年起為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屬國家實驗室法人化作業，

改隸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繼續推動各項業務工作。 

2.營運與發展計畫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以培育積體電路晶片及系統設計人才、提昇積體電路

晶片及系統設計技術為主要任務，並將下列各點列入其營運與發展的重點，包

括：(1)協助各界建立積體電路晶片及系統設計環境(2)提供各界積體電路晶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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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計雛型品之實作與測試服務。(3) 推展積體電路晶片及系統設計之「產、

學、研」合作研究，並將學術界之研究成果落實推廣至產業界。 (4) 推動國內

外積體電路晶片及系統設計相關技術之合作與交流。 

 
(七)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Instru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簡稱 ITRC) 

1.歷史沿革 

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民國 63 年鑑於精密儀器在科學研究及產業發展上之重要

性，將原科學資料及儀器中心改組設立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建立並發展我國精密

儀器的專業技術及自製能力，並於民國 76 年將研究中心遷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現址，儀器科技研究中心成立宗旨為秉持「精準、創新、敬業、合作」之傳承，

積極發展儀器科技、整合儀器資源並加強技術服務。民國 92 年起為配合國家科

學委員會所屬國家實驗室法人化作業，改隸「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繼續推

動各項業務工作。 

2.營運與發展計畫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的營運重點在發展具有特色的「光電系統」、「真空技術」、

「精密量控」、「光機電系統整合」等關鍵核心技術，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對於

「光電遙測」、「微光機電系統」、「真空系統與鍍膜」等前瞻技術開發為研究

發展重點，提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與高科技產業技術層次。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為

因應學術界與高科技產業需求，積極強化技術服務體系，提供儀器資訊、高科技

人才培訓及儀器委任製作服務，以「技術卓越、服務卓越」，促進國家科技發展

資源之有效運用與永續經營。 

(八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 STPI) 

1.歷史沿革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創立於民國 63 年，專責提供國內科技研究發展所

需資訊，以成為國家級科技智庫及科技資訊整合與加值傳播中樞為目標。科技政

策中心於民國 92 年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屬國家實驗室法人化作業，改隸「財

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繼續推動各項業務工作。轉型納入國家實驗研究院後，

將整合建立科技政策研究機制與知識平台，以支援政府科技政策規劃與評估工

作，並促進科技創新所需資訊於產、官、學、研究界間流通與利用，以加速國家

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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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運與發展計畫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主要工作及發展計晝分成下列兩點說明：1.加強科

技政策研究與建立知識庫：包含國家關鍵議題領域以及科技政策形成機制、研發

能量評估、國家創新體系、科技人力資源等相關研究，並結合專利分析、技術地

圖及市場研究方法，進行新興技術產業發展策略規劃。2.建構全國性資料庫與整

合服務機制：包含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國家科技人力資源庫(NPHRST)、

全國研發與創新能量資料庫(DBRIC)、資通安全資訊網(ICS)、全國學術電子資訊

資源共享聯盟(CONCERT)、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全國科技資訊網路

(STICNET)、科技資訊網路整合服務系統(REAL)等。 

 

三、國研院會計制度之主旨、實施範圍及依據 

會計制度係處理會計事務之準繩和管理業務之重要工具，藉著有效之會計制

度，依據管理上的需求，將組織之財務狀況與經營成果予以正確記錄、分析，不

僅可提供過去經營成效之經驗，同時可做為管理當局決定未來方針之參考，並忠

實允當表達經營實況，以達成國研究設立之使命，並提高國研院之經營效率。國

研院及實驗研究單位之會計處理，以及各專案計畫有關之會計事務遵照國研院之

會計制度辦理。國研院之會計制度係依據法令規定，並配合國研院實際業務、環

境及管理需要而制度，組織與業務。另外，有關於國研院會計制度所主要依據包

括： 

(一)、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準則 

(二)、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 

(三)、財團法人會計制度一致性規範 

(四)、預算法、決算法、審計法、政府採購法及商業會計法 

(五)、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六)、商業使用電子計算機處理會計資料辦法 

 

四、國研院會計制度設置內容 

國研院之會計制度設置內容要點包括：會計年度、會計基礎、記帳幣別、會

計報告、會計科目、會計簿籍及憑證、會計事務處理準則及程序、內部審核、內



 153

部稽核等方面。國研院會計年度與政府會計年度一致，亦即每年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記帳幣別以中央政府預算所定之貨幣為記

帳本位幣，會計報告以分送對象區分為對內部報告與對外報告兩種；以編表時間

分為定期報告與不定期報告。會計科目採用二段七級編號，按大分類、中分類、

小分類及總帳科目分編，並在其下設有明細分類帳科目。會計簿籍包括帳簿(序

時帳簿、分類帳簿)及備查簿，憑證可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其中記帳憑證

採用複式傳票。 

會計事務處理準則包括資產、負債、淨值、收入、支出及稅務處理準則，會

計事務處理程序包括普通會計、出納、業務收入、業務支出、銷貨成本、財產及

總分會計事務處理程序、機器處理資料程序、預決算程序。內部審核為建立內部

制衡作業，以減少浪費與錯誤，國研院之內部審核由院部之會計人員負責，對會

計財務及相關事項，作定期或不定期周密之檢查審核。另外，國研院另訂有「內

部稽核制度」，對各項業務計晝及進度、工作程序及方法，規章辦法及應用，業

務進展與績效等事項多予以稽察考核。 

 

五、國研院之會計報告 

會計報告2之編製原則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財團法人會計制度一致性

規範之規定。會計報告之種類可依分送對象區分為對內部報告與對外報告兩種，

對外報告依照主管機關及相關機構之規定編製；對內報告應採實際數與預算數予

以比較，並就預算執行情形、計劃執行進度及管理控制之需要編製，以作為經營

管理方針之參考。除了以編送對象作區分標準外，可再以編製時間分為定期報告

與不定期報告，在定期報告部分又分為日報、月報、半年報及年報，其中在年報

除按年度編製之會計報告皆屬之外，尚須編製決算書表、概算書表及預算書表，

決算書表係指每年年度終了應依當年業務計晝實施績效、預算執行情形及資金運

用狀況，編製決算書表，並於每年五月底前內編製完成，經監事同意遴選之執業

會計師簽證後，提報董事會及監事會審查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主動公開之；

並於每年五月底前向國稅局申報。概算書之格式及編製時間依經費補助單位要求

辦理。預算書表於每年一月底前，將其年度工作計晝、營運計晝、業務計晝及經

費預算書提報董事會及監事會審查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另外，會計報告應對於下列事項予以註明， 

                                                 
2會計報告之格式及說明參照主管機關及相關法令規定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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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院沿革及本年度重大組織變動 

(二) 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1.一般性項目 

 (1)備抵呆帳 

 (2)分期付款收取計晝款項認列收益之方法 

 (3)長期委辦合約 

(4)所得稅 

2.資產項目 

(1)短期投資評價方法 

 (2)長期投資評價方法 

 (3)固定資產評價基礎及折舊方法 

 (4)無形資產評價基礎及攤銷方法 

3.收支項目 

(1)收入認列方法 

 (2)資本支出與收益支出之劃分 

(三) 會計變動之理由及其影響 

因會計原則變動、會計估計變動或編製報表主體變動，所引起之影響。 

(四) 重要會計科目之說明 

1.會計報所列金額，有註明評價基礎之必要者，應予以註明。 

2.會計報告所列各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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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金之變動 

4.長短期債款之舉借 

5.主要資產之添置、擴充、營建、租賃、廢棄、閒置、出售、轉讓或長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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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6.對其他單位之主要投資 

7.接受他人補助之研究發展計畫 

(五) 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1.因租稅爭議、侵權行為(如侵害專利權)等可能造成損失。 

2.對他人之債務提供保證可能造成之損失或賠償。 

(六) 重大災害損失 

(七) 重大期後事項 

係指發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至會計報表提出之間所發生之重大事項，例如： 

1.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借。 

2. 主要資產之添置、擴充、營建、租賃、廢棄、閒置、出售、轉讓或長期

出租。 

3.重要契約之簽訂、完成、取銷及失效 

4.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理制度之重大改革 

5.因政府法令變更而發生之重大影響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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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或措施 

(八) 因物價或經濟狀況發生重大變化時，致會計報告無法正確表達本院之財務

狀況時，應附註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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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與資產相關之會計處理問題 

    關於財團法人資產之會計處理方面，目前較具爭議性且常被討論者為，財團

法人之資產是否應設置相關的評價科目，例如應收帳款是否應預提備抵壞帳、固

定資產是否可比照一般營利事業組織辦理重估增值。關於這些問題，如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皆規定資產（如應收帳款、存貨等）應設置評價科目，且就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所得稅法及營業稅法皆具體指明固定資產凡符合法令規定時，即得辦理

重估，然而對於公設財團法人而言，關於以上這些規定是否有其必要，產專學者

皆持有不同的看法，且各財團法人本身亦有其主張，故本研究以「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為主要分析對象，針對以上問題提出討論。 

    此外，我國於 94 年 9 月 22 日修訂的第三十四號公報－「金融商品之會計處

理準則」及在 94 年 12 月 22 日修訂的第三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理準則」

公報，除了使「投資」及「各類資產」的會計處理能與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

國際會計準則緊密接軌，對國內企業更產生了極大的正面衝擊，使得財務報表能

真實反映出公司的真實財務狀況。而對於公設財團法人而言，是否亦應適用上述

公報中的相關規範，正是本研究所欲進一步探究之處，爾後再行討論關於長期股

權投資編製合併報表之問題。雖然以上問題的討論已於第肆章第三節進行了概念

性的分析與介紹；而此處本研究則以個案分析的方式，藉由檢視國家實驗研究院

目前所採行的狀況及報表中所存在的真實會計科目，進而闡述與解析以上所提及

之各類問題。 

個案分析 

 參考資料：資產負債表、報表附註及會計制度 

 報表內容摘錄（民國 94 年及 93 年 12 月 31 日） 

 
表 5-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部分資產負債表－資產部分 

 94/12/31 93/12/31 
金  額 % 金  額  %

資          產      

流動資產      
  現金及銀行存款 $1,382,267,067 14 $781,742,197  10
  應收帳款及票據 61,798,286 1 10,675,999    -
  其他應收款 100,568,683 1 73,147,694  1
  預付費用 85,985,546 1 6,360,150    -
    流動資產合計 1,630,619,582 17 871,926,040  11
基金及長期存款   
  創立基金 200,000,000 2 100,0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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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職金專戶存款 83,845,387 1 115,324,276  2
    基金及長期存款合計 283,845,387 3 215,324,276  3
固定資產   
  成本 7,230,362,517 74 4,995,019,098  65
  累計折舊 (1,629,662,956) (17) (526,664,302)  (7)
 5,600,699,561 57 4,468,354,796  58
  未完工程及預付設備款 2,067,714,040 21 1,972,811,453  25
    固定資產合計 7,668,413,601 78 6,441,166,249  83
其他資產              
  遞延資產 194,697,627 2 210,121,540  3
  其他資產 2,522,940   - 1,567,360    -
    其他資產合計 197,220,567 2 211,688,900  3
  資產總計 $ 9,780,099,137 100 $7,740,105,465  100
     

 
 問題一：關於備抵壞帳之提列 

(1) 概念分析 

    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下，基於穩健原則及配合原則的要求，通常營利事業

組織關於應收帳款的評價，會先行預估可能發生的壞帳損失，予以入帳。且為符

合資訊的充分揭露，通常不直接沖銷應收帳款，而另外設置「備抵壞帳」評價科

目加以處理，作為應收帳款的抵減科目，以反映應收帳款預計可實現之帳面價值。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檢視表 5-1 關於國家實驗研究院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部分，可知悉該財團法

人之流動資產中存在有現金及銀行存款、應收帳款及票據、其他應收款與預付費

用等。然而從表 5-1 之資產負債表中，我們並未發現該財團法人就應收款項部分

有設置任何的評價科目，推估其應收帳款可能未有預計無法收回之情事。另外就

該財團法人所訂定之會計制度中顯示，其應收款項中包含有應收票據、應收帳

款、應收委辦計畫服務收入款、應收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款、應計收入、應收退稅

款及其他應收款等，其中就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兩科目均分別設置有相關的備抵

評價科目－「備抵呆帳」。由此可知，國家實驗研究院就應收帳款之期末評價主

要乃按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範而為報表之陳述。 

 
(3) 評述 

    財團法人設置評價科目似可提供更多相關資訊，便於財團法人目前及潛在資

源提供者與其他相關單位決策之需要。但就小規模財團法人而言，由於可用資源

稀少，若再行設置評價科目，可能不符合成本效益之原則，故似乎尚有其可不設

置的理由。另外，就本研究所分析的個案財團法人來看，其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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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處理業務之已收而尚未到期之票據或是因處理業務所發生應收而未收之

帳款，就其屬性難免有無法收回款項之情事發生，若不預提呆帳，將導致有高估

應收票據及帳款與純益的可能性。而事實上，檢視國家實驗研究院所訂定之會計

制度，仍有「備抵呆帳」科目之設置，但實際的資產負債表中，並未能看出「應

收帳款及票據」有其他的抵減科目存在，若非此兩個年度未存在有無法收回帳款

之風險，即該財團法人未依循所設置的會計制度而為報表之編製，而由於本研究

個案－國家實驗研究院之財務報表乃經由會計師查核簽證，並依其財務報表之附

註揭露顯示，其收入多來自政府，應收帳款亦絕大多數是應收政府款項，故本研

究乃持前述的看法，即推估處理業務所產生之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發生無法收回

之可能性相當低，預計不存在無法收回之情事，故未予計提備抵呆帳科目。 

    此外，有關於應收款項計提備抵呆帳的問題，根據張文瑛 (1998)之實地研

究得知，多數財團法人亦認同此一作法，即認為應收款項應提列備抵呆帳；而會

計研究發展基金會亦建議應收款項應提列備抵呆帳。經由上述分析，本研究認為

財團法人之應收款項應提列備抵呆帳，以正確評價應收款項。 

 
 問題二：關於存貨之期末評價問題 

(1) 概念分析 

    存貨的效用可能因市價下跌、陳舊、過時、損壞等而降低。基於穩健原則及

資產的定義，當存貨的未來價值因前述原因而降低者，應即在發生當期認列損

失，此為成本與市價孰低法的主要理論根據。而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範，

所有取得時按成本入帳的存貨，其續後評價均應採用「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所

謂成本市價孰低法係指期末存貨的評價以成本與市價之較低者為基礎，亦即當存

貨發生跌價損失時，應即認列此一損失，而增值時則不予認列，因為在出售前此

項增值並未確實實現。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檢視表 5-1 資產負債表中流動資產部分，並未包含有存貨科目；因此，本研

究主要依據所取得之國家實驗研究院的會計制度來獲悉其對於存貨所採行之期

末評價方式。國家實驗研究院會計制度中所設置之存貨科目中包括有原物料、飼

料、在製品、在養畜產品、半成品、製成品、商品、畜產品及在途存貨等子科目，

然而並未設置有相關的評價科目－「未實現跌價損失」。 

 
(3) 評述 

    目前國家實驗研究院雖未存在有存貨之資產項目，然而會計制度中對於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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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定的會計處理並未按成本市價孰低法之評價方式，而是採用成本法之處理。

根據張文瑛 (1998)之研究，多數財團法人多建議存貨應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

價。而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亦做出相同的建議方式。一般而言，不按成本市價孰

低法評價可能基於下列理由： 

1成本與市價孰低法只認列市價下跌所產生的損失，而不承認市價上漲可能產生

的利益部分，故其會計處理並未一致。 

2當存貨市價下跌時，售價不一定會隨之下跌，縱使會有下跌情事，但下跌幅度

也未必呈同比例，故採用成本與市價孰低法可能過於穩健。 

    本研究認為存貨之評價應以成本市價孰低法為原則，但若存貨之市價不易取

得或取得成本之資訊成本過高時，則可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之規範適用成

本法之處理；於此，國家實驗研究院對於存貨採行成本法之處理尚屬適宜。 

 
 問題三：固定資產得否辦理重估？有無重估之必要？ 

(1) 概念分析 

    此部分主要討論財團法人之固定資產是否得以辦理重估，並分析其是否適用

行政院所訂定之「營利事業資產重估辦法」。固定資產重估之主要目的在於正確

評價固定資產，以反映其真實的財務狀況，並藉由帳面價值的增加，從而提高折

舊費用以減少所得稅費用。基本上，現行財團法人之固定資產是否得以辦理重

估，仍宜由各相關主管機關訂定法令規範之。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目前國家實驗研究院並未有任何關於資產重估增值之情事，且相關之會計制

度中並未發現有明確之規範；本研究推估其可能於重估增值之情事發生時，始發

函請示相關主管機關予以明確指示得否辦理重估。 

 
(3) 評述 

    關於財團法人之固定資產得否辦理重估一事，各界存在有不同之看法，以下

茲參考張文瑛 (1998)之研究，歸納彙整如下。 

 得辦理重估 不得辦理重估 
理由 物價上漲時，將導致資產低估，純

益高估，致使採用歷史成本編製之

財務報表有資產評價失真、無法反

映經濟實質等問題 

1財團法人非營利事業單位，故

不宜適用「營利事業資產重估

辦法」辦理之 
2符合成本原則 
3避免造成人力及資源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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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1所有固定資產均得辦法重估 
2僅土地得辦理重估  

－ 

方式 1直接認列於財務報表之中 
2僅以財務報表附註方式揭露 

－ 

重估條件 須於當年度物價指數較該資產取得

年度或前次依法令規定辦理資產重

估年度物價指數上漲達 25%以上

時，始得辦理 

－ 

    實務上，各公設財團法人對於此一固定資產重估情事所持之看法不一，然而

大部分仍認為宜由財團法人自行依相關法令，且視實際情況及需要辦理（張文瑛 

1998）；而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則認為，原則上宜由主管機關訂定法令予以規範，

而其亦建議財團法人之固定資產，包括土地及房屋等，得辦理重估，但由於重估

除了相關的會計處理問題外，尚涉及現行法令之規定，故仍應由主管機關訂定法

令加以規範。 

 
 問題四：關於財團法人「投資」會計處理之討論 

(1) 概念分析 

    關於財團法人「投資」的會計處理，本研究將分為幾個部分進行討論與分析，

藉由比較過去與現今財會之發展趨勢，進而評估財團法人投資之處理應如何適

從。於 94 年 9 月 22 日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修訂第三十四號公報以前，

就短期投資及對被投資公司不具影響力之長期股權投資，均規範採行「成本市價

孰低法」進行期末評價工作。而三十四號公報之修訂乃為因應世界潮流所趨，對

於部分金融商品資產乃改以市價作為期末評價之依歸。 

    關於公設財團法人投資之相關問題有：短期投資是否應按市價法評價，就長

期股權投資部分，其對被投資公司無影響力時，若被投資公司為上市公司，是否

應按市價法評價，或對被投資公司有重大影響力時，是否應按權益法認列投資收

益，及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50%之表決權股份時（或未超過 50%，但有控制能

力及考量潛在表決權後有控制能力者），是否應編製合併報表等問題。此等問題

雖於前述第肆章第三章已有所探討，此處本研究將以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對象，個

案分析此等問題所應適用之會計處理方式。 

債務證券 
 期末評價 相關科目 

1透過損益按公平價價值評價* 公平價值 未實現持有損益(損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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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供出售 公平價值 未實現持有損益(股東權益) 
3持有至到期日 攤銷後成本 － 
* 此類金融資產包括兩部分：(a) 為交易目的而持有者…(交易目的證券投資)，(b) 其他在原

始購入時即被指定按公平價值評價，公平價值的變動列入損益者 
權益證券 

 期末評價 相關科目 

1透過損益按公平價價值評價* 公平價值 未實現持有損益(損益) 
2備供出售 公平價值 未實現持有損益(股東權益) 
3長期股權投資 
 
 

無重大影響力           有重大影響力            具有控制能力 
同備供出售            採「權益法」            採「權益法」 
之處理                                      並編製合併報表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檢視表 5-1 國家實驗研究院之資產負債表，並未存在任何有關投資之項目；

故本研究主要藉由了解該財團法人所訂定之會計制度，進而加以分析其對投資所

可能採行之會計處理方式。以下為國家實驗研究院於 2003 年 1 月 1 日所訂定之

會計制度中有關於投資部分之相關會計科目類別，主要區分為短期投資及長期股

權投資兩類，而由其總分類帳科目中，我們可獲悉，其所對投資所採取之評價方

式為「成本與市價孰低法」。 

 
小類 總分類帳 

有價證券 
其他短期投資 

短期投資 

備抵短期投資跌價損失 
長期股權投資 長期股權投資 
備抵長期投資跌價損失 

* 會計制度訂定日期：2003 年 1 月 1 日 
 
(3) 評述 

    美國 FASB針對非營利組織所發佈之第 124號公報乃僅適用於有市價之權益

證券及債權證券投資，並規定按公平市價處理（參見第肆章第三節之說明）。但

124 號公報亦指出採權益法之投資及須編製合併報表之子公司等並不適用公平

價值之投資會計處理，而會計準則公報對衍生性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如 FASB

第 105、107 及 119 號公報之規定則皆適用於非營利組織。 

而就國家實驗研究院會計制度中所設置之相關會計科目可知，對於投資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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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計處理，包括短期投資及不具重大影響力之長期股權投資均採行「成本市價

孰低法」（參照 2003 年 1 月 1 日所制定之會計制度）。基本上，該財團法人過去

主要乃為依循當時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處理，似無不妥之處。然而，時至今日，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第三十四號公報「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則」

中乃重新規範相關之金融資產宜按公平市價法評價，以與國際接軌，雖然此一公

報所規範之主要對象為一般營利事業組織，且應於 2006 年 1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

然而，本研究認為對公設財團法人而言，亦應朝此趨勢發展，其所編製之財務報

表始能反映出真實財務狀況，並能貼近現實價值，故建議除了本研究個案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宜採用現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從事投資之會計處理，其他相

關財團法人亦應比照適用之，以便能有一個共通比較之基礎。以下將以表 5-2 彙

總說明之。 
 

表 5-2  公設財團法人投資會計處理問題之彙整性討論 
討論議題：短期投資之期末評價問題 
參考公報：第一號「財務會計觀念架構及財務報表之編製」 
          第三十四號「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則」 

美國 SFAS 第 124 號公報「非營利組織投資之會計處理」

主要觀點：金融資產投資如屬短期性質者，較偏向於目前公報中所定

義之「交易目的金融資產」投資類別，依目前公報規定所

採行之評價方式均為「公平價值」法，亦即按照該投資標

的之期末市價反映於財務報表中，並相對承認其所發生之

相關損益項目。而美國 FASB 第 124 公報中亦要求非營利

組織對於有立即決定公平市價之權益證券及債權證券的

投資必須以公平市價記錄，而非以原始成本、分攤成本或

成本市價孰低法來記錄。 

問題四-1 

本研究建議：現今企業之財務報表逐漸趨向於反映真實財務狀況為原

則。而對於公設財團法人而言，雖其非以營利為目的，

然而為能提供相關單位與團體有關財團法人更具價值

攸關之資訊，本研究建議應以公平市價法進行評價，以

順應於世界潮流所驅，進而反映財團法人運用資金之實

際狀況，以避免相關資產有被低估之嫌。 
此外，假若在實際操作時，若投資標的物之公平價值難

以獲得時，則建議仍可依成本金額列示於財務報表中，

如此尚不致失去其非以營利為目的之本質。 
問題四-2 討論議題：長期股權投資，當被投資公司為上市公司，且對被投資公

司無重大影響力時之期末評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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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公報：第三十四號「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則」 
          美國 SFAS 第 124 號公報「非營利組織投資之會計處理」

主要觀點：美國 FASB 第 124 號公報（以非營利組織為規範對象）不

似其第 115 號公報（以一般營利組織為規範對象）般，按

其投資意圖而將投資進行分類，僅明確規範應採「公平市

價法」進行期末評價；而以我國第三十四號公報的觀點來

看，若公設財團法人持有上市公司之股權不具重大影響力

時，依公報之規定，則偏向於「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投資

類別，應採行「公平市價法」進行期末評價，報表中應反

映投資項目之現時價值，且應認列相關之損益項目，一反

過去穩健原則之下僅能承認跌價損失之情況，現行公平市

價法亦相對承認未實現之利得部分；至於其所產生之相關

未實現損益科目則比照過去之表達方式，置於股東權益

（業主權益）項下。 
本研究建議：本研究認為公設財團法人宜比照適用現行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之規範處理，其理由同前所述，必須特別注意的是，

由於財團法人之資產負債表並無股東權益或業主權益項

目，故在採行公平價值法所產生之未實現損益科目建議

可置於「淨值」項下，可另外設置「其他」科目以茲彙

整其累積餘額，同於一般營利事業組織之「累積綜合淨

利」的性質。 
討論議題：長期股權投資，對被投資公司有重大影響力者，是否應採

行權益法？ 
參考公報：第五號「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會計處理準則」 
          美國 SFAS 第 124 號公報「非營利組織投資之會計處理」

主要觀點：由於投資公司對被投資公司具有重大之影響力，故應按其

持股比例認列被投資公司之淨利，作為「投資收益」，如

此的處理主要為避免投資公司藉由其所擁有對被投資公

司股利政策之影響力來操縱自身之投資損益；另一方面，

採行權益法亦可反映出其經濟實質，故不論被投資公司發

生淨利或淨損，投資公司均應按其持股比例認列投資收益

或投資損失。 

問題四-3 

本研究建議：雖然有些團體認為財團法人非以營利為目的，並無操縱

損益之動機存在，故主張不應採用權益法，且為避免為

等待被投資公司結算損益，而影響會計作業程序，因此

更無採行權益法之必要。然而，根據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之建議，認為投資公司對被投資公司具有重大影響力

時，應採權益法評價；本研究亦認同「權益法」評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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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採行，如此才能真實反映出其所擁有的真實損益狀

況及其對被投資公司所具有重大影響力之事實。 
討論議題：長期股權投資之持股具控制能力時，是否應編製合併報表

參考公報：第五號「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會計處理準則」 
          第七號「合併財務報表」 
          美國 SFAS 第 124 號公報「非營利組織投資之會計處理」

          美國SFAS第 94 號公報「持有過半數子公司股權之合併」

問題四-4 

主要觀點：為避免投資公司利用與被投資公司間之交易而進行損益之

操弄，事實上，不論營利事業或非營利事業，只要投資持

股達具控制能力時，即應編製合併報表；但鑑於財團法人

之性質與營利事業組織迥異，如財團法人所投資之公司屬

營利事業單位時，屆時編製兩者之合併報表將是一個非常

棘手的問題，若強行編製者，則報表的可瞭解性將非常低，

在此情況下即產生了不同的看法與爭議。但依據第七號公

報的規定看來，不論財團法人之性質與營利事業組織是否

迥異，皆須編製合併報表。 
 美國對於非營利組織關係個體合併報表編製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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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AICPA SOP 94-3 提供非營利組織有關

聯屬個體報導模式之指引。一般來說，個體間關係之性質，應該將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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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關係個體為營利組織時 

a.假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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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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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定，則應該編製合併報表。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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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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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係個體為非營利組織時 

當非營利組織對另一非營利組織具有財務與經濟實質上控制

權，就應編製合併報表。如果組織能夠透過控制權、契約或其他方法

指定管理階層的政策，則控制即存在。 

                                                 
3 SFAS No. 94: Consolidation of All Majority-Owned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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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同於第肆章第三節所做出之建議，本研究認為財團法人

宜編製合併報表，然而若營業性質差異極大時，如強行

合併將導致報表使用者閱讀上之困難，故主張得不編製

合併報表，但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露相關資訊，例如

合併資產總額、負債總額、損益總額及持有子公司股份

比例等相關重要訊息。 
 
 
 

第三節  與淨值相關之會計處理問題 

    在財團法人淨值之會計處理部分，目前實務上較受爭議之問題為：(1) 財團

法人盈餘是否可轉公積或基金、是否應依捐贈人所附加之限制來區分不同類別之

淨值及其淨值之正名等問題，以下本研究將以摘錄關於個案單位－「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資產負債表之「淨值部分」及淨值變動表進行此等問題之討論。 

個案分析 

 參考資料：資產負債表、淨值變動表、報表附註及會計制度 

 報表內容摘錄 

 
表 5-3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部分資產負債表－淨值部分 

 94/12/31 93/12/31 
金  額 % 金  額  %

基 金 及 餘 絀      

創立基金  $200,000,000 2 $100,000,000  1
累積餘絀 327,089,610 3 130,023,316  2
  淨值合計 $527,089,610 5 $230,023,316  3
     

 
表 5-4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淨值變動表 

  創 立 基 金 累 積 餘 絀 合     計 
93  年  度     
  創立基金  $ 100,000,000 $  58,203,312 $ 158,203,312
  93 年度餘絀  - 71,820,004 71,820,004
  93 年 12 月 31 日餘額  $ 100,000,000 $ 130,023,316 $ 230,023,316
94  年  度    
  94 年 1 月 1 日餘額  $ 100,000,000 $ 130,023,316 $ 230,023,316
  新增創立基金  100,000,000 100,000,000
  94 年度餘絀  - 197,066,294 197,066,294
  94 年 12 月 31 日餘額  $ 200,000,000 $ 327,089,610 $527,08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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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一：財團法人淨值、權益或基金餘額之正名、是否應依捐贈人所加諸之限

制而區分不同類別之淨值？ 

(1) 概念分析 

    財團法人之權益、淨值或基金餘額等名稱，亦有以「淨資產」、「財團法人權

益」、「法人權益」等來稱之。而是否考量捐贈人所加諸之限制來區分不同淨值種

類，有以下兩種觀點，茲彙整說明如下： 

 
 區分不同淨值種類 

(考量捐贈人所加諸之限制) 
未區分不同淨值種類 

(不考量捐贈人所加諸之限制) 
方法 
 
 

1將淨值區分為未受限制、暫時受

限制及永久受限制三部分 
2淨值之下區分為「基金餘額」、

「公積」、「累積餘絀」三類，再

行依據捐贈人所加諸之限制各

別區分為未受限制、暫時受限制

及永久受限制等類別 

－ 

理由 
 

1對於受限制的捐贈資產，財團法

人應無法自由運用，故與未受限

制資產之性質不同，故應予以分

開列示 
2可反映出更多的資訊 

1減少帳務處理成本與時間 
2避免某些費用分類上的困難 
3就「基金餘額」、「公積」、「累積

餘絀」之用途而言，即分別具有

永久受限制、暫時受限制及未受

限制用途之意，故無須再行區分

之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根據本研究所摘錄列示之表 5-3 及表 5-4 關於國家實驗研究院之淨值部分，

可發現就 94 年 12 月 31 日之比較性資產負債之淨值部分來看，其僅列示有「創

立基金」及「累積餘絀」兩部分，而表 5-4 亦列示出此兩部分之累積變動情形。 

事實上就本研究所取得該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顯示，就淨值部分，其設置有

「基金餘額」（包含有：創立基金、捐贈基金及其他基金）、「公積」（包含有：捐

贈公積、資產改良擴充公積及其他公積）與「累積餘絀」（包含有：本期餘絀及

未實實長期股權投資跌價損失）。於此可知，國家實驗研究院就淨值部分並未依

照捐助人所加之限制而區分為不同種類的淨值。 

 
(3) 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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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捐贈限制對非營利組織而言是相當普遍的，故 FASB 所發佈之 SFAS 第

117 號公報規定，非營利組織應依捐贈人所加之限制將捐贈收入、淨資產及淨資

產之變動區分為未受限制、暫時受限制及永久受限制三類。關於此部分，實務上

諸多財團法人所持之看法各有不同，如張文瑛 (1998)之研究中彙整有各方不同

之看法，例如中國生產力中心贊同應依基金或受贈資產是否限制用途而為區分，

而工業技術研究院認為淨值科目項下已分設有基金餘額、公積及累積餘絀三科目 

且實質上即與永久性限制用途、暫時性限制用途及未限制用途相符，故可考慮以

財務報表附註揭露表達即可，無須於報表上再行將淨值進行分類。 

    另外，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建議，財團法人淨值、權益或基金餘額之名稱可

採「淨資產」或「淨值」。而針對是否依照捐贈人所加之限制來區別不同種類淨

值之問題，該基金會建議應依捐贈人之限制將淨值區分為永久性限制、暫時性限

制及未限制用途三部分，並以表 5-5 之方式附註揭露，以與美國非營利組織之相

關規範趨於一致（調和作用）。 

 
表 5-5  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建議之財團法人淨值表達方式 

 無限制用途  暫時性限制用途 永久性限制用途  淨資產合計

創立基金    $ ×××  $ ××× 
其他基金 $ ×××  $ ×××  ×××  ××× 
公積 ×××   ×××  ×××  ××× 
累積餘絀 ×××   ×××  ×××  ××× 
合計 $ ×××  $ ××× $ ×××  $ ××× 
        

    綜上所述，由於各財團法人所屬性質不盡相同，且行政院亦函示期望財團法

人應能自給自足，不宜過度仰賴政府經費補助，因此各界並未產生一致的看法。

事實上，將淨值部分進行「限制等級」之區分有其優點存在，不僅可反映出更多

資訊外，亦可使報表使用者了解捐助人所設之限制及其限制用途之類別明細。然

而，以本研究之個案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來看，其主要收入來源為政府公

務預算捐補助收入及政府委辦計劃服務收入，主要為替政府進行專案研究及相關

的委辦計劃所獲之補助，而實質捐贈收入僅佔其一小部分，故似乎無按其是否限

制用途而加以區分之必要，且由國家實驗研究院所設置之會計制度即可看出，其

已將淨值部分分為創立基金、公積及累積餘絀三類，已能實質的反映其是否受限

制之形式。如同於中華民國對外貿易協會反對依捐贈者所加限制區分不同種類之

淨值情形一般，主要原因為其作業之執行乃依每年訂定之工作計劃編列預算，故

多數資金來源皆已納入工作計畫成為限制用途經費，而永久性限制用途項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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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立基金、企業投資準備及累積餘絀等，亦均已嚴格限制用途；因此，無再行依

捐贈人限制區分淨值之必要，避免與多數公設財團法人之處理不同，且為避免區

別界限的混淆，而失去原本所欲表達的財報報表意涵。 

    經由上述分析，本研究認為針對個案財團法人來看，依其性質是無將淨值按

受限與否區分用途之必要。然而，可能並無法延伸類推至其他所有之公設財團法

人，畢竟以目前台灣之所有的公設財團法人來看，所屬性質均不盡相同，故亦期

許相關單位能訂定出一套標準或一致處理方式及相關配套方式，以供所有公設財

團法人所編製之報表能有依循及各財團法人之財務報表能有一致的比較基礎。 

 
 問題二：盈餘是否可轉公積或基金？ 

(1) 概念分析 

    由於財團法人無盈餘之分派事項，是否能如同一般營利事業組織將盈餘轉作

公積或基金使用。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從表 5-3 及表 5-4 可知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的淨值科目下存在有創立基金及

累積餘絀兩類。而若檢視其所設置之會計制度來看可發現，就淨值部分，乃含括

有「基金餘額」、「公積」及「累積餘絀」三個類別；其中，「基金餘額」科目下

設置有「創立基金」、「捐贈基金」及「其他基金」，創立基金為創立時所實收之

基金部分，而捐贈基金則由政府或民間所捐贈之現金及約當現金，作為指定用途

之基金部分，非創立基金及捐贈基金性質者，則歸入其他基金帳戶之中。有關「公

積」科目之下，設置有「捐贈公積」（凡因受贈除現金及約當現金以外之資產而

獲得之資本性收益皆屬之）、「資產改良擴充公積」（凡由餘絀中撥充固定資產改

良擴充用途之公積皆屬之）及「其他公積」（凡依董事會決議並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自累積餘絀中提撥供指定投資用途之公積皆屬之）。 

 
(3) 評述 

    由前述部分可了解，雖然會計制度中設置有「基金餘額」及「公積」之明細

分類，然而實質上，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之相關報表並未察覺有盈餘轉列公積之情

事。雖然實務上有相關的公設財團法人認為「其他基金」科目乃為創立後由累計

盈餘或公積中經董事會決議轉入基金餘額，以為固本之永久性限制用途者（類似

營利事業組織之盈餘轉增資），以鞏固創立基金之不足，然而從國家實驗研究院

94 年度之比較性資產負債表及 94 年度之淨值變動表，就「基金餘額」類別，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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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創立基金」科目，並未發現有「其他基金」科目。 

  而就「公積」類別，實際上國家實驗研究院並未有提撥公積之情事，故未能

於報表中發現此一類別科目，然實務上亦有相關的公設財團法人認為可於「公積」

項下再行加設「法定剩餘公積」及「特別剩餘公積」以厚植公積，以彌補於經營

上可能發生之虧損，此點可供本研究之個案法人單位參酌適用之。 

    另外，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則認為，財團法人之盈餘是否可轉公積或轉為基

金，涉及現行法令之規定，而非僅是會計處理的問題，故原則上宜由主管機關訂

定法令予以規範，該單位建議，假若財團法人以捐贈人是否限制用途來區分其淨

值者，則無須再行將淨值分為基金餘額、公積、累積餘絀。但若財團法人不以捐

贈人是否限制用途來分其淨值者，由於財團法人無盈餘分派之事項，故其盈餘可

經董事會決議，轉入公積或基金之中。於此，本研究認為國家實驗研究院所設置

之會計制度（關於會計科目部分）實屬適宜，然而在實際運作或報表之編製上必

須能真實反映出各項基金餘額類別，必要時應將「公積」再按類別科目明確定義

及認列，以使報表之表達更臻完善。 

 

 

 

第四節  與收入、支出相關之會計處理問題 

國研院在其會計事務處理制度中規範成本收益配合原則為其支出的會計處

理原則，在收入的會計處理方面，洞察其實際會計處理後，可知悉國研院採用權

責發生制來認列收入。國研院的收入可依其性質分類為：1.業務收入、2.業務外

收入，其中業務外收入乃指非主要營業活動所產生之收入，例如：利息收入、投

資收益等。在業務收入又可作進一步分類：捐贈收入、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

委辦計畫服務收入、個案服務收入、作業組織收入及其他業務收入。國研院的支

出依其性質可分為：1.業務支出、2.業務外支出，其中業務外支出乃指非主要營

業活動所產生之支出，例如：利息支出、投資損失等。本研究將以摘錄關於國研

院收支餘絀表及會計制度，進行相關問題之討論。 

 

個案分析 

 參考資料：收支餘絀表及會計制度 

 報表內容摘錄（民國 94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93 年 1 月 1 日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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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 

表 5-6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收支餘絀表 

 94 年度 93 年度 
 金額 % 金額 % 
業務收入淨額                                        
政府公務預算捐補助收入 $4,527,750,649 91 $3,220,668,582 92 
  委辦計劃服務收入 298,768,689 6 219,181,994 6 
  個案服務收入 23,030,870 1 15,097,244 1 
  作業組織收入 100,307,186 2 34,553,783 1 
  捐贈收入 1,657,000    - 4,642,586 - 
  其他業務收入 14,867,983    - 13,021,178 - 
    營業收入淨額合計 4,966,382,377 100 3,507,165,367 100 
業務支出                                        
  政府公務預算支出 (4,527,750,649) (91) (3,220,668,582) (92) 
  委辦計畫服務支出 (198,058,305) (4) (207,325,200) (6) 
  個案服務支出 (8,814,803)    - (3,175,937)   - 
  作業組織支出 (24,151,424) (1)          -   - 
  其他業務支出 (21,422,728)    - (13,263,041)    - 
    業務支出合計 (4,780,197,909) (96) (3,444,432,760) (98) 
業務外收支淨額 10,881,826 - 9,087,397   - 
本期稅前餘絀 197,066,294 4 71,820,004 2 
所得稅費用            -    -            -   - 
本期餘絀 $197,066,294 4 $71,820,004 2 

 

問題一：業務收入(捐贈除外)之會計處理 

(1) 會計處理概念分析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收入須符合以下兩個條件，即(1)已實現或可實

現；(2)已賺得，方可認列收入。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又將收益區分成收入

(Revenue)與利益(Gains)兩部分，兩者主要區別特徵為前者的獲利來自於主要營業

活動；後者的獲利則是來自於非主要營業活動。至於我國政府會計、美國政府會

計4及中國民間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只有定義收入及支出，並無前述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以主要營業活動作進一步的區別。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二號將國際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公報觀念納入

收入的認列原則中，其規定收入於已實現或可實現且已賺取時認列。同時須符合

                                                 
4美國聯邦政府會計將收入區分為交換性收入（exchange revenues or earned revenues）及非交換性

收入（non－exchange revenues），在州及地方政府會計規範，其將收入區分為課稅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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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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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才能認為收入已實現或可實現，而且已賺得，包括：(1)具有說服力之證據

證明雙方交易存在；(2)商品已交付且風險及報酬已移轉、勞務已提供或資產已

提供他人使用；(3)價款係固定或可決定；(4)價款收現性可合理確定。上述條件

(1)、(3)、(4)與已實現或可實現有關，條件(2)與已賺得有關，四者同時符合則收

入及可認列。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由表 5-6 得知國研院捐贈以外的業務收入包括：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委

辦計畫服務收入、個案服務收入、作業組織收入及其他業務收入。國研院銷售商

品、提供勞務及將資產提供他人使用而產生之利息、股息及權利金之交易時，其

收入通常於已實現或可實現且已膁得時認列。對於已實現或可實現之認定標準為

具有說服力之證據證明雙方交易存在、商品已交付且風險及報酬已移轉、勞務已

提供或資產已提供他人使用、價款係屬固定或可決定、及價款收現性可合理確定。 

 
(3) 對於目前會計處理的評述 

國研院採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來認列收入，亦即收入須同時符合已實現或可

實現、及已賺取兩條件，方可認列收入。本文認為目前會計處理為恰當，亦即當

其收入來源來自於委辦計畫、個案服務衍生之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其收入的創

造過程和營利組織相同，引用營利組織對於收入的認列原則並無不適當。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二號公報引入國際會計準則對於收入的認定，IAS

對於收入的定義較傾向綜合淨利的觀念，並以賣方是否將所售財貨的所有權及其

所隱含的主要風險及報酬移轉給買方5。當企業於銷貨或提供勞務時認列收入，

其後對此收入收現發生不認定性者，應提列適當的備抵損失，不可調整原認列的

應收帳款金額。收入的認列，須滿足下列二條件：(1)資產增加使得權益增加或

負債減少使得權益增加，但排除業主投入或提取因素。(2)資產及負債的衡量具

攸關及可靠性。有別於我國及美國收入認列方式，著重於獲利過程是否已完成及

收入是否是已實現或可實現。在 IASB 對收入認列的方式下，明顯由損益表的觀

點，偏向於資產負債表的觀點，因此對資產及負債公平價值的衡量，亦趨於重要。 

問題二：捐贈收入之會計處理 

(1)會計處理概念分析 

                                                 
5是否有重要的義務待履行、賣方是否仍繼續管理，或實質上控制己移轉的財貨、買方支付價款

的責任，是否須視買方能否由所承受財貨獲取收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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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FASB 第 116 號公報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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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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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會計的三個基本步驟處理順序可匯總如下：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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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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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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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參考國研院的會計制度後，本文發現其對於捐贈收入的會計處理有以下的

規定，凡受政府各相關機構或民間機構團體捐贈之收入，捐贈收入認列應符合兩

項條件，即(1)能符合捐贈之相關條件；(2)可收到該項捐贈，依其捐贈內容又可

分為：(1)受贈現金，於收到捐贈時認列收入；(2)受贈財產，對於無財產條件限

制且無須支付相關成本之捐贈於收到時認列捐贈收入；對於暫時受限制財產捐贈

於收到時認列遞延收入，並按其符合比率分期認列捐贈收入；對於永久受限制財

產捐贈於收到捐贈時認列資本公積。 

 
(3)對於目前會計處理的評述 

國研院規定應符合捐贈之相關條件、及可收到該項捐贈，方可認列捐贈收

入。本文認為目前會計處理為恰當，符合美國 FASB 第 116 號公報對於捐贈收入

規定的基本精神。但是詳盡閱讀國研院的捐贈處理會計作業與流程後，不難發

現其對於捐贈的會計處理僅基本原則性的規範，缺乏 FASB 第 116 號公報對於

不同捐贈型態會計處理準則的規範，容易造成會計人員及報表使用者對於捐贈

內容的混淆。在 FASB 第 116 號公報規定的捐贈包括：(1)財產捐贈及非財產之

捐贈；(2)勞務之捐贈；(3)珍貴歷史文物之捐贈；(4)耐久性資產之捐贈；(5)分割

利益合約之捐贈。 

國研院目前對於暫時受限制財產捐贈於收到時認列遞延收入，並按其符合比

率分期認列捐贈收入；對於永久受限制財產捐贈於收到捐贈時認列資本公積。目

前 FASB 第 116 號公報規定：無條件的承諾贈與方可認列為捐贈收入；對於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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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承諾贈與，在達成條件前不能認列為收入，只可以加以揭露，本文認為對於

永久受限制財產捐贈列為資本公積並不適當。 

 

問題三：財團法人接受政府委辦計畫之資本收入、支出及委辦計畫衍生收支之帳

務處理 

(1)會計處理概念分析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收入須符合以下兩個條件，即(1)已實現或可實

現；(2)已賺得，方可認列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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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委辦之定義，係指處理基依般公務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其他機關、學校、團

體及個人等進行研究或辦理笨機關法定執掌或業務應行事項，並依雙方所簽訂之

合約內容支付價款等屬之。就公設財團法人而言，來自政府之委辦事項及經費，

即為該財團法人之重要收入。國研院對於委辦計畫服務收入之認列分為兩種情

況： 

情況一：收到尚未執行之預算款項 

收到款項時以預收收入來認列，並於期末按支出數或合約進度認列已實

現的預收收入 

情況二：收到且未執行之預算款項 

收到款項時以應收委辦計畫服務收入款來認列，並於期末按支出數或合

約進度，將已實現數由應收委辦計畫服務收入款轉入委辦計畫服務收入。 

 
(3)對於目前會計處理的評述 

現行政府委託國研院執行計畫並簽訂委辦合約，如有編列資本代購設備經

費、均同時作為委辦計畫收入及支出；另計畫衍生之專戶利息收入、權利金、技

術授權金，於扣除相關必要費用後之淨收益應解繳國庫，因此上開代購設備及衍

生收支目前均納入收支餘額表，，乃爭議之點，如此處理是否適當，實在值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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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曾建議，財團法人接受政府委辦代購設備及衍生收入，

若具有採購及使用之裁量權，且符合收益原則之兩條件(已實現或可實現、已賺

得)，方可列為收入，否則應以代收或代支付方式處理。 

 

問題四：支出之會計處理 

(1)會計處理概念分析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以配合原則(Matching Principle)為指導費用認列之基本原

則，成本與收入配合之方式有二：(1)成本與收入具有直接因果關係者；(2)成本

與收入無直接因果關係者。當收益與成本具有直接因果關係者，則收益認列時，

產生收益的成本亦應轉為費用。當收益與成本沒有直接因果關係，但可確定成本

會產生未來收益時，應以合理且有系統的方法，將成本分攤於受惠的期間；但若

無預期未來經濟效益可供分攤成本時，則應於發生時立即認列費用。中國民間非

營利組織會計制度只有規範費用的配合原則6，對於收入的認列原則沒有特別規

範。美國政府會計對於收入的認列可區分為：(1)交換性收入，例如：政府部門

提供服務時認列的服務收入；(2)非交換性收入，例如，捐贈收入、課稅收入，

依政府已要求或已發生認列的稅捐或罰金收入。我國政府僅針對非交換性收入作

基本原則規範，其中在認列課稅收入須符合兩項標準，即(1)基本交易或事項業

已發生；(2)政府有明訂繳納到期日或在期間終了以前已要求納稅人繳納賦稅。

其他非交換收入應於基本事項發生與政府對金額有可強制之法定債權時認列。我

國政府會計之配合原則具有兩方面之涵意，一則是收入與支出對預算授權之配

合，支出包括經常支出、資本支出與債務支出；另一則是在取得財力資源與使用

財力資源間之配合，而非收入、費用與淨收益之取決。 

 
(2)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國研院的支出依其性質可分為：1.業務支出、2.業務外支出，其中業務外支

出仍指非主要營業活動所產生之支出，例如：利息支出、投資損失等。業務支出

亦可依其用途別分為：1.人事費；2.建購資產費；3.材料、飼料及用品費用；4.

修繕養護費；5.業務費；6.折舊與攤銷；7.損失與賠償；8.行政及管理費用分攤；

9.繳庫。國研院支出的處理原則為成本與收入配合原則，即支出金額確定或耗費

資產成本確定，則計算其相關支出總額；而若支出已發生但金額尚未確定，則應

按適當之估計數作為當期支出。對於可直接歸屬至各業務支出應直接記錄於該業

                                                 
6費用應當與其相關的收入相配比，會計處理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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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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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支出項下；而無法直接歸屬的支出，則先歸入行政管理費用並於期末依選擇適

當分攤基準分攤至相關業務項下。分攤基準包括：1.員工人數比率；2.人員工時

比率；3.使用面積比率；4.業務收入比率等。國研院在固定資產折舊的會計處理

方面，以平均法來進行攤提並預設其餘留殘值一年。在無形資產攤銷的會計處理

方面，亦採平均法來進行攤銷。 

 
(3)對於目前會計處理的評述 

國研院對於一般性支出之會計處理，按權責發生制，並與收入相配合，與一

般營利事業組織相同。另對於固定資產折舊之會計處理，按其估計經濟耐用年限

加計一年殘值採直線法平均計提之，對於其他支出以直接歸屬至各業務支出項

下；而無法直接歸屬的支出，則先歸入行政管理費用並於期末依選擇適當分攤基

準分攤至相關業務項下，本文認為折舊及其他支出的會計處理適當。國研院關於

折舊之處理與理論規範是一致的，依合理及有系統的方式分攤於所估計的經濟效

益期，亦與一般營利事業組織之作法相同。 

 
 
 

第五節  其他之會計處理問題 

問題一：折舊性資產之會計處理疑義 

(1)會計處理概念分析 

理論上規定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九號「政府輔助之會計處理準

則」，如下： 

a.與資產有關的政府捐助 

(a)如捐助標的物為「折舊性資產」，則貸記遞延捐助收入（未來依折舊費用

的提列比率分期認列為捐助收入） 

(b)如捐助標的物為「非折舊性資產」，則可貸記遞延捐助收入或捐助收入（視

是否需要履行政府規定之條件而定） 

b.與所得有關的政府捐助 

(a)若為補貼以前年度或本年度已發生之費用或損失，則貸記捐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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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若為補貼未來的支出，則貸記遞延捐助收入（未來按合理而有系統的方法

攤為捐助收入） 

 

(2)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現行作法，根據國家實驗研究院財務報表附註中所揭露之「會計政策」，內

容如下： 

a.固定資產 / 遞延政府捐助收入 

(a)固定資產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折舊按估計經濟耐用年限，加計一年

殘值採平均提列，到期已折足而尚在使用之固定資產，仍繼續提列折舊。 

(b)收受政府機關捐助之固定資產，以受贈時之帳面價值為入帳基礎，認列

等額之遞延政府捐助收入，並按估計經濟耐用年限，加計一年殘值採平均提列折

舊，另依折舊費用之提列比率分期認列捐助收入。 

(c)凡支出效益及於以後各期之重大改良或大修支出列為資本支出，經常性

維護或修理支出則列為當期費用。處分固定資產損益列為當期損益。 

b.遞延資產 / 遞延政府捐助收入 

(a)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並按其估計效益年數採平均法攤銷。 

(b)收受政府機關捐助之遞延資產，以受贈時之帳面價值為入帳基礎，認列

等額之遞延政府捐助收入，並按其估計效益年數採平均法攤銷，另依攤銷之提列

比率分期認列捐助收入。 

 

(3)對於目前會計處理的評述 

財團法人對於政府直接捐贈之折舊性資產、或政府補助研究經費購買之折舊

性資產，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九號「政府輔助之會計處理」規定辦理，亦

即於收到時認列為「遞延政府捐助收入」，並依每期折舊性資產所提列之折舊費

用認列為「政府捐助收入」。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函詢「財團法人取得折舊性資產

之會計處理疑義」乙案，業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函復如下：

財團法人接受政府直接捐贈折舊性資產，或政府輔助研究經費所購置之折舊性資

產，宜比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九號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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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或提供服務，原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九號「政

府輔助之會計處理」規定辦理，擬改以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二號辦理，依其

需要購置折舊性資產，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列為固定資產，並按期提列

折舊費用。民間委託研究或提供服務，依本院原規定，亦即以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三十二號辦理，依其需要購置折舊性資產，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列為

固定資產，並按期提列折舊費用。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函詢「財團法人取得折舊性

資產之會計處理疑義」乙案，業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函復如

下：財團法人接受政府機關或民間企業委託研究或提供服務，則宜視為提供勞務

而產生之收入，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二號規定辦理，其依受託案件需要所

購買之折舊性資產，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規定認列為固定資產並提列折

舊。 

行政院主計處對於「財團法人取得折舊性資產之會計處理疑義」乙案，函復

如下：政府對財團法人提供經常性用途之捐助，財團法人於政府捐贈可衡量且可

(已)實現時認列收入處理。政府對財團法人提供資本性用途之捐助，除提供財團

法人永續經營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量之捐助，應由財團法人依其性質列為「基金」

或「公積」科目處理外，其餘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九號「政府輔助之會

計處理」規定辦理。亦即於收到時認列為「遞延政府捐助收入」，並依每期折舊

性資產所提列之折舊費用認列為「政府捐助收入」。 

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曾於民國 94 年 10 月針對交通部鐵路管理局之「公共事業

接受政府機關之捐贈資產會計處理疑義」乙案有相關回覆如下：鐵路改建工程局

贈與鐵路管理局之資產，係為配合政府政策而提供，此與鐵路管理局營運績效無

關，鐵路管理局在決定鐵路客貨運輸運價時，前述資產之折舊費用不納入客貨運

輸成本考量，並具體建議鐵路管理局宜比照財務會計準備公報第二十九號「政府

輔助之會計處理準則」之規定，視為與資產有關之政府捐助。對於未比照財務會

計準備公報第二十九號處理者，該資產成本尚未提列折舊部分，宜於比照財務會

計準備公報第二十九號處理，自受贈公積轉列為遞延收入，其續後並依折舊費用

之提列比率分期認列為捐助收入。 

經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財團法人接受民間委託研究或提供服務然而購買

之折舊性資產各界的看法一致，均視為提供勞務而產生之收入，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三十二號辦理，依其需要購置折舊性資產，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辦

理。政府直接捐贈之折舊性資產、或政府補助研究經費購買之折舊性資產、或政

府機關委託研究或提供服務所購置折舊性資產的看法則有所不同，在政府直接捐

贈之折舊性資產、或政府補助研究經費購買之折舊性資產部分，資誠會計師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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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傾向依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九號「政府輔助之會

計處理」規定辦理，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出版的公報解析所述，主要考量

於收入成本配合原則，避免財務報導受到政府所捐助的折舊性資產影響，而造成

損益的報導不正確，即如遇政府捐贈大額之折舊性資產，則當期收支結餘大增，

若當期未有收到政府捐贈之折舊性資，則當期因折舊性資產提列折舊，致有收支

結餘數為負數，但若有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九號「政府輔助之會計處理」

規定，若接受巨額之折舊性資產，且還剩多年的經濟使用年限，將使財務報表之

負債比率偏高，透過逐年的提列折舊，才會使負債比率逐年見低；然而，行政院

主計處則認為政府對財團法人提供資本性用途之捐助，除提供財團法人永續經營

或擴充其基本營運能量之捐助，應由財團法人依其性質列為「基金」或「公積」

科目處理，係考量來自政府的折舊性資產捐贈，應於資產負債表的淨值忠實報導

反應。由此可知，雙方看法並不一致，但本文從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對於交通部

鐵路管理局會計處理看法可以得知，各界仍傾向比照財務會計準備公報第二十九

號公報來辦理政府捐贈資產，對於行政院主計處的考量，可以於財務報表的附註

加以充分揭露，以補足財務報表的報導之部足。 

在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或提供服務所購置折舊性資產部分，資誠會計師事務擬

改以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辦理，此看法同時獲得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的支

持，但是與行政院主計處回函有所不同，本文茲將三方面的看法及會計處理整理

在表 5-7。 

表 5-7 接受政府機關捐助或受託研究所購買的折舊性資產之會計處理疑義彙總 

項目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行政院主計處 
會計研究發展 

基金會 

觀點 

接受政府直接捐贈

折舊性資產，或政府

輔助研究經費所購

置之折舊性資產主

張比照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九號

辦理；對於政府機關

委託研究或提供服

務，依其需要購置折

資 本 性 用 途 之 捐

助，除提供財團法人

永續經營或擴充其

基本營運能量之捐

助，列為「基金」或

「公積」科目處理

外，則依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九號

「政府輔助之會計

支持資誠會計師事

務所提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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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性資產，由原本依

財務會計準則二十

九號擬改以第三十

二號辦理。 

處理」規定辦理。 

會計處理 

對於政府機關委託

研究或提供服務，則

宜視為提供勞務而

產生之收入，依其需

要 購 置 折 舊 性 資

產，由原本列為遞延

政府捐助收入，擬改

以列為固定資產，並

按期提列折舊費用。

除提供財團法人永

續經營或擴充其基

本 營 運 能 量 之 捐

助，於收到時認列，

為「基金」或「公積」

科目處理。餘，財團

法人於收到購置折

舊性資產時，認列為

「遞延政府捐助收

入」，並依每期折舊

性資產所提列之折

舊費用認列為「政府

捐助收入」。 

財團法人接受政府

機關或民間企業委

託 研 究 或 提 供 服

務，宜視為提供勞務

而產生之收入，依其

需要購置折舊性資

產，列為固定資產，

並按期提列折舊費

用。。 

 

問題二：公設財團法人「收支餘絀表」是否適用以多站式表達 

(1)會計處理概念分析 

非營利組織的財務報表編製主要依據美國 FASB 第 117 號公報之規定，其中

美國之業務表(即財團法人之收支餘絀表)可由非營利組織自行選擇單站式業務

表或多站式業務表。單站式業務表的優點在於編製簡單、無收益與費用分類的困

擾、及使用者易於瞭解；多站式業務表的優點在於可使報表使用者清楚知悉該組

織獲利資訊內容。 

美國政府會計對於收入的認列可區分為：(1)交換性收入，例如：政府部門

提供服務時認列的服務收入；(2)非交換性收入，例如，捐贈收入、課稅收入。

我國政府僅針對非交換性收入作基本原則規範，其中在認列課稅收入須符合兩項

標準，即(1)基本交易或事項業已發生；(2)政府有明訂繳納到期日或在期間終了

以前已要求納稅人繳納賦稅。其他非交換收入應於基本事項發生與政府對金額有

可強制之法定債權時認列。我國政府會計之配合原則具有兩方面之涵意，一則是



 180

收入與支出對預算授權之配合，支出包括經常支出、資本支出與債務支出；另一

是在取得財力資源與使用財力資源間之配合，而非收入、費用與淨收益之取決。 

(2)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由表 5-6 可得知國研院目前採單站式收支餘絀表來編製，並依業務活動性質

區分為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由表 5-8 可得知國研院對於業務外收入採取財務

報表附註揭露方式來表達。 

表 5-8  財務報表附註-業務外收支淨額 

 

94   年   度 93   年   度

利息收入 7,046,617$     3,949,363$     
其他業務外收入 6,072,125      6,655,442      
其他業務外支出 2,236,916)(     1,517,408)(      

10,881,826$   9,087,397$      

(3)對於目前會計處理的評述 

財團法人之「收支餘絀表」有別於營利組織之「損益表」，故以目前單站式

方式為適當，亦即非營利組織之財務報表著重於報導一般捐助人、會員、債權人

及其他資源提供人士所感興趣資訊，例如：改變該組織淨資產之金額及性質之交

易、環境與其他事項、期間內經濟資源流入及流出之金額、性質，及流入與流出

之間的關係等。 

國研院目前依業務性質區分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本文認為國研院目前收

入的分類上並非恰當。國研院本質屬於公設財團法人，其有部分收入來自於政府

公務預算補助收入，其業務收入並非全然來自於提供勞務或服務所創造，本文認

為公設財團法人在對收入進行分類或報導收入時，可參考美國聯邦政府會計制

度、州及地方政府會計制度的分類方法，本文並對上述制度作適度之修正7，將

收入分為二類：1.交換性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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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捐贈以外的收入

即屬於此類；2.非交換性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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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院的捐贈收入及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收入即屬於此類。 

問題三：公設財團法人的財務報告表達及內容 

(1)會計處理概念分析 
                                                 
7 原本分為課稅收入、交換性收入及非交換性收入三類，公設財團法人非徵稅機構，因此將課稅

收入類別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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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營利組織所在編製財務報表須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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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受限制的及永久受限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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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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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目前所採行之方式 

本文茲以國研院目前會計報告內容，作以下摘要式整理： 

資產負債表 
 資產 
 負債 
 淨值 

收支餘絀表 
 業務收入 
 業務支出 
 業務外收支淨額 

現金流量表：報表主體應顯示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變數動 
 因營業活動而致之淨現金流入或流出 
 因投資活動而致之淨現金流入或流出 
 因融資活動而致之淨現金流入或流出 

 
淨值變動表 
 創立基金 累積餘絀 
期初餘額 XX XX 
年度餘絀 XX XX 
期末餘額 XX XX 

(3)對於目前會計處理的評述 

SFAS 第 117 號公報嘗試藉由基本資訊的報導、揭露，以提高非營利組織財

務資訊之有用性，以此作為公設財團法人會計報告揭露形式具有以整體組織為焦

點，亦即以組織整合的資訊為主，而非個別基金的情形及將淨值區分為三種，

FASB 認為如此可以避免組織中管理當局任意之裁量，提供可用資源的正確指

標。茲將其表格摘錄如下： 



 182

財務狀況表：報表主體中應顯示以下總額 
 資產 
 負債 
 淨資產 

未受限制 
暫受限制 
永久受限制 

營運活動表：報表主體中應顯示以下之變動 
 未受限淨資產 
 暫受限淨資產 
 永久受限淨資產 

現金流量表：報表主體應顯示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變數動 
 因營業活動而致之淨現金流入或流出 
 因投資活動而致之淨現金流入或流出 
 因理財活動而致之淨現金流入或流出 

 
 淨資產變動 
 未受限制 暫受限制 永久受限制 
構成要素  
收入 XX XX XX 
利益 XX XX XX 
費用 (XX) (XX) (XX) 
損失 (XX) (XX) (XX) 
重分類 XX (XX) - 
淨資產變數 XX XX 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