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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與研究計畫執行過程 

壹、本計畫之緣起 

2005 年初，國科會綜合規劃處跟本計畫主持人聯繫，希望本人可以進行有關「科

技事務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的研究計畫。本人原初構想是希望這個計畫是一個

包含三個主題的大計劃。內容分為三個主要重點：分別為： 

一、研究有關如何監督與協助財團法人發展的法律環境——主要由政治大學法律學

系陳惠馨教授主持。 

二、有關國家如何設計有益於財團法人發揮功能與效用的社會環境及其理論——由

共同主持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顧忠華教授負責 

三、有關國家如何設計或協助財團法人設計可以透明化財政的會計制度，並確定如

何監督，以避免監督機制對於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營運計畫書或預算書編列之查

核、例行業務運作之檢查等徒具形式——此一部份由共同主持人政治大學會計

學系許崇源教授負責。 

不過，在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向國科會提出計畫申請案之後，國科會的審查意見

認為此一計畫還是僅由本人負責執行，至於未來國科會是否擴大進行前述三個重點

的計畫，以後再研議1。 

                                                 
1 以上請參考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於 2004 年 11月提給國科會的計畫書。當時的計畫內容如下：
「一、現階段我國財團法人的現狀與科技事務財團的發展情形（由計畫三位主持人共同負

責）——除現階段全國財團法人之現況外，希望可以就經濟部、教育部、衛生署及內政部等
重點部會進一步探討。（預計將透過問卷及座談會的方式進行）。二、探討我國目前有關財

團法人的法律環境（陳惠馨教授負責），希望對於我國目前有關財團法人的相關法規範體系

加以整體的分析與瞭解，並對於目前制度的優缺點以及因應之道提出建議。將會從憲法規範

層次、法律規範層次、國科會等監督機關所設計的行政法令規範層次、相關部會的法令函釋

以及科技事務類財團法人內部章程的規範與監督機制加以分析。研究中會透過文獻探討、資

料蒐集、國外經驗的參考、實地訪視及專家學者的座談等方式進行。三、未來我國財團法人

的發展所需要的社會環境（顧忠華教授）。研究我國財團法人制度在現代公民社會的架構下，

可被視作是整合社會資源、提供公益服務的管道，因此財團法人(或基金會)通常享有一定的
公信力，允許接受社會捐款，並運用在章程規定之宗旨目的上。但隨著社會變遷的趨勢，政

府出資成立之財團法人是否仍有存在必要，引起相當分歧的看法，已存在的財團法人應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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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縮小了研究計畫的範圍後，本研究計畫的重點則著重在研究如何監督與協助

財團法人發展的法律環境。顧忠華教授與許崇源教授被計畫主持人邀請作為顧問。

在本計畫主持人進行國科會相關單位與國科會所監督的科技事務財團法人進行訪談

時，以專家學者的身份出席。協助計畫主持人進行訪談，並在必要時提供專業意見。 

貳、本計畫的研究目的與成果 

過去一年來，本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基本上可以分為下列幾個重點： 

一、對於我國法律上有關財團法人體制與現況加以分析與研究我國財團法人制度目

前主要依據民法規定 

根據我國民法規定，財團法人之設立，必須依據民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2。在本

報告第二章中，主要探討我國民法有關財團法人的規定以及其他特別法律對於財團

法人的相關規定。在本計畫進行過程中，計畫主持人針對台灣 21個地方法院發送

問卷，希望瞭解台灣各地方法院目前有關財團法人登記之狀況。根據所回收回來的

10個地方法院的問卷資料加以整理，並與 1994 年計畫主持人所進行的調查資料進

行比較，希望透過台灣各地方法院有關財團法人登記之狀況瞭解台灣財團法人的發

展情形。 

二、瞭解國科會所許可設立並監督之五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現況 

                                                                                                                                                  
何發展也需要加以討論。本研究希望以國家科學委員會所主管之財團法人為對象，經由文獻

探討、資料蒐集、實地訪視及焦點團體座談，了解這類財團內部運作機制、管理流程及效果

如何，以作為評估轉型可能性之參考。四、探討我國財團法人現階段與未來應發展的財政與

會計制度（許崇源教授負責）我國早在民國 24 年及 38 年分別訂定會計法及商業會計法，以

規範政府及營利事業會計資訊之編製與傳達。但由於第三部門發展較晚，有關非營利組織之

會計處理，至今仍無相關法律規範，即使實務之發展亦非常延緩，實有待相關各界努力。鑒

於非營利會計與組織發展之密切關係，本研究希望以國家科學委員會所主管之財團法人為中

心，透過實證觀察、焦點團體、實地訪談、問卷調查，希望達成共識，發展該財團法人之統

一會計制度，進而建立我國非營利組織相關會計處理準則之未來發展方向，作為行政部門監

督所屬財團法人會計處理及使用者瞭解報表之依據。計畫探討德國在財團法人監督管理制度

上過去的運作經驗以及未來可能有的發展，主要在瞭解歐盟對於德國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

的影響。（由計畫主持人陳惠馨教授與共同主持人顧忠華教授負責，將出國訪查的經驗呈現）。」 
2 我國民法第 25條之規定：「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不得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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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能夠瞭解國科會所許可設立並監督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現況，本研究計

畫除了分析各該財團法人的捐助章程、設置條例、乃至網站上的資料之外，並對於

五個財團法人進行訪談，並深入其中三個財團法人，分別是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財團法人徐有庠基金會、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等。本報告所呈現的五

個財團法人的現況，包括其內部運作情形，例如設立基金、章程中所呈現的設立宗

旨、董事會的組成、決策機制與決策的執行是否符合章程的目的、其運作有無違反

法令的可能，經費的來源與運作，會計制度的設計是否能夠符合財團法人的設立目

的等事項。在本報告的第三章後半段並對於國科會提出對於個別財團法人監督時應

該注意的相關建議事項。 

三、透過比較法分析，探討德國、日本以及中國有關財團法人制度的現況與未來的

發展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標之一希望對於 2002 年德國有關財團法人制度的修法與

實際運用時的變化加以瞭解，希望透過比較法的觀點，可以反省我國有關財團法人

制度的現況。在報告的第四章中，主持人不僅分析德國 2002 年民法中有關財團法

人的規定、更對於德國柏林邦有關財團法人監督的法規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在第

四章的報告並針對日本財團法人的現況，以及中國在 2004 年 2月 11日國務院第

39次常務會議通過「基金會管理條例」加以分析3。 

在本報告第四章中特別針對德國財團法人制度作較為詳細的說明與討論，另

外，本報告的附錄中並將主持人到德國訪談德國科學、教育等相關財團法人或社團

法人的訪談報告納入。 

四、對於跟財團法人相類似的制度加以分析 

台灣現在有關財團法人的體制正面臨轉變時期。從 2000 年開始，國內有各種

關於財團法人制度的立法嘗試，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務部自 2001 年起，著手規劃的

                                                 
3 這個條例從自 2004 年 6月 1日起開始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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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草案的擬定工作。2002 年 9 月間法務部向行政院提出了「財團法

人法草案」。目前「財團法人法草案」於 2003 年 1月 2日由行政院政務委員初部審

議通過，但到目前還未送到立法院審議4。 

除此之外，行政院在 2005 年 8月 8日將其所擬訂的「行政法人法草案」函請

立法院審議。「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行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

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行特定公共任務，依法律設立之公

法人。前項特定公共任務，以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益及經營效能，不適合

由政府機關推動，亦不宜交由民間辦理，且所涉公權力行使程度較低者為限。行政

法人應制定個別組織法律設立之；其目的及業務性質相近，可歸為同一類型者，得

制定該類型之通用性法律設立之。」 

從「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2條規定，我們可以看出立法者有意創設公法人制度，

如果這個法律未來在立法院通過了，目前我國以立法院通過設置條例成立之財團法

人或許可以脫離民法私人的角色，可以朝向行政法人（公法人）的制度發展。 

而在民國 1996 年（民國 85 年）1 月 26 日立法院公布了「信託法」，全文共

86 個條文，並在第 8 章中規定了第 69 條至第 85 條「公益信託制度」。並在第 85

條規定：「公益信託之許可及監督辦法，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由於公益信

託不像財團法人般要有一定數量的財產（設立基金）才能設立。且公益信託的財產

可以被使用並可以減稅，不像財團法人，僅能運用財產孳息或募款所得，達到財團

設立目的。因此，未來有可能在低利率時代，只要國人懂得使用公益信託制度，或

許公益信託制度將逐漸取代私人捐助財產成立的財團法人制度。因此本報告第五章

中針對上述三種跟現行財團法人制度有相關或相類似的行政法人制度、財團法人法

草案、信託法中的公益信託等制度加以分析比較。希望可以提供相關單位在監督財

                                                 
4 參考下列網站：http://mojlaw.moj.gov.tw/ShowScript.asp?id=2288；下載網址：
http://mojlaw.moj.gov.tw/download.asp?sdMsgId=2288；另請參考劉承愚（2003 年 3月 7日），
〈營利組織立法政策分析——以財團法人（案）核心〉，下載網址：
http://www.is-law.com/OurDocuments/AD0005B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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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制度時參考。 

五、對於國科會目前執行「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加以檢討與研究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在 2005 年 8月前往德國考察，透過訪談瞭解德國對於科技

相關財團法人的制度的監督，以及其在德國的理論與實際運作情形。回國後，並透

過文獻閱讀以及對於國科會以及國科會許可並監督的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訪談，對

於國科會有關財團法人的監督與輔導運作方式加以分析。 

目前為止（2006 年 4月），經國科會許可並向法院辦理設立登記之科技事務

財團法人共計有 5家，分別為： 

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2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3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4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 

5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 

上述這五家財團法人目前在國科會分屬不同的單位加以監督與管理。本研究計

畫參考德國有關財團法人監督的經驗以及主持人者對於財團法人的研究經驗，吸取

專家學者的意見，將在本報告中提出具體的建議方向。關於這部分的研究成果將在

本報告的第六章中呈現。希望對於國科會提出一個考量到法治面與效力面的監督科

技事務財團法人的監督方向。也因此在本報告第六章中，將針對國科會目前所訂定

之「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以及「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

可及監督作業手冊」加以修正，並提出具體的修正建議。討論的觀點包括：目前國

科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以下簡稱監督要點），在行

政程序法公佈施行之後，如何在有法律授權下對於財團法人進行監督。依行政程序

法第 1條規定，國科會的監督要點如果沒有法律的授權將僅具行政規則的效力，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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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拘束國科會內部工作的人員。因此，本報告將從現行法律的授權（目前僅有民法）

擬定一個不違反法律保留的監督要點。本計畫透過邀請專家學者一起針對國科會現

行監督管理「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監督規範，加以研究討論，提出國科會的相關

監督手冊修正具體建議。關於此一部份均可見本報告第六章之內容。 

本研究計畫原本希望透過法律、會計及社會、科技專業的學者共同研究，協助

國科會於執行輔導其所監督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時，如何從法規範、組織改造、社會

監督的角度以及會計、財務制度等方面，進行制度性的設計。惟，這個計畫後來被

國科會刪減成為一個由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單獨執行的計畫。因此在本計畫中，對於

法律以外的會計、社會以及科技專業觀點的研究，將不進行討論。整個報告重點還

是著重在有關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法律環境與其他法律制度面向加以討論。 

參、本計畫執行的情形與各種相關會議、訪談行程以及問卷調查過程與

結果 

本研究計畫在執行過程時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檢閱、比較研究、實地訪

談、焦點團體座談法、具體個案研究法等。計畫主持人在執行計畫時，除了參考台

灣、德國、日本等相關研究文獻之外，並實地前往德國，針對 5個德國跟科學、教

育、文化等事務有關的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並在柏林地方法院針對柏林邦監督財團

法人的機構進行訪談。（全部訪談稿請見「附件一、本研究計畫主持人至德國訪談

報告書」）；另外，在計畫執行過程中，為了瞭解國科會所監督之科技事務財團法

人的現況以及國科會跟這些財團法人的互動情形進行瞭解，亦邀請兩位顧問許崇源

教授、顧忠華教授一同前往國科會跟國科會所監督的五家財團法人進行座談，同時

並實地前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跟相關董事

與工作人員座談，以便瞭解這些財團法人實際運作的情形。同時邀請財團法人台灣

科技發展基金會之董事與捐助人前往國科會，與國科會綜合業務處負責監督科技事

務財團法人的人員進行座談，瞭解其運作狀況。下面將針對本計畫已經進行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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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與座談列表加以說明，並說明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之內容。 

一、德國訪談行程（請參考下面列表） 

行程 日期 拜訪單位 訪談對象 地點

1 2005年 8月 15日上午菲特烈、艾爾柏特基金會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 

Dr. Ruediger Pintaer 博
士 

波昂

2 2005年 8月 15日下午凱撒基金會 
（Caesar stiftung） 

Jur. Jürgen Reifarth博士 波昂

3 2005年 8月 16日下午德國研究聯合會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Gernot Gad博士 波昂

4 2005年 8月 17日上午德國教育與研究部 
（Bundesministerium fuer 
Bildung und Forschung） 

Erich Steinsdörfer 律師 
（德國基金會中心的全權

負責人） 
Volker Meyer-Guckel博士

埃森

5 2005年 8月 19日上午馬普學院
（Max-Planck-Institut） 
科學史研究中心（Maxplanck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Jochen Schneider先生 柏林

6 2005年 8月 19日下午柏林司法部 
（Senatsverwaltung für 
Justiz） 

Andreas Münch先生 柏林

二、國科會以及科技事務財團法人間的相關會議共 9場會議 

（其共包括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計畫顧問、與國科會及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座

談會議 6場、以及有關科技事務法人監督辦法與相關制度的研討會 3場） 

會議列表： 

（會議主持人：1. 國科會綜合業務處劉錦龍處長或郭逢耀處長 

2. 本計畫主持人陳惠馨教授 

列席：國科會綜合業務處黃玉蘭科長、王瑛瑛助理研究員） 

場次 會議日期 訪談對象/主題 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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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會議日期 訪談對象/主題 與會人員 

1 2005 年 6月 28日 
10：00～12：00 

國科會 本計畫顧問：許崇源、顧忠華 
國科會政風室：許豐楷 
國科會企畫處：張毓志 
國科會自然處：瞿港華 
國科會人事室：黃郁禎、嚴寶華 
國科會科教處：陸業堯 
國科會工程處：陳榮治、程弘 
國科會生物處：程沛文 
國科會會計室：陳景松 
計畫專任助理：徐明利 

2 2005 年 7月 5日
14：00～16：00 

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 本計畫顧問：許崇源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代表： 
董事長陳森吉、捐助人兼董事黃永融、 
執行秘書陳慧偀 
計畫助理：徐明利、李筱敏 

3 2005 年 7月 22日 
13：30～15：30 

1.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 

2.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

射研究中心 
3.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
業協進會訪談會 

本計畫顧問：顧忠華 
國研院：蔡智華、張桂祥、洪啟文、陸璟華、

丁南宏、林君玲、王一芳、陳月筵 
同步輻射：趙平文、張定明、陳瑞蓉 
光電科技：馬松亞、沈立宏 
國科會企畫處：張毓志 
國科會會計室：陳景崧 
計畫助理：徐明利、李筱敏、蔡柏毅 

4 2005 年 7月 22日 
16：00～17：00 

出國訪談行程工作協調

會 
計畫助理徐明利 

5 2006 年 2月 21日 
14：30～17：00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

念基金會 
本計畫顧問：顧忠華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 
王孝一董事兼執行長、副總鄭澄宇、 
謝定坤、林詩茵、鄧莉嫺、余和修 
本計畫助理：余秋淑、李筱敏 

6 2006 年 3月 24日 
9：30～11：30 

財團法人相關之行政法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一）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陳淑芳助理教授 
中正大學法律學系暨研究所林明昕助理教

授 
文化大學法律學系李復甸教授 
本計畫助理：余秋淑 

7 2006 年 3月 24日 
12：45～14：45 

財團法人相關之行政法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二）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陳淑芳助理教授 
中正大學法律學系暨研究所林明昕助理教

授 
政治大學法律學系李震山教授 
文化大學法律學系李復甸教授 
臺北大學法學系陳愛娥副教授 
本計畫助理：余秋淑、李筱敏 

8 2006 年 3月 31日 
9：40～11：40 

【財團法人、行政法人

與信託制度的比較】座

談會 

政治大學法律學系方嘉麟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顧忠華教授 
政治大學會計學系許崇源教授 
政治大學法律學系李震山教授 
臺北大學法學系陳愛娥副教授 
計畫助理：余秋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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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會議日期 訪談對象/主題 與會人員 

9 2006 年 4月 7日 
10：00～12：00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 
本計畫顧問：許崇源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陳代院長正宏、

洪啟文主任、丁南宏主任、陸璟萍主任、蔡

智華 
計畫助理：余秋淑 

三、針對台灣 21個地方法院所做關於財團法人登記事項的調查結果5 

（一）各地方法院有關財團法人登記相關情形 

No 法院名稱 
是否曾經辦理財團

法人之解散登記？

依民法第 36
條辦理財團

法人之解散

登記件數 

依民法第 65條
辦理財團法人之

解散登記件數 

依民法其他法條辦

理財團法人之解散

登記件數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有    
3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無，不曾    
4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無，不曾    
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有  12  
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無，不曾    
8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無，不曾    
9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有   1（自行解散）

10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無，不曾    

 總計 3個曾經辦理財團

法人之解散登記 -  - 

 

No 法院名稱 
是否曾經辦理財團法人之清

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 件數
是否曾辦理財團法人之

清算終結登記？ 件數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有  有  
3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無，不曾辦理  
4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無，不曾辦理  
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有 12 有 10 
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無，不曾辦理  
8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無，不曾辦理  
9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無，不曾辦理  

10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無，不曾辦理  

 總計 2個曾經辦理財團法人之清算

人任免或變更登記  
2個曾經辦理財團法人

之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

記 
 

（二）各地方法院對於財團法人根據民法處置之情形 

No 法院名稱 
法人因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依民法第 34條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後，為如
何之處置？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登記處接獲主管機關撤銷許可通知後，將撤銷許可事由登記於法人登記簿。

3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張貼該法人撤銷設立登記之公告，如已發「法人登記證書」函請該法人繳

回，並函知稅捐機關，並通知該法人撤銷登記後，不得以法人名義從事任

                                                 
5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以院長名義來函，表示本研究計畫是私人研究，因此不願意回答，見板橋地院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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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法院名稱 
法人因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依民法第 34條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後，為如
何之處置？ 
何活動。 

4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無 

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發函給該主管機管轉知該法人應向本院聲請辦理法人解散等及清算終結登

記，以結銷法人之登記。同時將主管機關來函及撤銷之原因登載於法人登

記簿上。 

9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本院尚未有該類案件 

（三）各地方法院根據民法第 62條所為的處分情形 

No 法院名稱 
依民法第 62條對財團法人為必要之
處分之件數 

違反民法第 62條之必要處分方式為
何？ 

3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難以查出 
依民法第 62條之章程處分屬民事庭
業務，非登記處業務。 

4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0件  

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章程處分係本院民事庭之權責，本院

登記處無從了解其件數多少。 

8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0件  

（四）各地方法院根據民法第 63條所為變更財團組織之情形 

No 法院名稱 
依民法第 63條所為變更財團組織之

件數？ 
依民法第 63條所為變更財團組織之

內容為何？ 

3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難以查出 

依民法第 63條之章程處分，屬民事
庭業務，非登記處業務。民法第 62、
63條條文內所稱「法院」，係指法院
民事庭，而非登記處。登記處對法人

登記只作程序審查，至於實質審查事

項需由民事庭為之。 

4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0件  

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章程處分係本院民事庭之權責，本院

登記處無從了解其件數多少。 

8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0件  

肆、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之內容 

本計畫成果之內容大綱如下： 

第一章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與研究計畫執行過程 
壹、本計畫之緣起 

貳、本計畫的研究目的與成果 

參、本計畫執行的情形與各種相關會議、訪談行程以及問卷調查過程與結果 

肆、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之內容 

第二章 我國法律上有關財團法人體制與現況 
壹、我國財團法人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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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財團法人之現況 

第三章 國科會所許可設立並監督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現況 
壹、概說 

貳、國科會許可設立並監督之五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之現況 

參、對於國科會在監督三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時，應該注意事項提出建議 

第四章 比較法研究——以德國財團法人制度為主並兼論日本與中國有

關財團法人制度之發展情形說明 
壹、德國財團法人的制度與現況 

貳、日本財團法人的現況 

參、中國有關財團法人制度之發展（或現況） 

第五章 我國現有財團法人制度與其他相類似制度的比較 

壹、有關我國財團法人制度近年的變化與討論 

貳、法務部所提出的「財團法人法草案」的討論 

參、行政院審議通過之「行政法人法」草案的立法目的及重要內容 

肆、我國公益信託制度 

第六章 有關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的修正建議 

壹、國科會根據財團法人成立的法律依據進行監督之基本原則 

貳、有關手冊修正說明建議修正內容 

參、手冊目次的修正 

肆、有關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與監督要點的修正建議 

伍、其他相關文件表格的修正建議 

陸、業務處理參考範例 

柒、常用法規 

捌、法令函釋 

玖、國科會處理審查財團法人設立許可申請流程圖 

第七章 參考文獻 

附件一、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在德國訪談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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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給各地方法院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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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法律上有關財團法人體制與現況 

壹、我國財團法人之體制 

我國有關財團法人的相關規範，到目前為止主要在民法總則編第二章有關「人」

的部分規定。下面將分別依財團法人在法律制度、意義、性質設立等相關規定加以

說明。 

一、財團法人在我國民法上的規劃6 

我國民法總則之體制將法律上之人區分為「自然人」及「法人」二種，所謂「自

然人」係指生物學上所稱之人，其因出生而取得權利能力，並得依其行為能力，從

事各種交易（民法第 6、7條）；而「法人」則係自然人以外，依法律規定而組織之

團體，其亦享有權利能力。由於「法人」之人格係法律所賦予，因此也得依法律予

以剝奪。 

我國民法總則第 2章第 2節將法人區分為「社團」及「財團」二種。至於財團

法人及社團法人之定義為何，民法未明文規定，一般民法學說均認為社團係「人」

之集合體，故社團必須要有社員為其成立之基礎。學說認為財團則為「財產」之集

合體，因此，以捐助財產為其成立之基礎7。 

二、民法中有關法人制度（包括財團與社團）規定的設計 

我國民法第 26條明定：「法人（財團與社團）於法令限制內有享受權利，負擔

義務之能力，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利義務，不在此限。」依此規定法人享有之權利

能力同於自然人權利，僅在下面幾種情形有所例外： 

（一）在專屬於自然人之權利義務時，法人不得享有。例如，因親屬關係所生

                                                 
6 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院研

究考核委員會，第 1-14頁。 
7 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院研究考

核委員會，第 109頁。黃茂榮（1982 年 9月），《民法總則》，臺北市：黃茂榮，第 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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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扶養之權利義務，親權、家長權、繼承權，以身體存在為前提之身體

權、生命權、身體自由權； 

（二）在法令有所限制時，法人之權利能力的享有將受到限制8 

以上民法所規範之財團及社團，一般民法的教科書均稱之為「私法人」。而相對

於私法人應該有所謂的「公法人」。但，依我國現行法律，僅在「水利法」第 12條

第 2項中明定：「前項農田水利會為公法人，其組織通則另定之。」台灣有關公法

人的法規範還付諸缺如。我國學者，通說受到德國法的學說影響，認為凡依公法而

設立者為公法人，例如國家（包括國家機關）、地方自治團體（包括省市、縣市及鄉

鎮市等地域團體）9。不過這僅是學說，並非法律規定。目前行政院於民國 94 年（2005

年）8月 8日函請立法院審議的「行政法人法草案」中雖然對於「公法人」有所規

定。不過，由於「行政法人法草案」目前尚未在立法院通過，未來立法情形如何，

狀況未明。 

我國民法所稱之法人，不管是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均需要依據民法第 25條、

第 30條之規定，有法律依據並經過主管機關許可。因此，凡是未依民法及其他法

律規定並向主管機關登記之團體，依據我國民法規定並無法人的身份，僅為非法人。

因此，也無法像一般法人般取得權利能力。因此也不能以團體之名義，獨立享受權

利、負擔義務10。 

我國透過法律創設法人制度，賦予社會團體以法律上的人格，使其成為享受權

利、負擔義務的權利能力主體，是受到歐陸尤其是德國法律制度的影響。法人制度

的設計主要在於便利組織活動，使團體的人格可以跟團體所組成的人員或捐助財產

成立法人的人格分開。法人取得獨立的人格後，可以以「法人」名義對外從事法律

行為，不受個別個人支配或影響。 

                                                 
8 參考黃茂榮（1982 年 9月），《民法總則》，臺北市：黃茂榮，第 143-144頁。 
9 參考王澤鑑（2000 年），《民法總則》，臺北市︰王澤鑑發行：三民經銷，第 153頁以下。 
10 參考王澤鑑（2000 年），《民法總則》，臺北市︰王澤鑑發行：三民經銷，第 153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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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民法規範的財團法人制度 

「財團法人」制度在我國民法中直接被稱為「財團」，惟我國學者、甚至某些法

規範通常稱民法中的「財團」為「財團法人」，這樣的情形主要是因為「財團」一詞

在台灣民間以及大眾媒體口中通常是指「大企業集團」。一般民眾並不瞭解「財團」

係民法中「法人」的一種。因此本研究計畫也稱民法的「財團」為「財團法人」11。 

（一）何謂財團法人 

我國民法規定中並未定義何謂「財團」。民法學者中有人認為：「「財團法人」者，

以捐助財產為組織之基礎，須有人專司管理，並應訂立捐助章程，以規定其目的及

財產管理方法之法人」12；也有人認為「財團法人者，以供一定目的之獨立財產為

中心，而依法成立之團體人也。」13。 

而民法在訂定時，立法理由中提到「僅按財團者，因為特定與繼續之目的，所

使用財產之集合而成之法人是也。其目的有公共目的（如學校病院等），私益目的（如

親屬救助等）之二種。」。 

由此可見我國民法中的條文並未對「財團」法人加以定義。不過，從立法理由

書中可見，我國民法第 59條至第 65條中所規定的財團法人似乎可以是公益的也可

以是私益的。針對財團法人是否一定要是公益的，我國民法學者有所討論。 

（二）財團法人之公益性 

我國民法體制，將社團分為兩種。一種為以營利為目的之社團，民法規定此種

社團，其取得法人之資格，須依特別法之規定（民法第 45條規定）。另一種則為以

公益為目的之社團，其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民法第 46條）。而，究竟財

                                                 
11 參考楊崇森（1993 年 3月），《財團法人制度之探討》，初版二刷，臺北市︰行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編印，頁 27註 8。楊教授在該研究報告中建議，民法修正時，對於財團、社團之
用，似宜加斟酌，宜改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為妥。 

12 參考洪遜欣（1978 年），《中國民法總則》，臺北市︰洪遜欣，第 130頁。 
13 參考黃右昌（1960 年），《民法總則詮釋》，台北市：黃宏建出版：三民經售，第 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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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是否可以營利，是否必須具備公益性質，法律並沒有明文的規定，僅在立法

理由書提到財團「其目的有公共目的（如學校病院等），私益目的（如親屬救助等）

之二種」。 

不過台灣民法學說，就此部分有兩種不同意見，有認為「財團固不得為營利法

人，但除公益財團外，亦得為中間財團。」14；亦有認為「財團法人係為公益而存

在，必為公益法人。」15；而法院實務上則認為「財團法人之設立應以公益為目的」。

不過對於何謂公益，則認為「財團法人所遂行公益事業之目的，係指終局之目的而

言，查財團法人固以遂行公益事業之目的，不得以營利為目的，惟茲所謂目的係指

終局之目的而言，故苟投資於營利事業，但仍將所得利益用於公益事業者，似尚不

失為公益法人，與其目的似尚無抵觸。」16。 

在另外一個函示中，當時的司法行政部（現在的法務部）提到「公益係指社會

不特定之多數人可以分享之利益」17，並認為「捐助人捐助財產，成立公益財團既

非以自該財團法人獲得經濟上利益為目的，對於公益財團，即不得享有財產上或非

財產上之特殊利益。」18，同時認為：「故所稱財團法人具有公益性質應係指其終局

目的而言，用以與「營利法人」相區別。至於財團法人之受益對象究為一般不特定

                                                 
14 參考洪遜欣（1978 年），《中國民法總則》，臺北市︰洪遜欣，第 131頁。 
15 王澤鑑（2000 年），《民法總則》，臺北市︰王澤鑑發行：三民經銷，第 153頁以下。 
16 參考司法行政部 1969 年 8月第 8次，台 52函民字第 4512號函。 
17 司法行政部 1979 年 4月 10日台 68函民字第 0329號函，其內容為：「一、查財團法人之成

立須以公益為目的，所謂公益係指社會不特定之多數人可以分享之利益而言。本件財團法人

浩然基金捐助及組織章程第 3條第 2款規定：出國深造獎學金之設置（暫限在大陸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服務十年以上職員之子女），其目的既侷限於捐助人大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子女

出國深造之獎助，受益者僅為特定之少數人，此項規定，顯與財團法人性質不合，原法院未

認真審查，命其修正，遽准登記，殊欠妥當。二、次查一般獎學金性質之財團法人，極易流

為圖利少數特定人之工具，與公益之目的有違。各地方法院受理此類獎學金性質之財團法人

登記時，應勸導當事人在捐助章程中訂明，獎學金之分配委託教育主管統籌辦理，否則須從

嚴審核其發給標準，追蹤考核其績效，勿使財團法人制度徒具公益之名，而有圖謀私利之實，

各地方法院受理此類法人登記事件時，務須從嚴審查，其不合規定者，應命補正，否則不應

准其登記。」 
18 參考前司法行政部（現法務部）見解，請見 1977 年 3月 14日台 66函民院字第 02088號及
同年 12月 31日台 66函民字第 10872號函，1979 年（民國 68 年）年 4月 13日台 68函
民字第 03483號函。 



 

 17

多數人或特定多數人，似均不影響財團法人之公益性質19。」 

由上可知我國實務界對於財團法人之公益性係採從寬之解釋20。按我國民法既

未明文規定財團法人必以公益為目的，立法理由中亦明謂財團法人之目地有公共目

的、私益目的二種，理論上應有以私益目的的財團之存在，故司法院院字第 507號

解釋認為：「⋯經營學校之財團或以慈善為目的之救濟院，固無問題，即各省會館及

各縣同鄉會，各縣會館及其他各種團體，如其組織合於財團之規定，皆得聲請為財

團法人之登記。」21。 

（三）有關財團法人的規範 

我國民法在民法總則第 2章第 2節第 3款（從第 59條到第 65條）用 7個條文

規範財團法人。其規範內容包括︰ 

1. 主管機關許可 

民法第 59條規定：「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2. 捐助章程的必要性、其內容與例外規定（遺囑捐助設立財團情形） 

民法第 60條規定：「設立財團者，應訂立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不在此

限。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以遺囑捐助設立財團法人者，如無遺

囑執行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行人。」 

                                                 
19 法務部於民國 78 年（1989 年）3月 20日以（法 78 律決字第 5225號函）說明：「按財團法

人係屬公益法人，僅有捐助人，而無如公司之有發起人或股東，當不致有所謂公司轉投資之

問題。」另司法行政部 66、12、31台 66函民字第 10872號函提到：「…前項函件說明五

後半段即曾指出：「……倘若第三人『贈與』財物與財團法人，始得利用墓地，則與土地之

買賣或租賃，似屬無異，然則所謂公益之目地何在更屬疑問。」本件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68
年法登字第 285號七星山花園公墓登記事件，其捐助章程第 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各類土

地之使用收費標準，不啻為土地之買賣，似無公益可言。雖其捐助章程第 7條及第 8條第 1
款規定，在仁愛區墓地劃出百分之二十土地供貧民免費使用，亦難認該財團具有公益法人之

性質。蓋如此種情形得視為「公益事業」，則社會上各種營利事業，皆可提列微小比例之財

產，供社會福利之用，而使該事業成為公益法人，坐享種種法律上之優待，殊欠妥當。」 
20 楊崇森教授認為「我國民法規定在解釋上，財團法人之公益性，似宜從寬解釋」。參考楊崇

森（1993 年 3月），《財團法人制度之探討》，初版二刷，臺北市︰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編印。，頁 35，註 2。 
21 黃右昌（1960 年），《民法總則詮釋》，台北市：黃宏建出版：三民經售，第 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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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團設立時應登記事項 

民法第 61條規定：「財團設立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一、目的。二、名稱。

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四、財產之總額。五、受許可之年、月、日。六、董事

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七、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

名。八、定有存立時期者，其時期。財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所在地之主管機關行之。並應附具捐助章程或遺囑備案。」 

4. 規定財團組織及管理方法如何訂定以及法院為必要處分之情形 

民法第 62條規定：「財團之組織及其管理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

之。捐助章程或遺囑所定之組織不完全，或重要之管理方法不具備者，法院得因主

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 

5. 有關法院在什麼情況下得變更財團組織之規定 

民法第 63條規定：「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捐助人、董事、

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變更其組織。」 

6. 規定財團董事行為何時為無效之情形 

民法第 64條規定：「財團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行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行為為無效。」 

7. 規定何時主管機關得變更財團之目的或必要組織或解散之情形 

民法第 65條規定：「因情事變更，致財團之目的不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

捐助人之意思，變更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 

從上面的規定，可以分析出財團的成立之重要要素有三，分別為： 

1 有特定目的； 

2 捐助財產； 

3 財團之機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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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財團之設立應該滿足下列四個要件，分別為： 

1依據法律； 

2要有捐助行為； 

3要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 

4要為設立登記。 

四、我國現有法律體制中，財團法人依其他法律規定設立之情形 

我國民法第 25條之規定：「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不得成立。」由

此可知，財團法人之設立，必須依據民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這樣的規定宣示我國

的法人資格取得是因為法律的賦予，排斥了法人自由設立主義。我國學者認為本條

所謂本法，除指民法外，還要注意民法總則施行法第 10條至第 15條之補充規定22。

民法總則施行法第 10條至第 15條主要規定法人之登記主管機關以及外國法人等相

關事項。根據民法總則施行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法人之登記主管機關為法人事務

所所在地之法院；另外，民法總則施行法第 10條第 2項並規定，法院對於以登記

之事項應速行公告並許第三人抄錄或閱覽。 

根據民法第 25條規定，財團法人也可能依據其他法律之規定成立。下面將說

明財團法人可以依據設立之其他法律（民法以外）： 

（一）依據私立學校法設立登記為財團法人 

我國之「私立學校法」於 1974 年（民國 63 年）11月 16日公布，最近一次修

正在 2005 年 6月 8日修正公布。根據私立學校法第 35條規定：「私立學校應向學

校所在地之該管地方法院為財團法人之登記。設立登記後，登記事項有變更者，應

為變更登記；依法解散者亦同。」私立學校法第 36條規定應登記事項，另外，在

私立學校法第 75條規定私立學校解散清算後剩餘財產之歸屬，其規定：「私立學校

                                                 
22 參考黃右昌（1960 年），《民法總則詮釋》，台北市：黃宏建出版：三民經售，第 131頁。其
認為法人之設立與成立應屬同一觀念，法人之成立係就法人本身之主觀性而言，而就設立人

之客觀而言，則為設立，係指法人開始取得團體人之資格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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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清算後，其剩餘財產之歸屬，依下列方式之一辦理。但不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

營利為目的之團體：一、依捐助章程規定。二、依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定，捐贈予私立學校或辦理教育文化社會福利事業之財團法人，或各級

政府。三、不能定其歸屬時，其剩餘財產歸屬於私立學校所在地之地方政府。各級

政府運用前項私立學校之剩餘財產，以辦理教育文化社會福利事業為限。」在我國

「私立學校法」未公布前，國內大部分的私立學校係被認為屬於創辦人或校長的私

產。學校的財產、人事及教學之安排均無法獨立於創辦人或校長。私立學校法第 1

條說明：「為促進私立學校之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勵私人捐資興

學，並增加國民就學機會，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依有關法令規定。」有了

私立學校法的規定，目前台灣各級學校均須成立財團法人，學校就可以享有獨立人

格，享受權利，負擔義務。 

我國私立學校法對財團法人之設立登記有較民法規定更嚴格者，例如私立學校

法第 5條規定私立學校諮詢委員會，其規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為審議私立學校

之籌設、停辦、解散、遷校、重大獎助、董事會發生缺失情形之處置及其他重大事

項，得遴聘學者專家、私立學校代表、社會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組成私立學校諮詢

委員會，提供諮詢意見；其遴聘及集會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另外，私立學校法

第 14條至第 34條對於董事及董事會加以詳細規定。例如私立學校法第 14條規定：

「私立學校應設董事會，置董事七人至二十一人，其董事名額應載明於董事會組織

章程；並得聘董事會顧問一人至三人，列席董事會議，備董事會諮詢。董事會得置

辦事人員若干人，並納入學校員額編制，其職稱及員額，於董事會組織章程定之。」；

私立學校法第 15條規定：「董事應有三分之一以上曾從事教育研究，或同級或較高

級教育工作，具有相當經驗者；其認定基準，由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外國

人充任董事者，其人數不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並不得充任董事長。」；私立學校

法第 17條規定：「私立學校專任教師依第 15條第 1項得兼任本校董事或兼任他校

董事，惟不得被推選為董事長。私立學校之職工、學生，不得充任本校董事。」；以

及私立學校法第 18條規定：「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者，



 

 21

不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根據私立學校法的規定，目前全國各級、各類學校（除

了軍事、警校院外），均必須依私立學校法規定登記成為財團法人。 

除了私立學校外，另外，依據 2003 年 6月 25日修正公布之「幼稚教育法」第

6條第 3項前段規定：「私立幼稚園如不對外募捐經費，且未超過五班者，得不設董

事會或辦理財團法人登記。但均應指定負責人，並報請所在地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

備。設董事會者，其章程由創辦人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備。」 

（二）依據醫療法設立登記為財團法人 

根據 2005 年月 5日修正公布之「醫療法」第 5條規定：「本法所稱醫療法人，

包括醫療財團法人及醫療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療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療事業

辦理醫療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

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療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療事業辦理醫療機構為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依此規定，我國目前的醫療法人有兩種一

種為「醫療財團法人」，一種為「醫療社團法人」。23。 

另外，醫療法第 6條規定：「（法人附設醫療機構）本法所稱法人附設醫療機構，

係指下列醫療機構：一、私立醫學院、校為學生臨床教學需要附設之醫院。二、公

益法人依有關法律規定辦理醫療業務所設之醫療機構。三、其他依法律規定，應對

其員工或成員提供醫療衛生服務或緊急醫療救護之事業單位、學校或機構所附設之

醫務室。」 

醫療法第 16條規定：「私立醫療機構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定規模以上者，應

改以醫療法人型態設立。」 

醫療法第 30條規定醫療法人的設立、組織及管理，其規定：「醫療財團法人之

設立、組織及管理，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民法之規定。醫療社團法人，

                                                 
23 請參考全國法規資料庫的「醫療法」條文：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Lcode=L0020021（上網日
期為 2006 年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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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依本法規定，不得設立；其組織、管理、與董事間之權利義務、破產、解散及清

算，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之規定。」 

在醫療法第 32條到第 41條規定，有關醫療法人的必要之財產、董事會之設置、

會計制度之建立、醫療法人投資限制、財產之使用、保證人之限、（賦稅減免）、醫

療法人之合併、醫療法人名稱使用限制、以及醫療法人廢止許可之情形。 

另外，醫療法第 42條到第 46條專門規定醫療社團法人的設立方式、董事人數

與資格、捐助章程的變更登記、董事之選任及解任、以及研究發展醫療救濟等基金

之提撥等事項。其中，醫療法第 42條規定設立方式如下：「醫療財團法人之設立，

應檢具捐助章程、設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前項醫療財團

法人經許可後，捐助人或遺囑執行人應於三十日內依捐助章程遴聘董事，成立董事

會，並將董事名冊於董事會成立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於核

定後三十日內向該管地方法院辦理法人登記。捐助人或遺囑執行人，應於醫療財團

法人完成法人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將所捐助之全部財產移歸法人所有，並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捐助人或遺囑執行人未於期限內將捐助財產移歸法人所有，經限

期令其完成，逾期仍未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另外，第 43條規

定董事的人數與資格：「醫療財團法人之董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其中三分之一

以上應具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資格。外國人充任董事，其人數不得超過總名額三分

之一；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亦同。董事會開會時，

董事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理。」 

（三）兒童及少年福利法、老人福利法 

我國於 2003 年 5月 28日公布之「兒童及少年福利法」24第 52條規定：「私人

或團體辦理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應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設立許可；其有對外勸募

行為且享受租稅減免者，應於設立許可之日起六個月內辦理財團法人登記。未於前

                                                 
24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條文請參考：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
有條文&Lcode=D0050001（上網日期：2006 年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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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期間辦理財團法人登記，而有正當理由者，得申請核准延長一次，期間不得超過

三個月；屆期不辦理者，原許可失其效力。第一項申請設立之許可要件、申請程序、

審核期限、撤銷與廢止許可、督導管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從本條規定可以看出私人或團體辦理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必須要向當地主

管機關申請設立許可，如果有對外勸募行為且享受租稅減免者，則一定要辦理財團

法人登記。 

另外，2002 年 6月 26日修正公布之「老人福利法」25第 12條也規定：「經許

可創辦私立老人福利機構者，應於三個月內辦理財團法人登記。但小型設立且不對

外募捐、接受補助或享受租稅減免者，得免辦財團法人登記。未於前項期間辦理財

團法人登記，而有正當理由者，得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延長一次，期間不得超過

三個月；逾期不辦者，原許可失其效力。第一項但書關於小型設立之規模、面積、

設施、人員配置等設立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另外在老人福利法第 13條之 1規定：「各級政府及老人福利機構接受私人或團

體之捐贈，應妥善管理及運用；其屬現金者，應設專戶儲存，專作增進老人福利之

用。但捐贈者有指定用途者，應專款專用。前項所受之捐贈，應辦理公開徵信。」 

從上述規定，我們可以看到上述兩個福利相關法規對於財團法人的重視程度遠

多於社團法人。 

（四）更生保護法26 

我國於 2002 年 7月 10日修正公布「更生保護法」，在第 4條規定：「更生保護

會為財團法人，辦理更生保護事業，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登記前應經法務部之

許可。前項更生保護會之組織及管理辦法，由法務部定之。」法務部於 2003 年 7

                                                 
25 「老人福利法」條文請參考：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

&Lcode=D0050037。上網日期：2006 年 4月 19日。 
26 「更生保護法」條文請參考：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I0050001。上網日期：2006
年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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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日根據更生保護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訂定「更生保護會組織及管理辦法」27，

該法第 4條規定：「更生保護會設董事會，置董事五人至二十五人，無給職，其中

一人為董事長，由法務部就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學者專家、熱心社會公益之

適當人士聘任之。但捐助人得指定部分董事，名額不得超過三分之一。任期三年，

連聘得連任。前項董事任期未屆滿前，董事有辭職、死亡、不適任、因故無法執行

職務或機關、團體代表職務異動時，由法務部另行遴聘適當人員補足原任期。」 

更生保護會組織及管理辦法第 5條則規定：「董事會職權如下：一、章程之變

更。二、會務方針及計畫之審核。三、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理。四、經費之籌措、

管理及運用。五、捐助財產之保管及運用。六、財產之管理及運用。七、預算及決

算之審核。八、更生保護會之解散或合併。九、重要規章之訂定。一○、其他重大

事項之決定。」 

更生保護會組織及管理辦法第 6條並規定：「董事會得設常務董事會，置常務

董事若干人，除董事長為當然常務董事外，餘由董事互選之。常務董事會執行董事

會之決議及其他會務運作事項。」 

更生保護會組織及管理辦法第 8條：「更生保護會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無給

職，其中一人為常務監察人，由法務部就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學者專家、熱

心社會公益之適當人士聘任之，任期三年，連聘得連任。監察人掌理捐助財產、存

款之稽核，財務狀況之監督及決算表冊之查核等事項。常務監察人應列席董事會。」 

（五）其他有關財團法人的特別條例 

我國近年來，立法院通過一些特別條例，專門針對某些財團法人的設立與組織

加以規範。 

截至 2006 年 4月底止，共有約 10個設置條例或特別法，表列如下： 

                                                 
27 「更生保護會組織及管理辦法」條文請參考：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I0050019。上網日期：2006
年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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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日期 名稱 
1 1979 年（民國 68 年）11月 26日 國防工業發展基金設置條例 
2 1981 年（民國 70 年）2月 2日 中華經濟研究院設置條例 
3 1981 年（民國 70 年）5月 20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置條例 
4 1994 年（民國 83 年）10月 17日 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設置條例 
5 1996 年（民國 85 年）1月 15日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設置條例 
6 1996 年（民國 85 年）2月 5日 中央廣播電台設置條例 
7 1999 年（民國 88 年）1月 20日 中央通訊社設置條例 
8 1999 年（民國 88 年）2月 3日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例 
9 2002 年（民國 91 年）6月 19日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 
10 2002 年（民國 91 年）6月 19日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 

這些有特別條例規範的財團法人其設立、監督與管理應該以特別條例為優先。

僅在其條例規定，可以依民法規定補充時，對於這些財團法人的監督與管理才有民

法規定的適用。 

五、有關財團法人設立時之捐助行為 

我國民法第 60條規定：「設立財團者，應訂立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不

在此限。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以遺囑捐助設立財團法人者，如

無遺囑執行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行

人。」 

民法中有關本條之立法理由說明中提到：「謹按設立財團，須有捐助行為。捐助

行為者，因特定與繼續之目的，不求報償而處置其財產，因之設定財團，蓋一方法

律行為也，財產不因捐助行為，即無由成立。」從這個規定以及立法理由的說明可

以看出，設立財團法人的捐助行為應包含下面兩個要件：（一）捐助人之捐助財產；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下面將分別對此加以說明。 

（一）捐助人之捐助財產 

財團法人之成立係以捐助人捐助一定數額之財產為其組織之基礎，捐助人究為

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民法均未設有限制，其亦可是一人捐助或二人以上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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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28。至於捐助財產之種類為何，法律上並沒有限制，不過實務上向來認為：「所謂

財產應以實際捐助者為限，如以將來可能發生之土地升值價額或以財團將來向外貸

款之金額作為捐助金額辦理登記者，即屬不應准許。若以借款為捐助財產，則與捐

助意義相違29。」 

目前國內各財團法人行政主管機關於其所定財團法人監督相關規範中，均對於

設立財團法人應有多少的捐助財產、數額及種類加以規定，這種規定是否適當值得

進一步加以討論。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 

我國民法第 60條第 2項規定，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

產，雖法院辦理登記時，於登記簿內有登記該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然捐助章程內仍

應依上揭規定載明所捐財產。另外捐助章程究竟應該記載什麼，民法有關財團的規定

中並未明定。 

倒是在社團的規定中，在民法第 47條明文規定：「設立社團者，應訂定章程，其

應記載之事項如左：一、目的。二、名稱。三、董事之人數、任期及任免。設有監察

人者，其人數、任期及任免。四、總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其決議證明之方法。五、

社員之出資。六、社員資格之取得與喪失。七、訂定章程之年、月、日。」。在財團

的規定中，我們可以在民法第 61條看到財團法人設立登記時應該登記下面事項：

                                                 
28 參見：1法務部 1989 年 7月 11日法 78 律字第 12606號函：「財團法人之成立以捐助人捐

助一定數額之財產為其組織之基礎。至捐助章程所載捐助人究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團

體、法院毋庸審查（「法院辦理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第 11項參照）。惟財團法人成立時，

其所捐助之財產應已確定其基金，如係由多數人捐助，而由其中一人捐助人者，法律對之尚

無限制或禁止明文。貴部自得以主管機關之立場，依職權認定來函所引章程所定華岡學會可

否視同民法第 62條所稱之「捐助人」。」；2法務部 1989 年 12月 13日法 78 律字第 20307
號函：「查捐助之財產，為財團法人設立行為之要素，故須以財團之設立為目的，至捐助財

產的種類為何，法律並未設有限制。股票為表彰一定財產價值之有價證券，不論上市與否，

要不影響其財產之性質，以之作為財團法人之捐助財產，似無不可。」 
29 財團法人以借款為其捐助財產，則與「捐助」意義相違，查財團法人係以公益為目的，由捐
助人捐助一定財產所設立之法人，其捐助章程所定「借款條文」，如係指財團法人以借款為

其捐助財產，則與「捐助」之意義相違，似難謂為合法。參考司法行政部 1977 年 5月 4日
台 66函民字第 03696號函；1978 年 3月 3日台 67函民字第 01787號函，其內容與第 15
頁註 18之 68 年民字第 03483號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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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二、名稱。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四、財產之總額。五、受許可之

年、月、日。六、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七、定有代表

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八、定有存立時期者，其時期。各主管機關，往往在其有關

財團法人的監督相關規範中規定，有關財團法人章程的內容。」 

貳、我國財團法人之現況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於 1994 年與林國全、顏厥安教授，共同接受研考會委託進

行「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研究計畫時，當時曾經向全國地方法院調查全國有

關公益社團與財團的登記情形，調查結果發現全國到 1993 年（民國 82 年）8月 15

日止，向全國各地方法院登記的財團法人共計有 4,018個，社團僅有 619個。 

根據當時的調查統計結果如下30： 

1948 年（民國 37 年）5月 31日到 1993 年（民國 82 年）8月 15日全國各地方法

院財團法人登記資料： 

填表單位 登記之財團

法人數目 
登記之社團 
法人數目 

辦理財團法人登記的起迄時間 
（時間單位：民國） 

台灣台北地方法院 1,726件 347件 37 年 10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台北地方法院

士林分院 101件 55件 73 年 8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219件 
(含台灣台北地

方法院移送

112件) 

20件 70 年 3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125件 未知 62 年 7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258件 9件 37 年 7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491件 53件 37 年 5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119件 14件 41 年 12月起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224件 17件 37 年 8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宜蘭地方法院 57件 0件 47 年 2月起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花蓮地方法院
10件 

(自 81 年起算) 8件 44 年 10月起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澎湖地方法院 16件 5件 59 年 1月起至 82 年 8月 15日 
福建金門地方法院 21件 4件 74 年 10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30 參考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

院研究考核委員會，第 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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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單位 登記之財團

法人數目 
登記之社團 
法人數目 

辦理財團法人登記的起迄時間 
（時間單位：民國） 

台灣台東地方法院 40件 4件 45 年 5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 69件 36件 58 年 8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293件 28件 42 年 4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 80件 9件 45 年 8月起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基隆地方法院 64件 9件 40 年 1月起至 82 年 8月 15日 
台灣雲林地方法院 217件 1件 53 年 8月至 82 年 8月 15日 

總計 4,018件 619件  

在本年度進行國科會所委託之本計畫時，本研究計畫也嘗試向台灣各地方法院

去函請求告知目前各地方法院登記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的狀況。不過僅有 10個地

方法院回信，其中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寄回的是未填任何資料的空白問卷。從 9個地

方法院的登記狀況可以看出，過去十年（從 1995 年到 2006 年 2月間）台灣財團

法人與社團法人的數目在快速的增加中。 

從回收的統計資料發現，僅台灣台北地方法院、新竹地方法院、苗栗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嘉義地方法院以及台東地方法院等 10個法院，到 2006 年 2月 15

日所登記的財團法人就有四千多個（這個統計數目有一些不確定之處，因為宜蘭地

方法院的回信說明他們共有財團、社團法人共 250個，而新竹地方法院也是僅說明

他有 549個財團與社團法人數，高雄地方法院則是以電訪方式口頭回答本計畫他共

有 900多個法人），因此並沒有區分財團法人、社團法人數目各多少，無法知悉，

但顯然近 10 年來大幅增加。31。 

比較明確分別寫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數的法院有台北地方法院，苗栗地方法

院、台中地方法院、嘉義地方法院以、台東地方法院及基隆地方法院。 

從台北地方法院的資料顯示，1993 年 8月 15日，當時所登記的財團法人數字

為 1,726個，在 2006 年 2月 15日則登記有 2,677個；台中地方法院在 1993 年僅

有 491個財團、53個社團，在 2006 年 2月 15日則登記有 810個財團數、597個

社團數；嘉義地方法院在 1993 年，則有 119個財團、14個社團，但是在 2006 年

2月 15日有 244個財團、113個社團；台東地方法院在 1993 年 8月有 40個財團、

                                                 
31 請參考本報告第 28頁，本計畫所做的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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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社團，到 2006 年 2月有 102個財團、46個社團。 

此次本計畫以問卷及電訪方式所得知之 10個地方法院有關財團法人與社團法

人的登記數目統計如下： 

No 法院名稱 
辦理財團法人 

登記開始日期 
截至 2006 年 2月 15日所登記之

財團法人數目 
截至 2006 年 2月 15日所登記之

社團法人數目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948 年 10月 2,677 1,262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947 年 8月 549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1997 年 5月 96 37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948 年 5月 810 597 

1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952 年 12月 244 113 

1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949 年 7月 未填寫 未填寫 

1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953 年（電訪） 900多個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959 年 4月 102 46 

17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1958 年 1月 250 

18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1951 年 3月 118 55 

21 福建連江地方法院 2005 年（電訪） 0 1 

總計

財團法人數總數在 4,047個以上（未計入新竹、高雄、宜蘭地院）；

社團法人數總數在 2,111個以上（未計入新竹、高雄、宜蘭地院）；

  全部法人總數約 7,857個（已計入新竹、高雄、宜蘭地院）。 

以上這些資料顯示，台灣在過去幾年來，到地方法院登記之財團與社團數目快

速增加。值得注意的是 1993 年 8月 15日全國登記的社團法人 619個，而在 2006

年 2月 15日，僅在台灣 7個地方法院登記為社團法人的已經有了 2,111人（不包

括沒有區分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的新竹地方法院、宜蘭地方法院、高雄地方法院的

數目）。 

如果從各地方法院已登記之財團數目看，這十多年來，台北地方法院的增加了

將 951個財團法人（從 1,726增加到 2,677）。台中地方法院增加了 319個財團法

人（從 491個財團法人增加到 2006 年的 8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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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顯示在過去十多年來，台灣人民設立登記財團或社團的意願增加而且也實

際執行了。可惜此次計畫主持人無法得到各地方法院的支持，瞭解台灣財團法人與

社團法人現有的數目32。 

                                                 
32 讓本計畫主持人無法理解的是司法院民事廳每年均有全國司法統計相關資料，但他們卻對於

全台灣有多少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毫無興趣。本計畫主持人早在 1993 年進行研究《財團

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時，就已經跟司法院民事廳表達此事的重要性，可惜到現在情況仍未

改變。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

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第 36、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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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科會所許可設立並監督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現況 

壹、概說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瞭解國科會所許可設立並監督之五個科技事

務財團法人的現況，包括其內部運作情形，例如設立基金、章程中所呈現的設立宗

旨、董事會的組成、決策機制與決策的執行是否符合章程的目的、其運作有無違反

法令的可能，經費的來源與運作，會計制度的設計是否能夠符合財團法人的設立目

的等事項加以瞭解。希望透過對於目前國科會所許可設立與監督之科技事務財團法

人之運作情形，瞭解我國目前民間參與科技研究之情形以及國家資源跟民間社會力

結合的狀況。 

在本章的第「壹」部分，研究計畫主持人將透過邀請本研究計畫之顧問、國科

會執行監督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之人員以及五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所進行的訪談會議

資料，以及從研究計畫從國科會和網路資料所得到五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運作情

形的相關資訊，加以匯整並分析這些財團法人目前運作的情形是否符合科技事務財

團法人設立的目標。這部分的主要重點在於針對五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現況，進

行一般性的分析。在本章的第「貳」部分，研究計畫主持人將針對其中三個進行深

入訪談的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運作現況作詳細的分析，並對於國科會的監督提出建

議。希望能夠透過國科會與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合作，發展出一個有利於科技研究

與整合的法律環境的機制。這三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分別是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這部分的主

要重點在針對三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運作情形以及其可能發生的問題或可以改進

的部分提出分析與建議。 

貳、國科會許可設立並監督之五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之現況 

本部分將針對國科會所許可設立的五個財團法人（分別是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財團法人

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捐助章程中所呈現的成

立財團法人的目的（宗旨）、重要業務、組織與管理、財產管理與運用、會計制度、

目前現況例如︰設立時間、財產狀況、董監事人數等部分加以整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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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一）從「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看其設立的目標與宗旨 

在「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的第 1條中說明其宗旨：「為因應國

家未來科技研究需求，建立良好研究環境，有效利用共同實驗研究設施，推動尖端

科技研究，以提昇科技研究水準，培育優秀人才，特設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

下簡稱本院），並制定本條例。」；在第 2條規定：「本院為財團法人，其設置依

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在其「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3條說明他的任務為：「本院任

務如下：一、實驗研究計畫之研擬及執行事項。二、實驗研究設施之運作、管理或

特殊實驗材料之研發及提供事項。三、實驗研究成果及技術之推廣事項。四、實驗

研究之資訊蒐集、人才培育及國際合作事項。五、其他與實驗研究有關事項。」 

並且在「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4條規定：「本院之主管機關

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二）從「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之組織

及管理 

1. 組織（董、監事人數、與產生方式、規定得為董、監事之人、任期並強調董事為

無給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7條規定：「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

十一人至十七人，均由行政院院長就下列人員遴聘之，並以其中一人為董事長：一、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其他有關機關首長。二、國內、外富有研究經驗

之科學技術有關專家、學者。董事任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依前項第一款遴聘之

董事人數不得超過董事總數三分之一，並依職位任免改聘；依前項第二款遴聘之董

事任滿前出缺者，由行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8條規定：「本院設監事會，置監事

三人至五人，其中一人為常務監事，均由行政院院長遴聘之，任期三年，期滿得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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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之。監事任滿前出缺者，由行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常務監事應列席董事會會議。」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9條規定：「本院置院長一人，副院

長一人或二人，均由董事會聘任之。院長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理本院院務；

副院長輔佐院長，襄理本院院務。」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11條規定：「本院董事、監事、董

事長、常務監事均為無給職。本院之組織編制及專任人員之任免、薪給、福利、退

休及撫卹等相關人事管理規定，由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33條規定：「董事、監事為無給職，

但得支領出席費、交通費、生活費及其他差旅費。」 

2. 規定代表法人、綜理事務之人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7條第 1項規定：「本院設董事會，

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七人，均由行政院院長就下列人員遴聘之，並以其中一人為董事

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三章組織及管理第 17 條規定：「本

院置院長一人、副院長一人或二人，均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院長受

董事會之監督，綜理本院院務，並經董事會授權，在執行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本

院，且應每年向董事會提出院務發展計畫及報告院務發展情況；副院長輔佐院長，

襄理本院院務。院長任期三年，得續聘之。續聘以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再續聘一

次。必要時，經董事會認定者，得提前解聘之。」 

3. 規定董事開會時間與會議召集方式 

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中並無針對董、監事會議開會時間與

召集方式有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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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8條規定：「本院董事會每半年

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董事會休會時，常務董事會依董事會決議，

代行其職務。常務董事會每二至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9條：「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均由董

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不能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行之；

未經指定時，由常務董事互推一人代行之。如因故無法產生主席時，由主管機關指

派董事一人擔任之。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

會議目的及召集理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十日內召集之。

逾期不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行召集之。」 

4. 規定董事出缺、改選情形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7條第 2項規定：「董事任期三年，

期滿得續聘之；依前項第一款遴聘之董事人數不得超過董事總數三分之一，並依職

位任免改聘；依前項第二款遴聘之董事任滿前出缺者，由行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

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8條第 1項：「本院設監事會，置監

事三人至五人，其中一人為常務監事，均由行政院院長遴聘之，任期三年，期滿得

續聘之。監事任滿前出缺者，由行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為

止。」 

（三）有關財團法人財產之規定 

1. 有關財團法人財產規定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5條規定：「本院創立基金為新臺幣

五億元，由中央政府分年編列預算捐助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之實驗研究機構或單

位經核定併入本院時，其使用之國有公用財產，依法定預算程序捐贈本院，不受國

有財產法有關處分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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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6條：「本院經費來源如下：一、創

立基金之孳息。二、政府補助專案研究計畫之經費。三、受託研究、提供服務及產

品之收入。四、國內、外公、私立機構、團體或個人之捐贈。五、其他有關收入。」 

2. 有關財產管理、動用與推動業務之經費規定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10 條規定：「本院為因應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之需要，得經董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設立所屬實驗研究單位；

其變更及解散時，亦同。」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27 條：「本院辦理各項業務所需經

費，以支用本章程前條所列之經費來源為原則。捐助財產非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及主

管機關許可，不得動支。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理使用，受主管機關之監督；

其管理使用方式如下：一、存放金融機構、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行儲蓄券、

金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金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二、購買業務所

需動產及不動產。三、於安全可靠之原則下，經董事會決議，在經法院登記財產總

額二分之一額度內，轉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有利於財產

總額之運用項目。本院之財產不得存放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金融機構。」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28 條：「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之實驗

研究機構或單位經核定併入本院時，其使用之國有公用財產，依法定預算程序捐贈

本院，不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處分規定之限制。」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29條：「與本院權益有關之著作、發

明或成品，其著作財產權或專利權專利權，依相關法令規定另訂之。」 

（四）規定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12條：「本院預算、決算之編審，依

下列程序辦理：一、會計年度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列預算，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理。二、會計年度終了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決算，

提經監事會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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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19條：「本院應建立會計及稽核制度

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21條：「本院以每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為業務及會計年度。本院預算、決算之編審，應配合政府預算、決算時程，

依下列程序辦理：一、下一年度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列預算，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理。二、本年度終了後，應將工作執行成果報

告及決算，提經監事會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理。」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22條：「本院應於每年 1月底以前，

將本年度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及經費預算送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每年 5月底前將

上年度之工作報告、經費、財產清冊及經執業會計師簽證後之年度決算書及業務報

告書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並主動公開之。董事會應審定下列事項，

函報主管機關備查：一、上年度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二、本年度工作計畫及

經費收支預算。三、財產清冊（含有關憑據影本）。」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23條：「本院得辦理年度業務計畫

以外之工作，惟須符合本章程第 2條及第 3條之規定。」 

（五）有關變更登記事項之規定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第 10 條：「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之決

議，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或常務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或常務董事過半數同意行之。但下列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及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並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依民法及相關法令

規定向法院為變更登記後，始得行之：一、章程變更，如有民法第 62條及第 63條

之情形，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為必要處分。二、捐助財產動支。三、申請貸款。四、

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五、法人之解散或目的之變更。前項重要事項之討論，

應於會議十日前，將開會通知及議程送達全體董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

關亦得派員列席指導。董事會會議記錄應於會後一個月內送主管機關備查。」 

（六）有關於財團法人存在期間與解散或撤銷許可時，財產之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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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例」第 14條：「本院因情勢變更，不能達

到設置目的時，得經董事會決議或經主管機關宣告，依法解散之；解散後依法清算，

其賸餘財產歸屬於中央政府，其人員應予解聘。」 

上述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捐助章程訂定於民國 92 年 4月 8日（參

考捐助章程 32條規定）。 

（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在臺北地方法院申請設立許可後的情形 

根據臺北地方法院所發給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之法人登記證書上，我們看

到下列登記事項： 

1. 財團法人成立之目的：登記內容為：「為因應國家未來科技研究需求，建立良好

研究環境，有效利用共同實驗研究設備，推動尖端科技研究，以提昇科技研究及

應用水準，培育優秀人才為目的。」 

2. 設立許可機關日期：2003 年（民國 92 年）5月 6日；根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臺會綜三字第 0920022927號函。 

3. 設立登記日期：2003 年（民國 92 年）5月 8日 

（登記主管機關為臺北地方法院） 

4. 歷屆董監事人數、財產狀況 

設立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董事長
常務

董事
董事

常務

監事
監事 董監事 

總人數 
1994 年（民國 92 年） 

5月 8日 壹億元 1 4 12 1 2 20 

5. 捐助或出資方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捐助。 

二、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一）從「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看其設立的目標與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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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的第 1條中說明其宗旨：「為

有效運轉及利用同步輻射設施，執行相關尖端基礎與應用研究，提昇我國科學研究

之水準及國際地位，特設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

制定本條例。」；在第 2條規定：「本中心為財團法人，其設置依本條例之規定；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在其「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3條說明他的任務為：「本

中心任務如下：一、加速器及插件磁鐵之研發建造、運轉維護及功能之提升。二、

光束線及實驗站之研發建造、運轉維護及功能之提升。三、先進同步輻射光源及實

驗設施之提供及推廣應用。四、同步輻射相關尖端基礎與應用研究之研擬、規劃及

執行。五、同步輻射相關科技人才之培訓。六、同步輻射研究相關國際合作及交流

之促進。七、有關本中心輻射安全及一般安全之防護事項。八、其他有關同步輻射

業務之推動事項。」 

並且在「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4條規定：「本中心之

主管機關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二）從「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看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

究中心之組織及管理 

1. 組織（董、監事人數、與產生方式、規定得為董、監事之人、任期並強調董事為

無給職）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7條規定：「本中心設董事會，

置董事九人至十五人，由行政院院長就下列人員遴聘之：一、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主任委員及有關機關首長。二、國內、外具有卓越科學技術成就及國際聲望之學

者、專家。董事任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依前項第一款遴聘之董事人數不得超過

董事總數三分之一，並依職位任免改聘；依前項第二款遴聘之董事任滿前出缺者，

由行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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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8條規定：「董事會置董事長

一人，由行政院院長聘任之；置執行秘書一人，襄助處理董事會事務，由董事長提

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9條規定：「本中心設監事會，

置監事三人，其中一人為常務監事，均由行政院院長遴聘之，任期三年，期滿得續

聘之。監事任滿前出缺者，由行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常務監事應列席董事會會議。」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10條規定：「本中心置主任

一人，副主任一人或二人，均由董事會聘任之。主任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理

本中心業務，副主任輔佐主任，襄理本中心業務。」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三章組織及管理第 17條第 2

項規定：「主任受董事會之監督、綜理中心業務，並經董事會授權，在執行職務範

圍內，對外代表本中心，且應每年向董事會提出中心業務發展計畫及報告中心業務

發展情況；副主任輔佐主任，襄理中心業務。」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三章組織及管理第 18條規定：

「本中心本中心置科學技術諮詢委員九至十三人，任期三年，由主任提請董事會同

意後，由主任聘任之。」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11條規定：「本中心董事、

監事、董事長、常務監事、執行秘書均為無給職。本中心之組織編制及專任人員之

任免、薪給、福利、退休及撫卹等相關人事管理規定，由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之。」 

2. 規定代表法人、綜理事務之人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8條規定：「董事會置董事長

一人，由行政院院長聘任之；置執行秘書一人，襄助處理董事會事務，由董事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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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10 條規定：「本中心置主任

一人，副主任一人或二人，均由董事會聘任之。主任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理

本中心業務，副主任輔佐主任，襄理本中心業務。」 

3. 規定董事開會時間與會議召集方式 

於「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中並無針對董、監事會議開會

時間與召集方式有特別規定。 

但於「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 8條：「董事會議每半至

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 9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

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不能召集會議或擔任主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行

之；未經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行之。如因故無法產生時，由主管機關指派董

事一人召集之。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

目的及召集理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十日內召集之。逾

期不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自行召集之。」 

4. 規定董事、監事出缺、改選情形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7條：「本中心設董事會，置

董事九人至十五人，由行政院院長就下列人員遴聘之：一、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主任委員及有關機關首長。二、國內、外具有卓越科學技術成就及國際聲望之學者、

專家。董事任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依前項第一款遴聘之董事人數不得超過董事

總數三分之一，並依職位任免改聘；依前項第二款遴聘之董事任滿前出缺者，由行

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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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9條第 1項：「本中心設監事

會，置監事三人，其中一人為常務監事，均由行政院院長遴聘之，任期三年，期滿

得續聘之。監事任滿前出缺者，由行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補滿原任者之任期

為止。」 

（三）有關財團法人財產之規定 

1. 有關財團法人財產規定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5條規定：「本中心創立基金

為新臺幣五億元，由中央政府分年編列預算捐助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供同步

輻射研究使用之國有公用財產，依法定預算程序捐贈本中心，不受國有財產法有關

處分規定之限制。」 

但「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四章財產第 25 條所列之創

立基金為新台幣壹億元：「本中心設立時創立基金為新台幣壹億元，由中央政府編

列預算捐助之，並繼續接受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分年依法定預算程序捐贈之財

產。」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6條：「本中心經費來源如下：

一、創立基金之孳息。二、政府補助加速器及其周邊實驗設施運轉維護之經費。三、

政府補助專案研究計畫之經費。四、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五、國內、外公、

私立機構、團體或個人之捐贈。六、其他有關收入。」 

2. 有關財產管理、動用與推動業務之經費規定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四章財產第 27 條：「本中心

辦理各項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本章程第 26 條所列之經費來源為原則。經法院登

記之財產總額，其管理與使用，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管理使用方式如下：一、存

放金融機構。二、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行儲蓄券、金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

單、金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三、購置業務所需動產及不動產。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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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之原則下，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主管機關專案許可後，在經法院登記財產

總額二分之一額度內，轉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有利於

財產總額之運用項目。本中心之財產不得存放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金融機構。」 

（四）規定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三章組織及管理第 21條：「本

中心應建立會計及稽核制度，經董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三章組織及管理第 22條第 1

項：「本中心以每年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為業務及會計年度。」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12條：「本中心預算、決算

之編審，依下列程序辦理：一、會計年度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列預算，提

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理。二、會計年度終了時，應將工作

成果及決算，提經監事會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理。」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三章組織及管理第 23條：「本

中心應於每年 1月底以前，將本年度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及經費預算書送主管機關

備查；並應於每年 5月底前將上年度之工作報告、經費、財產清冊及經執業會計師

簽證後之年度決算書及業務報告書提請董、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並主

動公開之。」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三章組織及管理第 24條：「本

中心辦理年度業務計畫以外之工作，須符合本章程第 2條及第 3條之規定。」 

（五）有關變更登記事項之規定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 10 條：「董事會議開會時，

本中心主任應列席並報告。董事會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總額過半

數之出席，及出席會議開會時，本中心主任應列席並報告。董事會之決議除本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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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有下

列重要事項應有董事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並報請

主管機關同意後，依民法及相關法令規定向地方法院完成變更登記始得行之：一、

章程變更，如有民法第 62條及第 63條之情形，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

二、捐助財產動支。三、申請貸款。四、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五、本中心之

解散或目的之變更。六、主任、副主任之聘任及解聘。前項重要事項之討論，應於

會議召開前十日，將開會通知及議程送達全體董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

關亦得派員列席指導。董事會之會議記錄，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送主管機關備

查。」 

（六）有關於財團法人存在期間與解散或撤銷許可時，財產之歸屬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設置條例」第 14條：「本中心因情勢變更，

不能達到設置目的時，得經董事會決議或經主管機關宣告，依法解散之；解散後依

法清算，其賸餘財產歸屬於中央政府，其人員應予解聘。」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第 28條：「本中心因情勢變更，

不能達到設置目的時，得經董事會決議或經主管機關宣告，依法解散之；解散後依

法清算，其賸於財產歸屬中央政府，其人員應予資遣。經主管機關依法撤銷許可時，

亦同。」 

上述之「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捐助章程訂定於 2003 年 4月 14日

（參考捐助章程 29條規定）。 

（七）「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在新竹地方法院申請設立許可後的情形 

根據新竹地方法院所發給「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之法人登記證書

上，我們看到下列登記事項： 

1. 財團法人成立之目的：登記內容為：「本中心以有效運轉本中心以有效運轉與利

用同步輻射設施，執行相關尖端基礎與應用研究，提昇我國科學研究之水準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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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地位為目的。」 

2. 設立登記日期：2003 年 5月 20日（登記主管機關為新竹地方法院） 

3. 設立許可機關日期：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3 年 5月 16日。 

4. 歷屆董監事人數、財產狀況 

設立登記日期/ 
變更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董事長 常務

董事

董事常務

監事

監事 董監事 
總人數 

民 92 年 5月 20日 100,000,000 1 0 14 1 2 18 
民 92 年 9月 8日 1,020,799,013 1 0 14 1 2 18 
民 93 年 9月 23日 1,020,799,013 1 0 14 1 2 18 
民 93 年 9月 23日 1,020,799,013 1 0 14 1 2 18 
民 94 年 5月 2日 1,220,799,013 1 0 14 1 2 18 

5. 捐助或出資方法：由中央政府編列預算捐助。 

三、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一）從捐助章程看「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設立的目標與宗旨 

在「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的捐助章程第 1章總則第 1條中規定：「本

財團法人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聯合學術界與產業共同設立，定名為「財團法

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民法財團法人及有關法令之規定組

織之。」；在第 3條規定：「本會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之所在地，並視實際需要

得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立分支機構或派駐代表。」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之捐助章程」於 1992 年 8月 29日成立，捐助

章程第 1章總則第 2條規定成立之宗旨如下：「本會以結合企業與學術及政府共同

加速推動我國光電科技與工業的發展為宗旨。」 

為了達到宗旨的目的，第二章任務第 4條規定：「本會之任務範圍如左：一、

協助政府擬定光電科技與工業之短、中、長程發展計畫。二、協助政府改善光電科

技之投資環境。三、做為民間與政府發展光電工業之橋樑。四、聯繫政府與企業界

共同開發光電產品。五、協助技術引進，厚植光電技術能力。六、訓練光電專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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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人才。七、提供光電創業投資諮詢服務。八、推廣光電新知及其應用。九、進

行國際合作，促進人才交流。」 

並在第三章業務第 5 條規定：「本會之業務範圍如左：一、國內外光電技術與

工業市場之調查與拓展。二、國內外光電科技與工業諮詢服務之提供。三、國外光

電科技之引進與推廣。四、國內光電專技及管理人才之訓練。五、國際光電工業技

術合作與情報之交流。六、參與、協助國內業界光電有關設備之產製。七、協助政

府光電科技與工業有關計畫之研擬與推動。八、其他與光電科技與工業發展有關之

業務。」 

（二）從捐助章程看「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之組織及管理 

1. 董、監事人數與產生方式並強調董、監事為無給職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0條規定：「董事會

董事人選及人數：一、政府機關代表二至五人。二、捐助本會經費之企業負責人或代

表人十至十七人。三、光電科技與工業發展有關之學者專家代表三至七人。以上人選

經前一屆董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5 條規定：「本會

設監事會，負責有關本會財務事宜之監察、決算之審議及監事會之改選。其人選及

人數：一、政府機關代表二至三人。二、捐助本會經費之企業負責人或代表五至七

人。以上人選經前一屆監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1 條規定：「董事

會由董事互選七至十一人為常務董事，組成常務董事會，於董事會休會期間，依法

令及董事會決議代表董事行使職權。」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6 條規定：「監事

會由監事互推一人為常務監事，於監事會休會期間，依法令代表監事會行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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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8 條規定：「本會

董、監事均為無給職，董事長得支領公費。」 

2. 規定得為董、監事之人、任期並強調其為無給職。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0 條規定：「董事

會董事人選及人數：一、政府機關代表二至五人。二、捐助本會經費之企業負責人

或代表人十至十七人。三、光電科技與工業發展有關之學者專家代表三至七人。以

上人選經前一屆董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5 條規定：「本會

設監事會，負責有關本會財務事宜之監察、決算之審議及監事會之改選。其人選及

人數：一、政府機關代表二至三人。二、捐助本會經費之企業負責人或代表五至七

人。以上人選經前一屆監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7條規定：「董、監

事會之董、監事，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董、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時，應由現

任董、監事會另行選聘適當人士補足原任期。」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8條：「本會董、監

事均為無給職，董事長得支領公費。」 

3. 規定代表法人、綜理事務之人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2 條規定：「董事

會由全體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代表本財團法人行使職權。」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9 條規定：「本會

設執行長一人，秉承董事會決議及董事長之命，綜理日常會務，設副執行長一至二

人，襄理日常會務，並視業務需求延聘各類工作人員。前項人員除執行長由董事長

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免外，副執行長及各部門主管人員由執行長提請董事長核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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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免，其他職員由執行長聘免。」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20 條規定：「本會

得視業務需要聘請顧問及設置各種委員會。前項顧問及委員人選由執行長提請董事

長核可後聘免。」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9條規定：「本會設

董事會，其職權如左：一、本會基金及經費之籌募、管理及運用。二、組織之決定

及調整。三、工作計畫及預算之核定。四、重要人事之任免及管理制度之制定。五、

投資及重要業務方針之審定。六、董事會之改選及董事出缺之改聘。七、其他重要

事項之處理。」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本

會設監事會，負責有關本會財務事宜之監察、決算之審議及監事會之改選。」 

4. 規定董事開會時間與會議召集方式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3 條規定：「董事會及

常務董事會之會議均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無法召集或出席時，由

常務監事召集並由常務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董事會及常務董事開會議事表及表

決循一般慣例辦理之，必要時得以通訊方式通過決議案。」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4 條規定：「董事會討

論左列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現任董事總額過半數之同意

行之：一、章程變更之擬議，如有民法第 62條、第 63條情形並應經法院為必要之

處分。二、不動產處分之擬議。三、解散之擬議。」 

5. 規定董、監事出缺、改選情形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7 條規定：「董、監事

會之董、監事，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董、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時，應由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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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會另行選聘適當人士補足原任期。」 

（三）有關財團法人財產之規定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之捐助章程」第四章經費第 6條規定：「本會

創辦基金總額為新台幣伍仟三佰萬元整，其來源如左：一、政府機關捐助款新台幣

二仟二佰伍十萬元整。二、企業界捐助款新台幣三仟伍十萬元整。本會基金總額得

因接受政府機關、企業界及其他團體或個人之捐助調整增加之。」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四章經費第 7條則規定年度經費

如下：「本會之年度經費來源如左：一、接受委辦工作之收入。二、基金之孳息。

三、其他收入。」 

1. 有關財產管理、動用與推動業務之經費規定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9條第 1項規定：「本

會設董事會，其職權如左：一、本會基金及經費之籌募、管理及運用。二、組織之

決定及調整。三、工作計畫及預算之核定。四、重要人事之任免及管理制度之制度。

五、投資及重要業務方針之審定。六、董事會之改選及董事出缺之改聘。七、其他

重要事項之處理。」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本會設監事會，負責有關本會財務事宜之監察、決算之審議及監事會之改選。」 

（四）規定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四章經費第 8條規定：「本會會

計年度起迄，自每年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本會年度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應於

年度前擬具，提請董事會核議通過後執行。並於年度終了後，編就工作報告書及收

支決算書，送請監事會審核，並另送董事會備查。」 

（五）有關變更登記事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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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五章組織第 14 條規定：「董事

會討論左列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現任董事總額過半數之

同意行之：一、章程變更之擬議，如有民法第 62條、第 63條情形並應經法院為必

要之處分。二、不動產處分之擬議。三、解散之擬議。」 

（六）有關於財團法人存在期間與解散或撤銷許可時，財產之歸屬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第六章附則第 22 條規定：「本會

經董事會決議解散時，應呈主管官署許可。解散後除依法清算外，賸餘財產應歸屬

本機關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上述之「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捐助章程訂定最初於 1992 年（民國

81 年）8月 29日通過，最後修改日期為 2002 年（民國 91 年）7月 29日。 

（七）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在臺北地方法院申請設立許可後的情形 

根據臺北地方法院所發給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之法人登記證書上，我

們看到下列登記事項： 

1. 目的：結合企業與學術及政府共同加速推進我國光電科技與工業之發展。 

2. 設立許可機關日期：1993 年（民國 82 年）2月 5日，依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八二）臺會字第 02587號函。 

3. 設立登記日期：1993 年（民國 82 年）4月 2日（登記主管機關為臺北地方法院） 

4. 歷屆董監事人數及財產總額 

設立登記日期/ 
變更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單位：萬） 捐助或出資方法 董事長常務

董事
董事

常務 
監事 監事 董監事

總人數

民 82 年 4月 2日 5,300萬 政府機關捐助款

2,250萬（42%）；
企業捐助款 3,050
萬元（58%）。 

1 0 21 0 9 31 

民 92 年 8月 8日 6,252萬  1 8 11 1 6 27 

民 93 年 11月 4日 6,252萬  1 8 11 1 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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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捐助或出資方法：政府機關與企業界共同捐助 

四、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 

（一）從捐助章程看「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設立的目標與宗旨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一章「總則」第 1條說明其「創

立」：「本基金會係由遠東集團各主要關係企業為紀念徐有庠先生並期對國家科技發展

有所貢獻特發起捐款創立之。」；第 2條說明其「名稱及會址」：「本基金會定名為『財

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其設立及管理方法，依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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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辦

理。本會事務所設於台北市敦化南路 2段 207號 38 樓，並得視業務需要，於適當地

點設立分會。」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一章「總則」第 3條說明其「宗

旨」：「本會以獎勵培育科技研發人才，協助產業運用科技創新改善競爭力，帶動國內

外及與大陸地區知識交流，推展科技創新之應用與普及，以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為宗旨。」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一章「總則」第 5條說明其「捐

助人」：「本會之捐助人為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遠傳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裕民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東聯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遠鼎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德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遠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遠企公寓大廈管理維護股份

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一章「總則」第 6條說明其「業

務範圍」：「本會之業務範圍如左：一、贊助科技研究發明建立產、官、學合作關係。

二、獎勵及培育人才進行科技創新之研究發展。三、舉辦或贊助科技創新相關主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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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術、推廣活動。四、促進國內外及與大陸地區之學術交流以引進新知識、新

科技、新觀念。五、促進國內外及大陸地區產（事）業科技創新及研究成果之交流。

六、獎勵發明，轉化科技創新成果於相關產（事）業，促進產（事）業升級轉型，提

昇國家競爭力。七、長期投資與本會宗旨或業務相關聯事業。八、其他符合本會設立

宗旨之科技發展事務。」 

（二）從捐助章程看「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之組織及管理 

1. 組織（董事人數與產生方式、規定得為董事之人、任期並強調其為無給職）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7條規定其「組

成」：「本會設置董事會，由董事七至十一人組成之，並由董事互推一人為董事長。

董事中應有三分之一具有從事科技實務經驗者。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

親、姻親之關係人或外國人充任董事者，不得超過董事總名額三分之一。第一屆董

事由原捐助人選聘之，第二屆以後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選聘之。董事長對代表本會

並綜理本會之一切事務。董事長因故出缺時，應即召集董事會補選之。」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8條規定了

「董事之任期改選及解任」：「董事為無給職。董事之任期每屆三年，連選得連任，

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時，由董事會補選之，補足原任董事未滿之任期。每屆董事

會任滿，應由董事會於任期屆滿前半年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下屆董事人選，經董

事會通過後聘任。董事辭職應以書面向董事長提出並經董事會通過。非有正當理由

經董事三人以上之連署提出，並經董事會通過，不得將其解任。」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11 條規定

其「組織」：「本會設執行長一人，秉承董事長之命推行本會各項業務，並得設副執

行長一人輔助之。」 

2. 規定代表法人、綜理事務之人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7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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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會設置董事會，由董事七至十一人組成之，並由董事互推一人為董事長。」；

第 7條第 4項規定：「董事長對代表本會並綜理本會之一切事務。」；及第 7條第 5

項規定：「董事長因故出缺時，應即召集董事會補選之。」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9條規定其

「權責」：「董事會職權如下：一、基金及各項資金之籌措、管理及運用。二、董事

之改選、補選及解任。三、內部組織之訂定、調整。四、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行。

五、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六、重要人事之任免及管理制度之制定。七、查

帳會計師之選任及解任。八、章程之修正。九、其他重要事項之審議。」 

3. 規定董事開會時間與會議召集方式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10 條規定

其「會議」：「董事會每半年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董事會由董事長召

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最多之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為主

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為主席，董事長未指定時，由出席

董事互推一人為主席。每屆第一次董事會應於改選後十五日內召集之。但董事係於

上屆董事任滿前改選者，應於上屆董事任滿後十五日內召集之。經現任董事三分之

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理由，請求董事長召集會議時，董事長應自請

求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集之。董事因故不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

但每名董事以代理一名為限。董事會之決議，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二分

之一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行之。但左列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同意，並報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

上簡稱國科會）許可，始得為之：一、章程變更。二、申請貸款。三、不動產之處

分或設定負擔。四、法人之解散或目的之變更。五、投資與本會宗旨或業務相關聯

事業。前項重要之討論，應於會議十日前，將開會通知及議程送達全體董事，並依

規定報請國科會備查。董事會會議記錄於會後一個月內送國科會備查。董事對於會

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者，不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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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定董事出缺、改選情形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8條第 1項

規定「董事之任期改選及解任」：「董事為無給職。董事之任期每屆三年，連選得連

任，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時，由董事會補選之，補足原任董事未滿之任期。每屆

董事會任滿，應由董事會於任期屆滿前半年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下屆董事人選，

經董事會通過後聘任。」；第 8條第 2項規定：「董事辭職應以書面向董事長提出並

經董事會通過。非有正當理由經董事三人以上之連署提出，並經董事會通過，不得

將其解任。」 

（三）有關財團法人財產之規定 

1. 有關財團法人財產規定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一章「總則」第 4條說明其「基

金總額及來源」：「本會創設基金總額為新台幣五千萬元整。本會成立後一年內由原

捐助人另贈上市公司股票或有價證券，並轉為本會基金。本會基金得繼續接受國內

外熱心人士、企業或團體之捐贈。」 

2. 有關財產管理、動用與推動業務之經費規定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三章「基金管理」第 12 條規

定其「保管及運用」：「本會執行長秉承董事會之命，負責基金之保管及運用。本會

基金非經董事會決議及國科會許可，不得動用或處分。本會基金管理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金融機構、購買公債、可轉讓之銀行定存單、銀行承兌匯票、銀行或票卷

金融公司保證發行之商業本票及銀行金融債券。二、於基金總額百分之二十額度內，

購買前款規定範圍以外之有價證券或委託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代

為投資。三、於基金總額百分之四十額度內，購買自用之不動產。四、於基金總額

二分之一額度內，投資與本會宗旨或業務相關聯事業之公司股票。前項第二、三、

四款動支額度，合計不得超過基金總額百分之六。依第一項第二、三、四款管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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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金時，不得動支第四條所定之創設基金。投資與本會宗旨或業務相關聯事業之

公司股票時，不得超過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二十。本會辦理各項有關業

務所需經費，以支用基金孳息、本會成立後所得捐贈及其他業務所得為原則。」 

（四）規定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四章「會計」第 13 條規定其

「會計年度」：「本會以每年 1月 1日至同年 12月 31日為會計年度。本會應建立會

計制度，報國科會核備；本會會計制度採權責發生制。」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四章「會計」第 14 條規定其

「預算及決算」：「關於本會之年度預算，執行長應依有關法令之規定編製營運及資

金運用計畫書及經費預算，於該年度一月底前提報董事會審議通過後，送國科會備

查。關於本會之決算，執行長應於年度結束後五個月內，提報前一年度工作報告、

經費、財產清冊及財務報告等各項營運及資金運用資料於董事會審議通過後，送國

科會備查。」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9條第 1項

第 1 款、第 5 款及第 7 款規定：「董事會權責如下：一、基金及各項資金之籌措、

管理及運用。二、董事之改選、補選及解任。三、內部組織之訂定、調整。四、業

務計劃之審核及推行。五、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六、重要人事之任免及管

理制度之制定。七、查帳會計師之選任及解任。八、章程之修正。」 

（五）有關變更登記事項之規定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二章「董事會」第 10 條第 6

項規定：「董事會之決議，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行之。但左列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同意，並報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上簡稱國科會）許可，

始得為之：一、章程變更。二、申請貸款。三、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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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解散或目的之變更。五、投資與本會宗旨或業務相關聯事業。」；第 10條第 7

項規定：「前項重要之討論，應於會議十日前，將開會通知及議程送達全體董事，並

依規定報請國科會備查。」 

（六）有關於財團法人存在期間與解散或撤銷許可時，財產之歸屬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第五章「附則」第 16條規定：「本

會係永久性組織，於解散或撤銷許可時，經依法清算後之賸餘財產，歸屬本會所在

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上述之「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捐助章程訂定最初於 2001 年（民

國 90 年）5月 11日訂定，第一次修正日期為 2003 年（民國 92 年）5月 20日。 

（七）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在臺北地方法院申請設立許可後的情形 

根據臺北地方法院所發給「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之法人登記證書」

上，我們看到下列登記事項： 

1. 目的：「以獎勵培育科技研發人才，協助產業運用科技創新改善競爭力，帶動國

內外及與大陸地區知識交流，推展科技創新之應用與普及，以促進國家整體經濟

發展、提昇國民生活品質為宗旨。」 

2. 設立登記日期：2001 年（民國 90 年）12月 12日。（登記主管機關為臺北地方

法院） 

3. 設立許可機關日期：2001 年（90 年 12月 10日）；依據民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九〇）臺會綜三字第 0059437號函。 

4. 歷屆董監事人數及財產總額 

設立登記日期/ 
變更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單位：元）

比上次登記

增加百分比
董事長

常務

董事
董事

常務 
監事 監事 董監事

總人數

民 90 年 12月 12日 50,000,000 1 0 6 0 0 7 
民 91 年 5月 15日 149,904,407 199.81% 1 0 6 0 0 7 
民 92 年 1月 10日 320,130,755 113.56% 1 0 6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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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登記日期/ 
變更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單位：元）

比上次登記

增加百分比
董事長

常務

董事
董事

常務 
監事 監事 董監事

總人數

民 92 年 8月 20日 320,130,755 0.00% 1 0 6 0 0 7 
民 93 年 1月 10日 321,660,649 0.48% 1 0 6 0 0 7 
民 93 年 7月 26日 321,660,649 0.00% 1 0 6 0 0 7 
民 94 年 3月 9日 574,823,303 78.70% 1 0 6 0 0 7 

5. 捐助或出資方法：由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五家公司共同捐助。 

五、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設立狀況 

（一）從捐助章程看「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設立的目標與宗旨 

在「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台灣」的捐助章程第 1章「總則」第 1條中

規定：「本財團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以上簡稱本財團法

人」，英文名稱為「Taiwan Science & Development Foundation」。其設立及管理

方法，依民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

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在第 4條規定：「財團法人設台北市士林區至誠

路一段三十號（郵遞區號：111），並得視業務需要，經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

下簡稱國科會）許可後，於國內、國外適當地點設立分支機構、事務所或派駐代表。」 

在其捐助章程第 2條說明他的成立宗旨為：「本財團法人以協助台灣科技研究

發展，培養國家科技人才，促進國家科技進步為宗旨。」 

為了達到這個宗旨，在其捐助章程第 3條規定：「本財團法人之業務範圍如左：

一、舉辦科技相關主題之研討會及演講。二、舉辦與世界各國之科技研究交流與活

動推廣。三、有關科技研究人員訓練培養之贊助。四、贊助有關台灣科技研究團體

或個人。五、贊助有關台灣科技研究之團體或個人。六、台灣及世界科技研究發展

相關資訊交流及相關出版品之發行。七、以科技之方法，達到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社會福利、醫療衛生公眾建設安全、保護環境資源及能源應用等之相關業務。」 

（二）從捐助章程看「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組織及管理 

1. 董事人數與產生方式並強調董事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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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5條規定：「本財團法人設董

事會，由董事七人組成，其中一人為董事長。第一屆董事由原捐助人選聘之，第二

屆以後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選聘之。董事均為無給職。」。 

2. 規定得為董事之人、任期並強調其為無給職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6條規定：「董事由下列人員

擔任之：一、捐助人推派代表二人。二、學者專家代表五人。董事任期三年，均為

無給職。但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董事應制定成名冊，記載董事之姓名、性別、

出生日期、籍貫（出生地）、現職、學經歷、現址、及戶籍地等事項，送交國科會

備查；董事因任期期滿或解聘而改選時，亦同。」 

3. 規定代表法人、綜理事務之人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7條規定：「董事長對外代表

本財團法人並綜理本財團法人一切事務。」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8條規定：「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基金之籌措、管理及運用。二、董事之改選及解聘。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聘。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理。五、業務計畫之研擬及推定。六、年度收支預算及決

算之審定。七、重要人士之任免及管理制度之制定。八、章程變更之擬議。九、不

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十、法人解散或合併之擬議。十一、其他重要事項或

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者，不得加入表

決，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表決權。」 

4. 規定董事開會時間與會議召集方式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第 9條規定：「本財團法人董

事會每半年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常務董事會每二至三個月召集

一次，但得因情事停止召開。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

事長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出席董事推選常務董事一人擔任主席。董事長未依規定召



 

 58

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理由，請求召集董事會

議時，董事長應親自受請求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集之。逾期不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

求之董事報經國科會核備，自行召集之。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之決議，除法令或章

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以二分之一以上董事或常務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或常務董事

過半數同意行之。但左列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

事四分之三同意，並報請國科會核可後，依民法及相關法令規定向法院為變更登記

後，始得行之：一、章程變更，如有民法第 62條及第 63條之情形，國科會得聲請

法院為必要處分。二、申請貸款。三、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四、法人之解散

或目的之變更。五、投資相關聯事業。前項重要事項之討論，應於會議十日前，將

開會通知及議程送達全體董事，並依規定報請國科會備查，國科會亦得派員列席指

導。董事會會議記錄應於會後一個月內送國科會備查。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

若有特殊理由，無法親自出席，得以委託書委請其他董事代理出席，但每名董事以

代理一名為限，且委託書比率以不超過董事出席人數二分之一為限，如有第三項討

論之重要事項，不得委託代理出席。」 

5. 規定董事出缺、改選情形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10 條規定：「董事之任期為

每屆三年，連選得連任，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行選聘適當人員補足

原任期。每屆董事任期屆滿前一個月，董事會應召集會議，改選聘下屆董事。新舊

任董事，應按期辦理交接。」 

（三）有關財團法人財產之規定 

1. 有關財團法人財產規定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11 條規定：「本財團法人之

財產現金新台幣壹千萬元，由鴻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人捐助：一、基金及孳息。

二、捐助及補助。三、受委託案件之收入。四、專業研發之權利金。五、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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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財產管理、動用與推動業務之經費規定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14 條規定：「本財團法人辦

理各項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捐助孳息及法人成立後所得捐贈為原則。經法院登記

之財產總額之管理使用，受國科會之監督；其管理使用方式如下：一、存放金融機

構。二、購買公債及短期票卷。三、購置自用之不動產。四、於安全可靠之原則下，

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國科會專案許可後，在財產總額二分之一額度內，轉為有助增

加財源之投資。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管理使用財產時，不含國科會所定最低設立

基金之現今總額。本會之財產不得存放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金融機構。」 

（四）規定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13 條規定：「本財團法人以

每年一月一日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會計年度，應建立會計制度，報國科會備查，

每年二月底以前，董事會應審定下列事項，函報國科會備查：一、上年度工作報告

及經費收支決算。二、本年度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三、財產清冊（含有關憑

據影本）。」 

（五）有關變更登記事項之規定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 16 條規定：「本財團法人由

於業務需要或其他因素，變更董事、財產及其他重要事項，均須經董事會通過，函

報國科會許可，並向法院辦理變更登記。」 

（六）有關於財團法人存在期間與解散或撤銷許可時，財產之歸屬 

「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第第 17 條規定：「本財團法人

係永久性質，於解散或撤銷許可時，經依法清算後之賸餘財產，不得歸屬任何自然

人或營利團體，應歸屬主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上述之捐助章程訂定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10月 8日（參考「財團法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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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捐助章程 18條規定）。 

（七）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在士林地方法院申請設立許可後的情形 

根據士林地方法院所發給「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財團法人證書」上，

我們看到下列登記事項： 

1. 財團法人成立之目的：登記內容為：「以協助台灣科學研究發展，培養國家科技

人才，促進國家科技進步為宗旨。」 

2. 設立許可機關日期：2003 年（民國 92 年）2月 11日；根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臺會綜三字第 0920007641號函。 

3. 設立登記日期：2003 年（民國 92 年）5月 29日（登記主管機關為士林地方法

院）。 

4. 歷屆董監事人數、財產狀況 

設立登記日期/ 
變更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單位：萬） 

董事長 常務
董事

董事 常務

監事

監事 董監事 
總人數 

民 92 年 5月 29日 1,000萬 1 0 6 0 0 7 
民 93 年 9月 3日 1,000萬 1 0 6 0 0 7 

民 94 年 1月 14日 1,000萬 1 0 6 0 0 7 

5. 捐助或出資方法：創立基金壹千萬由鴻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人捐助，俟法人登

記完成後，得繼續接受捐贈33。 

參、對於國科會在監督三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時，應該注意事項提出建

議 

本計畫在執行過程中，除了邀請國科會有關財團法人事務監督的相關單位與財

團法人代表進行會議之外（第 2次會議）34，並且曾經分別拜訪或訪談國科會所監

                                                 
33 從本計畫於 2005 年 7月的會議，發現當時（2005 年）此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可能已僅剩

400萬至 600萬間，關於此點，國科會應儘速進行瞭解。 
34 在本計畫所進行的 2005 年 7月 5日上午的會議，主要是跟由國科會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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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三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分別是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財團法人徐有庠先

生紀念基金會、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在訪談過程中，本研究計畫主持人

發現一些問題，因此在本部分分別提出來供國科會在進行監督時參考。 

一、國科會監督「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時應注意的事項35 

跟據我國民法財團法人的財產狀況的監督需要加強，必要時要依據民法第 32

條規定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或撤銷該財團法人。 

本研究計畫於 2005 年 7月 5日與國科會負責監督財團法人業務的綜合規劃處

工作人員同時跟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董事與捐助人等舉行訪談會議。在

訪談過程中發現幾個狀況，計畫主持人認為國科會可能需要進一步對於此財團法人

進行積極性的監督。下面說明計畫主持人看到兩個嚴重的問題。 

（一）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捐助人、董事或董事長對於財團法人的性質

與自己的權利義務顯然並不瞭解，或者雖然瞭解但沒有負擔法律上的責任 

在 2005 年 7月 5日下午研究計畫主持人跟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董

事與捐助人舉行的訪談會議中，該基金會的捐助人黃永融（捐助者）先生提到：「我

是在 1991 年到日本留學，一直都是在學校裡面，讀的是都市工學，在大阪大學念

到博士班畢業，1999 年才回國，回國之後就接我父親這個集團的事業，…。那個時

候我一個大學的學弟，已經認識 20幾年，但是中間有 10幾年沒有聯絡，突然跑來

找我，找我建議說：『台灣的基金會、財團法人這種組織不錯』，剛好他沒工作，他

以前在國會當助理，我也想幫他，他就跟我遊說這個基金會，說企業也要繳稅，你

把稅金繳給稅捐處，不如把這些錢給我幫你成立一個基金會的話，可以牴稅或是怎

                                                                                                                                                  
話，其中有兩個是用特別法，也就是用設置條例成立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及財團法

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及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後者是在民國 82 年剛成立的，當

時國科會捐助的財產佔 45％左右，由國科會指定的董事為 2位。在該次會議後，本計畫決定
再針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進行訪談，以便瞭解其實際運作以及國科會監督間的關係。 

35 在本計畫所進行的 2005 年 7月 5日下午的會議，主要在瞭解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運作的狀

況，發現問題蠻嚴重的。國科會可能需要緊急處理此一財團法人的財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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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因此，他在 2002 年年底就開始籌備成立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

會。他透過關係企業，找了七、八家，大家湊錢成立了這個財團法人。從訪談內容

顯示，他認為捐助一千萬成立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一千萬是所謂的暫時

捐款。36另外，我們發現董事長兼執行長每個月領 5萬元的薪水。這個行為是否違

背其捐助章程第六條所規定的：「董事任期三年，均為無給職。但得支領出席費及交

通費。」，值得深思。從該財團法人的業務發展情形看，其業務量並不多，為何董事

長可以領如此高的薪水，值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一步瞭解並依法加以監督。 

（二）目前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財產狀況不明，一千萬的捐助財產可能

僅剩下四百萬元或六百萬元37 

在 2005 年 7月 5日的會議中，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董事長陳森吉先

生提到他一個月拿 5萬塊薪水。另外，捐助人黃永融先生提到，財團法人台灣科技

發展基金會有一個董事長兼執行長、一個執行秘書，還請了一個小姐助理，就這三

個人，三個人薪水加起來，大概要 14萬38。另外，根據該財團法人現任秘書陳慧偀

的說法，目前財團法人的定存剩下四百多萬。另外還可能有的一筆財產可能是一個

價值兩百多萬的機器，現在放在國立台北科技大學』39 

究竟這個財團法人目前在做什麼呢？國科會主管財團法人監督的綜合規劃處似

乎沒有詳細的資料。而根據 2005 年 7月 5日會議中的訪談，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

                                                 
36 這是捐助人黃永融先生在 2005 年 7月 5日會議中的說法，他說：「我一開始是跟他講說是暫

捐」，究竟黃永融先生所謂的暫捐指的是什麼？他是對於所謂的暫捐是否可能會是一種欺騙負

責財團法人設立許可的國科會主管事務者的行為或者有其他違法的可能行為，值得進一步瞭

解。從整個訪談過程，可以看出黃永融先生對於財團法人制度似乎並不瞭解。他所想到的是

這是一個可以節稅的行為。至於成立財團法人後，財團法人的社會功能與意義他似乎並沒有

理解。 
37 從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在 94 年 1月在法院登記的資料仍然顯示該財團法人有一千

萬的財產。這個登記跟實際的財產狀況的落差如何產生，值得進一步的瞭解。 
38 根據 2005 年 7月 5日本研究計畫跟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訪談會議內容。根據黃永

融先生的說法一個助理小姐，一個月大約在三萬上下左右。至於這個助理小姐作什麼呢。則

是說：「那時候他們就是開會，檢討一些會議。他們有提到國科會要作一些像認證工作、計畫

啦..。」 
39 參考 2005 年 7月 5日會議中陳森吉董事長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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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金會目前似乎跟國立台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進行產官學合作。而合作的對

象就是當時台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的系主任高文秀，而高文秀主任同時也是財

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董事（目前高文秀教授已經是台北科技大學機電學院

的院長）。 

在訪談過程中陳森吉董事長孩提到他們目前與台北科技大學簽了建教合作，一

年 80萬，而且宣稱這個工作經過董事會開會決議並且有向國科會報告。 

（三）國科會作為一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民法規定對之

加以監督 

從上面研究計畫主持人所分析的訪談內容，可以看出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

金會目前正處於重大困境。由於財團的存在基本上要有兩個重大要素，一是財團的

章程，另外一個是財團的財產。目前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財產不斷在減

少中，國科會作為一個主管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該根據民法

作下面幾個重要的監督行為國科會負責監督財團法人業務者應該盡快檢查財團法人

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之財務狀況。 

我國民法 32條規定，對於「受設立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

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狀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律之規定。」 

如果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董事或監察人，不遵守主管機關監督的命

令或妨礙其檢查者，主管機關得依民法第 33條規定，對之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甚至當「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令或章程，足以危害公益或法人之利益者，主管

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40 

（四）國科會應該考慮是否要撤銷對於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設立的許可 

我國民法第 34條規定：「法人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40 參考民法第 33條第 2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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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國科會許可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設立時，登記的財產數額為一

千萬元，目前，根據本計畫在 2005 年 7月間，跟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訪

談結果發現，目前該財團法人的財產可能已經減少到僅剩 400萬到 600萬元之間。

如果這是事實，這個財團法人顯然已經違反國科會當時設立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

基金會許可之條件。因此國科會應該認真考量是否要對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

會撤銷其許可。並且對於此一財團法人董事或監察人，可能有因為詐欺、背信等行

為，進而侵害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的可能犯罪行為向法院為告發41。 

如果國科會作為一個監督機關不快速處理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金會，未來

此一財團法人可能會有面臨民法第 35條所規定：「法人之財產不能清償債務時，董

事應即向法院聲請破產。不為前項聲請，致法人之債權人受損害時，有過失之董事，

應負賠償責任，其有二人以上時，應連帶負責。」 

二、國科會監督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時，應注意的事項 

我們在 2006 年 2月 21日前往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訪談時，根據該

財團法人的代表鄭澄宇副總所做的簡報顯示，該財團法人舉辦的活動分成五類。財

團法人在第一年（2002）成立時，舉辦了三項活動。第二、三年（2003、2004 年）

辦了四項活動。2005 年的活動項目最多，共有五項。 

（一）第一項活動頒發論文獎，分有三個類別，分別是奈米科技、生技醫藥、通訊光

電。在上面三類裡面，每一類取兩篇論文給予獎金。 

                                                 
41 在 2005 年 7月 5日下午的訪談會議中，研究計畫主持人已經對於財團法人台灣科技發展基
金會與會的董事長與董事說明，他們的行為可能已經侵害了財團法人的自主性。計畫主持人

並對他們說明：「你們都是財團法人的董事，你們是要保護這財團法人，可是目前這財團法人

的基金少了一半，這裡面就有法律問題，監督機構也不知道，所以以後可能你們的法律問題

很大，我是讀法律的，所以我必須很直接的告訴你們。」。研究計畫的顧問許崇源教授也告知

他們：「非營利組織在台灣設計上，本金是不動用的」。主持人也告知他們：「董事會通過，所

以所有董事每個人都要負法律責任。而且可能是刑事上的法律責任。」。而當時此一財團法人

的董事也是捐助人在會議中提到：「我們必須在最短的期間以內，趕快彌補過這個過失，但是

沒有要為難各位的意思，但是我想提出一個意見，比如說像環保署，一些處罰性的罰款，行

政執行處的一些罰款，稅捐處逃漏稅的罰款，他們也會有一段期間，比如說三年 36期分期或
是怎麼樣，總不能說，即使是他犯錯逃漏稅，也不能說一定要明天必須馬上拿出來，會有一

段大家商量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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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項活動是科技講座，根據該財團法人的代表鄭澄宇副總的說法，這是他們

活動裡面最重要的一項講座，也是這三類項目裡面各取一名，這是有點類似終

生成就獎的意思。（從 2004 年，財團法人的董事會通過，把每一名獎金從 60

萬提高為 100萬）。 

（三）第三個活動，是有庠傑出教授獎，當初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是因為創辦人當

初創辦了幾個公益事業：包括元智大學、亞東技術學院、亞東醫院。42，這個

獎是給上述這些機構裡面有比較傑出的教職人員。目前是六名，每一名是 30

萬獎金。 

（四）第四個活動是發明獎。基本上每兩年辦一次。發明獎裡面特別著重與產業界之

間的關連，尤其是有經濟價值方面的發明，從 2005 年開始辦。 

（五）第五個活動，是新成立的有庠元智講座，主要是針對元智大學。該財團法人的

代表鄭澄宇副總提到，這幾年因為公立與私立大學的競爭，私立大學裡面有許

多有優秀的教職都到公立大學裡面了，有鑑於此，為了要讓元智大學的師資保

持住競爭力，所以董事會特別通過立了有庠元智講座43。 

從訪談過程中，並沒有看出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在運作上有什麼問

題。不過，從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在法院登記項目變更內容，卻可以發

現此一財團法人財產總額從 90 年 12月 12日成立時的 5千萬，每年快速的成長到

94 年 3月 9日登記財產總額為 5億 7千 4百 80多萬44。 

                                                 
42 在訪談會議中鄭副總提到，台大醫院與亞東醫院在技術上是策略聯盟。 
43 關於此一部份係研究計畫主持人於 2006 年 2月 21日訪談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

時，其代表鄭副總的說明。 
44 有關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財產總額增加的情形請參考下面表： 

設立登記日期/ 
變更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單位：元） 比上次登記增加百分比 

民 90 年 12月 12日 50,000,000  
民 91 年 5月 15日 149,904,407 199.81% 
民 92 年 1月 10日 320,130,755 113.56% 
民 92 年 8月 20日 320,130,75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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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該財團法人的活動所需要的經費看來，其每年的活動總費用大約花費在

800萬元左右。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的財產總額既然如此快速的增加，

但觀察其增加財產總額之後，孳息應該也會相對增加。究竟這些孳息是否運用在財

團法人的設立目的的運作中呢？還是每年成為財產總額的部分，值得進一步瞭解。45 

否則，外界可能會質疑，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的設立跟大企業家作

為規避稅務的工具有關。關於此一部份國科會可能要基於業務主管機關的權責，依

據民法第 32條規定，定期檢查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念基金會的財產狀況及其有

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律之規定。 

三、國科會監督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時，應注意事項 

（一）設立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目的 

立法院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6月 19日訂定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

條例。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是在 2003 年 5月 8日完成設立登記。在法院的登

記書上，說明此一財團法人成立之目的在於：「為因應國家未來科技研究需求，建立

良好研究環境，有效利用共同實驗研究設備，推動尖端科技研究，以提昇科技研究

及應用水準，培育優秀人才為目的。」。（此為條例第一條的條文）。 

                                                                                                                                                  
民 93 年 1月 10日 321,660,649 0.48% 
民 93 年 7月 26日 321,660,649 0.00% 
民 94 年 3月 9日 574,823,303 78.70% 

 
45 本研究計畫第五次專家學者諮詢會議（2006 年 2月 21日下午），會議中陳惠馨教授提到：
「⋯⋯我另外還有個問題，我把你們一年下來推動講座或是論文獎的費用，大概發出去的獎

金大約 800萬左右吧，剛剛有提到基金會的工作人員都是不支薪的，創辦人也可能用他的公

司來經營，但是如果這樣看起來，以今年 2005 年來說，孳息包括現今的孳息跟股利加起來

大概 2800多萬左右，所以好像是在貴基金會每一年支出的費用，當然你們可能還有其他的

支出，比如補助研討會，⋯⋯」，王孝一執行長回答：「⋯⋯沒錯，很好，這個的確我剛剛也

是有點到，初期的話，我們是在這個範圍內來做獎勵，當然結餘會多，我們這些結餘就累積

到基金裡面去，因為妳不累積基金的話，就達不到 70％的標準，就要課稅，⋯⋯」，陳惠馨
教授提到：「⋯⋯因為你們可以算是一個累積基金速度非常快的基金會，因為 90 年 12月是
5000萬，現在是 95 年 2月已經累積到 5億多，我想這個金額會一直走下去，但是如果從基

金會當時成立的目標，這中間好像有一點點落差，這個落差就是說，五千萬的時候，當然可

能是作這個⋯，5000萬，大概（利息）一年是 100萬，現在（基金）是五億嘛，（孳息）就

有 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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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計畫於 2006 年 4月 7日訪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時（以下簡稱

研究院），可以瞭解，政府當時成立此一研究院的目的是希望國科會下負責科技研究

的單位可以在人事、會計、採購（公共工程採購）等制度上鬆綁。當時想到的是成

立一個法人，不過由於 2002 年當時台灣對於公法人的概念尚未有一致的看法，行

政法人的概念也尚在萌芽中，因此，就借用民法的財團法人制度來成立財團法人。 

根據本研究計畫於 2006 年 4月 7日訪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時，可以知

道 2003 年（民國 92 年度）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成立時，計畫將國科會下面 8

個單位納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組織內。不過，剛開始似乎僅有 6個單位進

入法人化的程序46。 

陳院長說明，會發生這樣的情形是因為，進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 6個

單位，沒有真正的具有公務員身份的工作人員，也因此這些單位要轉化為法人的組

織時，比較簡單。那個時候那六個單位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用約聘的方式聘任的，

因此，沒有公務員身份。至於國科會的另外 2個單位，因為成立的比較久，那因為

歷史背景的關係，單位中有很多具有公務員身分的工作人員，一旦將他們的單位納

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他們的公務員身分受到影響。也因此需要更長的時間

處理。這兩個單位後來在 94 年 2月才加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目前研究院定了自己的人事制度，為了管理也建立行政制度。現在跟過去在國

科會下的不同在於「薪水有很大的彈性空間」，所謂的彈性是可以因為工作的成果與

能力給個別員工薪水加或減到 42.5％。而且也可以是加成效果也可以是負成的效果

（減薪），不過最後有一個總量的管制也就是不能超過研究院預定的人事的成長率

                                                 
46 根據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陳院長在 2006 年 4月 7日的會議發言，到 2007 年（民國 96
年），研究院成立之後 5 年的規劃，研究院應該有 9個單位，其中有 5個在新竹，4個在台北。

而 4個中有一個，也不算真正在我們單位，這個單位叫做防災中心。究竟何謂這個單位不真

正在研究院中，陳院長在 4月 7日的會議中提到：「防災中心，其實是屬於行政院的災害防制

委員會下面的，可是因為他這個災害防治委員會，因為是沒有法源，沒有經過立法院，所以

沒有辦法自己編列預算。因此這個災害防治中心，在行政院下面是要透過國科會從科技預算

裡面編列，目前科技預算是透過國研院，編列，既然是透過研究院編列，它的績效評估、年

度的經營策略、還有未來的預算編列、審查的這些程序，應該跟著研究院走，因此研究院請

他們中心主任出席研究院的主管會報。」 



 

 68

47。 

至於在採購方面，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也訂定了財團法人的採購辦法，一

方面沿襲過去政府的採購辦法的精神，但是卻有些採購辦法的彈性，因此可以說，

目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在人事與採購方面，都有一些自主的彈性，同時，財

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也在一定的授權下給予一定的額度，授權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研究院各單位的中心主任自己去核定他們人事與採購的制度。整體來說，我們可以

看到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成立後，要面對兩個挑戰。一個是從國科會一個公家

單位調整為法人制度。另一個挑戰則是一方面要整合過去分別獨立的研究單位，，

另一方面又要讓各個研究單位在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下，有一定的自主空間，

可以延續著過去研究的行政與其他制度，繼續發展。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發現研究院在經費上也開始面臨所謂自籌款的壓力。根

據 4月 7日的訪談會議，研究院的代表提到他們在預算以及會計層面上基本上都受

到國科會的監督。目前在預算上，第 1 年的時候（2003 年），98％是公務預算，2

％是自籌款，2004 年的時候，則 97％是公務預算，3％是自籌款，到了 2005 年，

91％是公務預算，9％是自籌款48。他們預估今年（2006 年）希望能夠達到 87-88

％的公務預算，其他為自籌款。研究院目前定的目標是希望 2007 年年度時，公務

預算為 85％，自籌款為 15％。未來就籌這樣的比例平衡發展49。 

（二）國科會跟國科會各室處如何協調彼此跟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關係 

                                                 
47 42.5％的數據其實是在國科會時代所謂的「關鍵性」的員額。「關鍵性」名詞，在過去例如

在太空中心，要用關鍵性的引子，才能找到國際上這種人才到科技單位來工作。透過「關鍵

性」的這種名義，去給這些專業人員那些額外的薪資，否則，太空計畫的專業的人才無法找

到。這是突破以前政府公務體系的薪資的作法。目前研究院已經法人化了，在人事與薪資上

自然就可以有較大的自主性。透過建立一個比較正常的制度面，來進行人才的尋找邀請參與

研究工作。以上的資料主要從本研究計畫於 2006 年 4月 7日訪談研究院時，陳院長的談話
中瞭解到的。 

48 根據會訪談，本研究計畫發現，目前研究院的預算，尤其是政府編列的公務預算主要是在科

技預算下面編列。 
49 研究院的陳院長提到經濟部所成立的財團法人工研院，今年已經進入第 31 年，他們的預算

目前的平衡點是在 55％、45％之間，也就是政府公務預算 55％，自籌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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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實驗研究院成立的目的看來，當時政府之所以將國科會下的研究中心整

合成為一個財團法人，主要因為國家想要在人事、會計、採購（公共工程採購）等

制度上對於這些研究單位加以鬆綁。但是，本研究計畫在進行過程中，發現目前國

科會跟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室之間的關係正處於一個有點尷尬的關係。也就是在

研究院法人化之後，國科會的相關業務單位包括綜合業務處、企畫處與會計單位突

然間成為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監督機構。他們彼此之間從原來一個平行的單

位關係，也就是本來同樣是國科會下的單位，不過一方是業務單位，一方是研究單

位，現在變成一個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 

也因此，本研究計畫於 2006 年 4月 7日上午前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進

行訪談時，從與會者的說明中可以看到國科會與財團法人研究院之間需要有更多的

協調與互動。研究院出席會議者提到，早期研究院成立時，研究院跟國科會企畫處

之間有定期的會議，但是目前這樣的會議已不再舉行。許多研究院跟國科會監督單

位的業務上的協調工作，無法透過協調會議互相溝通，目前往往必須公文來往造成

溝通協調上的困難。 

另外，從本研究計畫於 2005 年 7月 22日與 2006 年 4月 7日分別跟研究院及

其他國科會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的對話，發現目前國科會對於其所監督的財團法

人，基本上，從國科會內部業務單位的工作來分工。國科會對於財團法人的監督，

基本上可以分析為四個面向。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為例。其在業務面向主要

由國科會企畫處負責監督。而在人事面向可能受到國科會人事單位的監督，會計面

與預算面向則受到國科會會計單位的監督。另外，作為一個財團法人，又受到國科

會綜合規劃處根據民法加以監督50。甚至在登記事項上還要受到住所所在地法院的

監督。這樣的監督體系使得本來政府希望簡化研究中心的行政負擔卻可能有不同的

效果。 
                                                 
50 國科會綜合業務處的黃玉蘭科長於 2006 年 4月 7日的訪談會議中提到，從國科會的分工來

說，是國研院跟國科會企畫處之間，比較是像業務跟主管，尤其是業務、實務上的關係。綜

合處業務的角色比較是站在民法上的監督跟管理的角色。從綜合業務處的角度看他們比較想

要瞭解的是根據民法，他們在監督跟管理的運作上有沒有什麼問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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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預算分為公務預算與自籌預算部分，因

此造成研究院內部可能需要兩套預算系統，一個是接受國科會會計室、企畫處監督

的公務預算，一個是自籌款部分，因為他是財團法人可能會受到依民法監督財團法

人的綜合規劃處的監督51。根據研究院會計單位的人在會議中提到 

研究院的經費，只要是來自於政府，有結餘的部分，全部都要繳回，另外，在

補助款部分，如果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在這個年度沒有使用完，同時沒有合理

的原因可以產生保留的話，也一律都要繳回。 

我們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目前透過立法將國科會的研究中心，整合並轉換成為財

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其實還有太多的制度面的問題需要解決。除了上面所說的

部分外，另外，還包括未來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歸屬問題，自籌款

跟公務預算款間的流通問題。這些問題如果沒有透過溝通，將它制度化，那麼當初

國科會將研究單位成為獨立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目的可能難以達成。 

目前，國科會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之間可以是在所謂的磨合期，也就是

說，國科會的業務單位在監督研究院時，可能覺得他們已經放寬許多規定，給予研

究院一定的彈性了。可是，對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而言，這些彈性在實際落

實的時候，沒有發揮功能。因此，本研究計畫建議為未來國科會內部的監督單位之

間彼此應該有一個協調與默契設計一套機制，可以跟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之間

有更多的對話與討論。以便調整彼此之間的關係。 

在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角度來說，由於他同樣面對的是國科會的監督，

國科會內部自己的在監督事務上的分工可能是清楚的，但是，對於財團法人國家實

驗研究院來說，他們很難分辨出國科會不同的單位的監督，何時是基於預算的監督，

                                                 
51 在這裡需要說明的是，由於政府對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補助金額都滿大的，例如像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機中心、還有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他們公共工程的建設，那這個都是好

幾億的，那通常這樣一個經費，不只是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本身要加以注意監督、國科

會也分幾個部門對之加以關心，同時立法院也非常關心。由此我們看到，每次這些個重大的

這些採購案，有非常多的單位加以注意監督。這中間能夠彈性的部分在哪裡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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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是基於民法的監督，何時又屬於業務監督。關於這個部分是需要未來作更多溝

通與釐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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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法研究——以德國財團法人制度為主並兼論日本

與中國有關財團法人制度之發展情形說明 

壹、德國財團法人的制度與現況 

一、德國財團法人制度的現況 

在德國財團法人的制度已經存在約有 1000多年了。在 1980 年代德國每年成立

的財團法人平均約在 150個左右。德國有關財團法人的制度的規定，主要規範在德

國民法以及德國各邦的財團法人法。由於德國民法僅用 9個條文規範財團法人，因

此對於財團法人的主要規範是在各邦的財團法人法。2002 年 9月 1日德國民法對

於有關財團法人的相關規定（包括民法第 80條～第 88條德國的規定，民法第 89

條並未修改）作了修正。隨後，德國各邦的財團法人法，也逐漸的修改。另外，2000

年 3月德國政府也透過立法，在稅法上給予人民相當的優惠52。 

上述德國有關財團法人的修法，對於德國財團法人制度的影響顯然很大。根據

「德國財團聯邦聯合會」（Bundesverband Deutscher Stiftung）的報導，在 2005

年德國共有 880個民法上的財團法人成立。這比 2004 年增加了 3%。到 2005 年年

底，德國全國總計共有 13,490個民法上的財團法人53。 

從統計資料顯示，德國自 2000到 2005 年間共成立了 4,800個民法上的財團法

人，約佔目前德國財團法人總數的三分之一。「德國財團聯邦聯合會」的執行長 Dr. 

Hans Fleisch認為這種現象顯示市民的參與社會以及社會對於市民參與社會這件事

情的肯定。他同時認為，會有現在這種現象顯然跟近年來德國有關財團法人的法律

                                                 
52 該法律稱為「對於財團給予更多稅法優惠法」，參考 Monika Griefahn 於 2002 年 2月 21日
的演講稿。網路資料：http://www.monika-griefahn.de/（上網日期：2006 年 4月 21日）。 

53 請參考「德國財團聯邦聯合會（Bundesverband Deutscher Stiftungen）網站。網址：
http://www.stiftungen.org/（上網日期：2006 年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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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更有關54。下面將討論德國財團法人制度及其變革。 

二、德國財團法人的種類55 

我國法律界一般將德文中的「Stiftung」一詞翻譯為中文之「財團」或「財團法

人」。但是，實際上，德文中之「Stiftung」，從嚴格意義而言，並不當然等於我國民

法上「財團法人」的概念，在德國的法律體制中，「Stiftung」一詞並不當然就是民

法上的法人，他還包括無權利能力之 Stiftung，甚至他們的財團也有公法上的財團

56。一般而言，德國的學說見解會將具有法人身份的財團稱為自主性的財團法人

（Selbstaendige Stiftung），將沒有法人身份的財團稱之為非自主性的財團

（Unselbstaendige Stiftung）57。另外一個重要分類是公法上的財團與私法上的財

團58。2002 年德國民法（第 80條至第 88條）有關財團規定的修改，基本上並沒有

影響有關財團分類的看法。下面將簡單將德國財團的種類加以說明。 

（一）依據法律的性質區分——公法財團與私法財團59 

從德國民法第 89條的規定，可以看出德國財團可以區分為公法上的財團與私

法上的財團。不過，在德國民法中有關財團規定的 10條條文中，僅在第 89條第 1

項規定中提到，德國民法第 32條有關國庫之規定也適用於公法上的社團、財團以

及營造物60。德國民法對於公法財團與私法財團並沒有進一步的規定。而令人訝異

                                                 
54 請參考「德國財團聯邦聯合會」2006 年 2月 23日的新聞稿，請見第 71頁註 53網站。 
55 本文有關德國財團法人制度的說明主要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

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中，顏厥安教授所負責撰寫的德國財團

法人制度，第 193-217頁。不過由於 2000 年以來德國財團法人制度有所變革，因此本文也

將針對此一部份加以補充。 
56 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院研

究考核委員會，第 193-194頁。 
57 有關財團一詞在德國的分類可參考：Hagen Hof, Maren Hartmann and Andreas Richter 

(2004). Stiftungen –Errichtung‧Gestaltung‧Geschaeftstaetigkeit. München: dtv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pp 9-15.  

58 參考 Bernd Andrick & Joachim Suerbaum (2001). Stiftung und Aufsicht: Dogmatik - 
Stiftungspraxis - Reformbestrebungen. Verlag C. H. Beck Muenchen，pp. 21-45.  

59 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院研

究考核委員會，第 197頁（由顏厥安教授撰寫）。 
60 參考德國民法第 89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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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德國學界以及其他方面的立法，到目前並沒有全國一致性的對於公法上的財團

與私法上的財團加以區分的標準。德國民法第 80條至第 88條關於財團的規定主要

是以私法上的財團為主。不過，德國某些邦的「財團法人法」則嘗試對於公法上的

財團法人加以定義。例如︰黑森邦（Hessen）的財團法人法第 2條對於公法上的財

團法人加以定義61。 

（二）依其獨立性區分——法人財團與非法人財團 

依德國民法規定，德國之財團並不一定都具有法人資格。不具有法人資格的財

團可稱之為非自主財團（Unselbstaendige Stiftung）。具有法人資格的財團法人則

稱為自主性的財團法人（Selbstaendige Stiftung）。 

區別具法人資格的財團法人與不具法人資格的財團財團之實益主要在於前者為

具有獨立法人格的權利實體，可以獨立於交易中負擔權利與義務，且具有訴訟當事

人能力。因此有一些法律規定原則上僅適用於具有法人資格的財團。例如德國民法

第 80條以下關於財團法人的規定就只適用於具有法人資格之團體62。 

（三）依其目的區分——公益（公共性）財團與私益財團 

德國的財團法人也不一定是公益性團體，德國的財團依其目的可以區分為公益

性財團以及私益性財團（öffentliche Stiftung、Private Stiftung）。在 2000 年 3月 25

日巴伐利亞財團法第 1條第 3項的規定，所謂公益財團是指不專為私益目的服務的

民法財團法人，或公法財團法人。而所謂公益性目的是指，為宗教、科學、研究、

文化、教學、教育、藝術、古蹟維護、鄉土維護、運動、自然生存環境的維護、社

                                                 
61 德國黑森邦（Hessen）在 2002 年 11月 26日配合德國民法在 2002 年 7月的修正所做的修
改的「財團法人法」（Hessisches Stiftungsgesetz）第二條定義公法上的財團法人為僅是在
執行或主要目的是在執行公法上的事務的財團且跟邦或地區的公法上的社團或營造物有一定

的組織上的關係者。根據該法第 2條第 3項規定基本上，德國民法第 80條至第 88條的規定
均適用公法上的財團法人，但民法第 82條第 2 句以及第 86條第 1 句及第 23條之規定除外。 

62 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院研

究考核委員會，第 199頁（由顏厥安教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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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任務或其他有助於社會公益的目的63。 

所謂私益的財團，例如在德國經常有家族財團（Familienstiftung），這些家族財

團在德國法上，基本上被定位為私益財團。由於德國法制上並不認為所有的財團都

是公益性財團，所以，對於財團租稅優惠是採用實質審查，並非所有的財團都可以

享受到租稅減免，必須是公益財團解符合德國租稅通則有關公益目的的規定64。 

（四）依其國家組織之歸屬區分——教會財團與世俗財團 

對於教會財團、世俗財團的分類，主要基於教會本身在德國歷史上的獨特性地

位。教會財團可以是公法或是私法財團，可以是具有法人資格之財團或不具法人資

格的財團。德國民法於 2002 年修改民法時，特別在第 80條第 3項強調邦的財團法

人法有關教會財團的規定不受這次修法的影響。 

以上簡單說明德國財團法人的種類。另外，德國在有關財團與其他組織形式的

組合方面也有一些跟台灣民法中的財團不同之處。在法律形式上，有一些民間團體

雖然帶著財團的名稱，但是其法律上的性質卻根本不是財團。在德國學說中稱之為

「財團替代形式」（Stiftungsersatzformen）。較為常見的財團替代形式有社團

（Verein）、合作社（Genossenschaft）、有限公司（GmbH）以及股份有限公司（AG）。

另外，例如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於 2005 年 8月前往德國訪問的 Friederische- Ebert- 

Stiftung時，發現該組織雖然名為財團（Stiftung）其實真正的組織型態卻是社團

（Verein）65。 

三、德國民法於 2002 年有關財團制度修正的重點 

（一）民法第 80條的修正重點由「許可主義」（Genehmigung） 

改為「認可主義」（Anerkennung） 

                                                 
63 本條規定已經在 2000 年略作修改。其中增加了自然、生存環境的維護、社會任務等字。 
64 參考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1995 年），《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臺北市：行政院研

究考核委員會，顏厥安教授撰寫的第 200頁。 
65 參考本計畫中的「附件一、本研究計畫主持人至德國訪談報告書」（本報告第 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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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修正的德國民法第 80條規定最重要的在於將財團法人的許可主義改為

認可主義。在民法第 80條第 1項規定說明一個有權利能力的財團法人的成立，除

了要有捐助行為外，最重要的是要由財團住所地所在的邦的主管官署的認可。 

這個規定跟修正前最大的不同就是將主管機關的「許可」（Genehmigung）改

為「認可」（Anerkennung）。 

在民法第 80條第 2項對於何時應該給予財團認可，其規定只要財團的捐助行

為滿足民法第 80條第 1項的規定要求（81 Abs.1），且財團的目的有長期性與持續

性可以確定，而且財團的目的並不違反公共利益（Gemeinwohl）。 

民法第 80條第 3項規定這次的修法不影響德國各邦有關教會財團的規定，這

並適用於依據各邦法律跟教會財團具有同等地位之財團。 

（二）民法第 81條的修正：在民法第 81條第 1項明白規定如果有生存的人捐助成

立的財團，其財團的章程應該包括的規則 

德國民法第一項規定財團的章程（Satzung）應該包括下列記載： 

1 財團的名稱。 

2 財團的住所（der Sitz der Stiftung）。 

3 財團的目的（Zweck）。 

4 財團的財產。 

5 財團董事的組成。 

（三）民法第 82條的修正重點在於有關財團法人捐助人財產轉移的義務時間點規

定 

德國民法第 82條原來規定捐助人移轉財產於財團的時間為在財團設立被許可

時。現在則改規定捐助人財產移轉時間為財團被認可為有權利能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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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法第 83條的修正重點在於關於以遺囑設立財團的問題 

民法第 83條的規定跟原來的規定有重大改變，第一個改變在於規定以遺囑捐

助成立財團法人之時，如果繼承人或遺囑執行人沒有申請時，由遺產法院通知負責

認可的主管機關。如果遺囑的捐助行為不能滿足民法第 81條第 1項的要求時，由

負責認可的主管機關，在認可前訂定一個章程或將原來的章程加以補充66。但主管

機關在做訂定章程或補充章程的內容時應該尊重捐助人的意志（Will der Stifter）。 

（五）民法第 84條的修正重點在於關於遺囑捐助時的捐助時間的改變 

根據德國民法第 84條的規定，如果財團在捐助人死亡之後才被認可，則捐助

人的捐助行為視為在他死亡之前就已經發生。 

（六）民法第 85條的修正重點在於將財團章程的法律加以修改 

根據新修改的民法第 85條的規定，財團的章程主要根據聯邦法、邦法以及財

團的捐助行為來確定67。 

（七）民法第 86條的修正重點在強調哪些民法社團相關規範在財團的適用 

德國民法第 86條規定民法第 23、26、27條、第 28～31條、第 42條有關社

團的規定適用於財團68。 

（八）民法第 87條的修正重點在於關於主管機關對於財團的目的作改變時應注意

事項 

德國民法第 87條第 2項新規定，當主管機關對於財團的目的作改變時，應注

意捐助人的意志，尤其要注意財團財產的受益人應該符合捐助人所想要給予的那些

人。 

                                                 
66 參考德國民法第 83條規定。 
67 過去的民法第 85條規定是由帝國法與邦法、捐助行為。 
68 在德國民法的舊規定中，並沒有規定要適用民法第 2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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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法第 88條的修正重點在於關於財團消滅時財產的歸屬問題的改變 

德國民法第 88條原來規定財團要消滅時，財產的歸屬主要根據財團章程的規

範，並規定德國民法第 46條至第 53條在這種情形下的適用。 

目前德國民法第 88條則改變規定為，如果章程沒有規範財團財產的歸屬，則

由財團主所地所在邦的國庫取得，或者根據邦的法律規定其他應該取得財產之人。

德國民法第 46條到第 53條仍有其適用。 

四、德國各邦有關財團法人——以柏林邦 2003 年 7月 22日的柏林財團法人為例 

德國於 2002 年民法第 80條至第 88條關於財團的規定修正以後，德國各邦幾

乎都對財團法人法進行修改，例如柏林邦在 2003 年 7月 3日，做出財團法人法的

修改，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也在 2003 年 12月 16日修改財團法

人法。布蘭登堡邦（Brandenburg）也在 2004 年 4月 20日修改財團法人法。漢堡

邦（Hamburg）在 2005 年 12月 14日修改財團法人法。下撒克森邦

（Niedersäschsisches Stiftungsgesetz）則在 2003 年 11月 23日修改財團法人法。

北萊茵威斯特法利邦（das Land Nordrhein-Westfalen）則於 2005 年 2月 15日修

改。什列斯威‧好斯敦邦（Schleswig-Holstein）於 2005 年 10月 12日修改民法中

有權利能力之財團法。 

下面將針對柏林邦的財團法人法加以翻譯如下69： 

柏 林 邦 財 團 法 人 法 
第 1條 本法所稱財團，係指具有權利能力、民法上的財團，並且財團住所在柏

林。 

第 2條 依據民法第 80條，有關認可財團成立的行為，要透過柏林司法部的審

議行政部門，此單位也是本法所謂財團監督機構，並依民法第 87條做
出民法規定的相關決定。財團的成立或撤銷，由監督機關在柏林邦公報

上公布。公布內容需包括財團成立的目的。 

                                                 
69 柏林邦財團法人法財團法人法最初的訂定時間是在 1960 年，歷經好幾次修改。 
在 1997 年 11月 12日曾經修改過，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 2003 年 7月 1日，共有 14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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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 財團的財產必須保存在存在範圍內，不可減少，財團的法律行為或財團

的章程可以給予例外的規定（也就是捐助者可以透過財團的法律行為，

對財團的財產處理方式，給予例外的規定）。 

第 4條 如果一個財團的章程在董事會之外，還訂定有財團的其他組織，必須對
這些其他組織的組成、任務目的、權限加以規定。 

如果財團的組織少了一定成員，並且是財團依法或依據章程內容在執行

財團的任務時所必備的，則監督機關可在補足之前，任命其他成員做替

代。受到任命的替代成員，不受財團章程內的成員數量的限制。 

監督機關可以將替代的成員在任命時、或事後，給予適當的報酬的同

意。此項報酬與財團財產或所處理事務之意義相符合時，則此項報酬可

以隨時向未來修正或取消。 

第 5條 依據章程而成立的財團法人組織，可以針對章程修改、財團的撤銷、與

其他財團合併事項，做出決議。但決議時，應特別加以注意捐助者的捐

助行為或是在章程中所明白表達的意思。此決議必須有監督主管機關同

意。 

只能在基本情況改變時，才能做出撤銷財團、財團與其他財團的合併或

是修改財團目的這三種決議。但是章程或捐助者的捐助行為有其他規

定，則不在此限。 

財團與其他財團結合並整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財團時。主管監督機

關同意之後，新的財團法人取得新的權利能力，原先財團的財產或債務

則成為新財團的財產或債務。 

第 6條 財團被撤除後，財團的財產處理方式，如果捐助者的捐助行為、章程或

是撤銷決議中沒有做決定時，則由柏林邦取得。 

第 7條 財團受柏林國家監督 

國家依法行政加以監督財團，由監督機關負責。 

第 8條 財團的代表和組織的成員，在每次財團組織要舉行聚會時，並就組織內

部的分工項目，有義務向監督機關報告。並且要把財團的住所、代表財

團的成員住所通知監督機關。 

財團的年度報告，內容包括財團目的的履行、財團收支預算表、財團財

產總表，或是依據第二項所列項目之報告，在年度決議 4個月內呈報監
督機關。如果檢查報告透過經濟檢查員檢查後，則可以在 8個月內提
出。年度報告書必須符合監督機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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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財團透過公共行政官署、監督團體、公共任命的經濟檢查員，或是

被承認的經濟檢查公司來做檢查，財團的年度報告、財產狀況報告書或

是檢查報告，可以由檢查報告加以取代。監督機關可以依據第一項規定

來檢查財團，檢查的授權範圍，是以財團的財產保持狀況、財物金錢使

用方式是否符合財團的成立目的和章程規定為範圍。檢查結果必須由檢

查者加以附記說明。有附記說明時，監督機關則不需再度檢查。 

如果財團沒有依據上述第二項規定被檢查時，則監督機關可以針對財團

財產的維持狀況、財物金錢是否依據章程使用，在監督機關認為必要的

範圍內加以檢查。此項檢查是與年度報告分開的。 

第 9條 在監督機關要求提供如何履行義務的資料、提供法律行為、儲蓄狀況、

證件或其他文件要求時，財團的組織成員有義務提供給監督機關。監督

機關也可以要求財團的年度報告加以修正或補充。以上相關資料及文件

的提供，都必須依照第 8條第 2項第依款的規定來提出。 

財團的決議或是其他措施違背法律或章程時，監督機關可要求財團對此

決議或措施加以修正。並且要求在一段時間內廢止此決議或措施，或是

要求回復決議前之原狀。被監督機關認為不宜的措施，財團則不可繼續

執行。 

如果財團沒有執行法律或是章程所要求的措施，監督機關則可以命令財

團在一段時間內必須執行。 

監督機關可以因為重要的理由，對財團的成員給予撤職。 

第 10條 關於家庭財團 

所謂家庭財團，是依照財團捐助行為或財團章程做辨別，財團的成立主

要是謀求一個家庭內一個成員或多個成員的福利而設置。一個財團在一

定的時間內必須實行其他目標時，必須在這段時間內，對這些一個或是

多個家庭成員給予福利。這種財團即是家庭財團。國家依據第 7條對於
家庭財團的監督，主要是對於財團組織的開會、財團組織內部的工作分

工，監督機關應注意到章程內的監督組織，這監督組織主要功用是監督

財團的行政、檢查財團財產的維持、財團的金錢或財物是否依照章程規

定使用，並且可依據第九條對於財團的事務執行組織做檢查。 

有關財團的章程修改、財團的撤銷、家庭財團與其他財團合併的決議，

必須由董事會做決議。如果財團的法律行為或章程沒有其他規定時，在

決議被同意之前，必須聽取所知家庭成員的意見，此處所謂家庭成員，

如果章程或是財團法律行為沒有加以規定的時候，是指和捐贈人有直接

血親關係的人。如果監督機關認為不需要此種聽證，或是此決議是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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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所寫的家庭會議所決定的，就不需要。 

第 11條 監督機關應製作財團的清單列表，清單列表應包括每一個財團的名稱、

成立目的、住所。監督機關依據適當的格式，任何人均可察看財團法人

的清單列表。 

第二項：監督機依據財團的申請書面所提出他們根據章程規定，何位是

第 8條第 1項第 1號的財團組織代表人，也就是所謂的代表證明。如果
第三人有依法的意義並令人相信時，可以給予第三人。代表證明，是指

例如一個人要買賣財團的財產、證券或不動產，誰是可以去進行交易或

是不動產買賣的人，必須要有個證明。任何人與這種人做交易時，必須

要求這位財團代表提出這樣的證明。而一個財團要有這樣的證明，必須

依照第 12條第 2項的規定，向財團的監督機關申請，監督機關則是依
據財團所提出的申請來給予證明。 

第 12條 財團的章程如果未根據法律的規定時，則可以修改章程。如果財團沒有

章程，則交由權責組織做決議。依據第 12條第 1款、第 2款規定，章
程必須取得監督機關的同意。在過渡時期則依下列規定處理： 

1. 只要有效的章程未對組織的組成加以規定，則由監督機關任命組織所
需的成員。 

2. 只要在 1997 年 12月 11日，取得同意的家庭財團章程，沒有依照第
10條第 2項第 2 句規定財團內部組織時，監督機關依據第 10條第 2
項第 1 句的規定，在必要時以重要理由來解除組織成員。 

3. 一個在 1997 年 12月 11日被同意的家庭財團，依照章程所規定，必
須給予主管機關做年度報告表時，第 10條第 1項第 2項第 1 句則不

適用。 

第 13條 對一個財團的法律性質、形式有疑慮時，尤其是有關民法上有權利能力

的財團，則有監督機關作決定。 

第 14條 修改生效日期 

本法是從 1960 年 4月 1日開始生效。（1960 年生效的法律，後來歷經

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是 2003 年 7月 22日） 

以上是柏林邦有關財團法人的規定，這可以算是比較簡單的規定，德東地區的

柏林邦的 2004 年 4月 20日的財團法人法也只有 16條，與柏林邦的財團法人法比

較不一樣的地方，在第 2條第 3條對於不同的財團法人作規定，比如有所謂教堂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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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家庭財團法人、區域性的財團法人的規定，而其他的規定則是大同小異，

例如關於邦裡面有多少財團，也是加以規定要整理財團的清單列表，這也是德國各

邦的財團法人法都有的規定。 

貳、日本財團法人的現況 

有關日本財團法人的情形可以從國內公法學者劉宗德教授於 2004 年 5月撰寫

之〈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分析〉文章中瞭解70。劉宗德

教授的文章，其所討論日本公益法人發展的資料主要參考日本總理府於 1998 年所

做《平成 10 年度公益法人に関する年次報告》資料。而日本在 2004 年 8月 4日（平

成 16 年）總務省在其政府電子公報有更新的資料，本報告在此部分將作更新71。從

日本政府所做的報告書，可以發現目前日本將財團法人制度納入公益法人的概念

下。在做相關調查時，往往將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一起進行瞭解與分析。下面有關

日本財團法人的討論均從日本政府所做相關研究中，分析說明72。 

一、日本有關財團法人制度的法規範 

台灣跟日本同時是繼受歐陸法律制度的國家，兩國的法律制度都受到德國民法

的影響，也因此，有關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法規範，主要都在民法中加以規定。 

                                                 
70 參考劉宗德（2004 年 5月），〈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分析〉，法治

斌教授紀念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2004 年），《法治與現代行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

集》，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公益信託法治斌教授學術基金，第 381-413頁。 
71 關於本報告日本資料的更新與取得主要請本研究計畫工讀生，政治大學博士班學生同時也是

日本北海道大學法學院攻讀博士學位的的李玉璽同學協助尋找並翻譯。參考網頁為

http://www.soumu.go.jp/menu_05/pdf/koueki/05hon_2.pdf（2006 年 3月上網）。 
72 其他參考資料請參考下面網站：1財團法人公益法人協會（理事長是日本資深銀行家太田達

男）網址：http://www.kohokyo.or.jp/index.html，其內載有公益法人制度改革的各種意見以及

新聞資料；2日本公益法人會計基準，網址：
http://www.kohokyo.or.jp/jaco/intro/index01.html；3日本總務省 2005 年公益法人白皮書，

網址：http://www.soumu.go.jp/menu_05/hakusyo/koueki/2005_honbun.html；4日本民間學
術團體針對法人稅改革問題提出的建議書

(2005/5/9)http://www.k2.dion.ne.jp/~deguchim/iken5.html；5太田達男所寫關於修改日本民
法第 34條的小冊子，網址：
http://www.bookpark.ne.jp/cm/pudding.asp?review=off&content_id=SPFV00044&refno=SP
FV-。（上網日期：2006 年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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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如果仔細分析比較目前台灣民法總則編有關財團的規定與日本民法總則

編財團的規定，可以發現兩者的規範內容有所差別。 

例如日本民法第 34條規定：「有關祭祀、宗教、慈善、學術、技藝及其他公益

之社團及財團，非以營利為目的者，經主管機關許可，得成為法人」。另外日本在民

法第 35條規定：「以營利為目的之社團，得依商事公司設立之條件，成為法人」。

由此可知日本民法在法人制度之設計上，除依商事公司設立條件成立之營利社團法

人外，從民法規範上明白的將社團與財團並列為，同樣可以是以非營利為其目的者

的公益法人。因此劉宗德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到：「換言之，以上開第 34條規定為依

據，與祭祀、宗教、慈善、學術、技藝及其他公益有關，非以營利為目的，而以積

極實現不特定多數人之利益為其設置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設立並受其指導監督

之社團及財團，一般通稱其為公益法人。」73 

2006 年（日平成 18 年）3月 10日日本在國會上提出「公益社団法人及び公

益財団法人の認定等に関する法律案」這個草案希望針對日本民法有關財團法人與

社團法人制度加以修改。但是目前此一草案還在審查中，報告將不對此一草案加以

說明討論74。 

二、目前財團法人的監督執行現況 

（一）主管機關 

從日本民法第 61條第 1項之規定，可以瞭解其公益法人的主管機關，依其目

                                                 
73 依日本民法第33條之規定，在日本尚有其他依個別法律之規定，並經經主管機關認可後設立

之公益法人及中間法人。關於日本法人之種類，參考劉宗德（2004年5月），〈日本公益法人、
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分析〉，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輯，《法治與現
代行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台北市：公益信託法治斌教授學術基金，第381-413
頁。不過劉教授在該文章第382-383頁中提到：「我國在觀念上傾向將公益法人侷限為財團法人

之情形」的說法，並認為這是參照文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行

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1995年）一書第173頁的看法，可能有誤解。台灣在法規範面上可能存
在公益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但是目前政府，在實際運作層面上，傾向於將財團法人認為具有

公益性，對於社團法人則有差別對待的現象。 
74 關於此一草案的修正資料請參考下面網站：2006 年 4月 15上網

http://www.shugiin.go.jp/itdb_gian.nsf/html/gian/keika/1DA014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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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之不同，而有不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外，法人可能因為其事業範圍是

否跨越二個以上之地方行政區域，分別受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之管轄，因

此，分別稱之為全國性公益法人或地方性公益法人。 

而從由日本政府各相關部門管轄觀點看，政府部門可分成「國家」與「都道府

縣」（地方）兩個層級。而在國家層級部分，又可分成兩個部分： 

1. 各部會本部包括一府（內閣府）還有十省，還有內閣府的外局（周邊單位） 

2. 地方支部局。 

另外，在地方層級，可以分為︰ 

1. 都道府縣知事(縣長)。 

2. 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75。 

另外，要注意的是，依照日本的體制，有些法人因為特殊狀況，因此同時有可

能由國家層級與地方層級的單位所「共管」。因此，從統計數字上看來，日本全部的

財團法人數全體 26,332團體，但是如果扣掉所謂地方與國家層級共管的數字重複

部分，實際上日本公益法人的數字為 25,541個76。 

（二）日本目前財團法人數量 

根據日本 1998 年「平成 10 年度公益法人に関する年次報告」資料，可以發現

日本公益法人之個數，從平成元年（1989 年）到平成 10 年（1998 年）間增加 15％，

因此至 1998 年 10月 1日為止，日本公益法人之總數約為 26,275個；其中，社團

法人為 12,743個，財團法人為 13,532個77。 

                                                 
75 以上參考日本總務省的報告（網址：

http://www.soumu.go.jp/menu_05/pdf/koueki/05hon_1.pdf）第一章第三節第 17頁，關於此
一部份系李玉璽同學翻譯。上網日期：2006 年 4月。 

76 參考日本總務省報告書第一章第 17頁，見本頁註 75。 
77 參考劉宗德（2004 年 5月），〈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分析〉，法治

斌教授紀念論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輯，《法治與現代行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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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資料顯示：平成 16 年（2004 年）10月 1日日

本現在的公益法人數是25,541個。其中社團法人有12,749法人；財團法人有12,792

法人78。 

如果從數字上看，顯然過去 8 年日本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數量在減少中。為何

會有這樣的現象。根據日本總務省的報告可以看到日本在最近幾年內，解散法人的

數量逐漸在增加中，其中以平成 8 年（1996 年的人數最多），從平成 8 年到平成 16

年之間解散的財團法人數目共 241個。其中國家層級被解散的財團法人共 46個，

地方都道府院館所管的財團法人數目則在 241個。 

解散的因素包括透過「指導的解散」與因為法人的修眠狀況，而將設立許可解

消的情形另外，也有破產因素解散的情形79。 

（三）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的種類 

根據日本 2004 年總務省的報告，在日本國家層級的主管機關（也就是中央各

部會）所轄公益法人中，以厚生勞動省（衛生署外加勞委會）佔三成人數最多，以

前設立此類法人的理由是為了解決醫療問題80還有僱用問題而設立公益法人，而晚

近設立理由則是為了社會福利的增進以及高齡者問題的解決。次多的公益法人則是

文部科學省（教育部外加國科會），這是因為日本民法第 34條所訂的五種公益法人，

除了慈善以外，其他祭祀，宗教，學術，技藝，四種常常都跟文科省有關之故。 

厚生省跟文科省就佔了過半，剩下的依次是國土交通省（相當於我國的交通

部），經濟產業省（相當於我國的經濟部），農林水產省（相當於我國的農委會）81。 

                                                                                                                                                  
北市：公益信託法治斌教授學術基金，第 383頁。 

78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一章第 17頁。見第 83頁註 75。 
79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一章第 22頁。見第 83頁註 75。 
80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一章第 24頁。有可能因為過去在藥害、愛滋，石棉等
健康問題的關係，以及早期的痲瘋病人隔絕問題等。見第 83頁註 75。 

81 以小分類來看，保健醫療衛生類最多，這大多是各地方醫師公會還有藥師公會等等的地方所

管之社團法人，其次是教育類，大多是地方管的美術館、圖書館、博物館等等財團法人，第

三位則是地方所管的職業勞動類社團法人最多的是指導育成類，大多是教育訓練輔導研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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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日本法人的設立目的來區分，可以發現可以分類為下列四種： 

1. 一般生活類。 

2. 教育學術類。 

3. 政治行政類。 

4. 產業類。 

其中，有關「一般生活」者占 54.1％，「教育、學術」占 40.9％，「政治、行政」

類占 11.8％，「產業」類占 27.1％82。在這個統計數中，因為調查中要求公益法人

至少要填入小分類中的兩個主要目的，所以算出的合計數與法人總數似乎並不一致。 

（四）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的監督 

有關日本主管機關對於公益法人之指導監督，主要依據日本民法第 67條第 1

項及第 2項之規定。根據這個規定，日本財團法人監督主管機關為執行對於公益法

人事業實施狀況之監督，得要求公益法人提出與事業實施相關之報告書。 

又依據日本民法第 67條第 3項規定，主管機關亦得依職權進入檢查。近來日

本政府為謀求公益法人行政之統一推動及對於公益法人指導監督之適正化，於平成

8 年（1996 年）9月 20日經由內閣之閣議決定公布「公益法人之設立及指導監督

基準」，針對相關主管機關對於公益法人加以監督。 

目前關於對於法人的監督，可以分為下列幾種： 

                                                                                                                                                  
習等等的社團法人，其次是振興獎勵，大多跟錢有關，所以是財團法人比較多再來是調查研

究以及普及推廣類，另外還有就是地方興建設設施的營運與維持類（李玉璽註：比如市民活

動中心等）；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一章第 24頁。見第 83頁註 75。 
82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第 25頁圖表 2-1-10；此一比例跟劉宗德教授所引的

1998 年的統計資料有小小的變動。當時統計，如依其設立目的加以分類，則有關「一般生

活」者占 52.4％，「教育、學術」占 39.6％，「政治、行政」占 11.7％，「產業」占 28.2％5。
請參考劉宗德（2004 年 5月），〈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分析〉，法

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輯，《法治與現代行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

台北市：公益信託法治斌教授學術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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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法人稅法上的處理 

根據日本的制度，公益法人只要從事營利行為時，依照稅法的規定，必須要在

開始後兩個月內向稅捐機關提出申報，根據法人申報稅的統計，大概有 35.8%的公

益法人有從事營利行為83。 

2. 關於資訊公開的情形 

日本關於公益法人的資訊（情報）公開，如台灣民法一樣並無規定，但是，這

幾年日本就公益法人具有社會責任的觀點看來，開始認為公益法人有自主性的公開

其情報的必要84，所以日本政府機關目前所制定的〈指導監督基準〉規定，公益法

人應該在主要事務所備置 10項內容以備檢查，並且原則上應允許一般人公開閱覽，

此一監督基準從平成 11 年（1999 年）1月開始實施。 

另外伴隨著公益法人網路資訊化程度的提高，為了推行行政改革，平成 13 年

（2001 年）8月日本下達一個〈關於網路上公益法人的資訊公開〉，要求各公益法

人盡可能在平成 13 年中就把相關可以公示的資料上網。 

截至 2004 年（平成 16 年）10月 1日為止，公益法人的網頁設置狀況，目前

國家所主管的公益法人有 76.6%設有網頁，地方主管的公益法人有 40.2%設有網

頁。目前報告書中討論到地方主管機關有必要多加行政指導與監督，提升地方公益

法人的網頁開設率85。 

根據此一〈指導監督基準〉規定，資訊公開的範圍，包括下面 10項： 

公益法人原則上應於主事務所中備置下述有關業務及財務等資料，供一般閱覽： 

1 （章）程及捐助行為。 

                                                 
83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一章第 47頁。關於營利行為內容的分類稅法上有 33
種分類，本調查要求公益法人填入兩種主要的營利類別，如 2-2-28所示。由該統計可知，最
多是販賣物品，然後是承包業務，然後是不動產租賃。見第 83頁註 75。 

84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 54頁。見第 83頁註 75。 
85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第 55頁。見第 83頁註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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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員名簿。 

3 （社團法人）社員名簿。 

4 事業報告書。 

5 收支計畫書。 

6 純財產增減計算書。 

7 借貸對照表。 

8 財產目錄。 

9 事業計畫書。 

 收支預算書86。 

上述規定之資料備置於主管機關時，對於要求閱覽之請求，原則上應准予閱覽。

主管機關對於不符合本基準之公益法人，原則上指導其於三年內符合本基準之規定。 

3. 現場臨檢的實施狀況 

依照日本民法第 67條第 3項，主管機關擁有進入公益法人內部調查的權限，

大致上通常是為了調查該法人的行為是否與設立目的一致，財務內容，會計處理而

有必要時才去現場親自檢查的87。 

主管機關親自到現場檢查的實施狀況可以讓主管機關明白這些法人日常實際上

到底在做什麼，所以是很有效的指導監督之手段。依照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調查

顯示，各中央部會到法人機關現場進行檢查的，佔法人總數 43.1%，而調查出有待

改進之處的法人，佔去臨檢全體法人中的 31.2%，有待改進之點主要是下列幾點： 
                                                 
86 請參考劉宗德（2004 年 5月），〈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分析〉，法

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輯，《法治與現代行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台

北市：公益信託法治斌教授學術基金。 
87 參考該 2004 年日本總務省的報告書第 56頁，請參考報告書附表 2-2-42所示。見第 83頁註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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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事務處理的規章不備。 

2 公務印章保管不妥。 

3 公益事業的規模，未達總支出額的二分之一。 

4 會計計算書類上未載明必要記載事項。 

5 預算內部保留比例過高。 

另外，平成 14至 16 年，中央部會曾去法人機關臨檢的法人數，佔全體法人數

的 98.2%。目前日本各部會未來將加強對法人的臨檢。 

4. 有關公益法人的財務及會計 

原則上應依公益法人會計基準為適當之會計處理。 

根據此一基準，社團法人為遂行達成目的事業之必要活動，得有會費收入及財

產運用收入。財團法人為遂行達成目的事業之必要活動，得就最初捐助財產加以運

用收益，及以經常性贊助金為收入。 

基本財產之管理運用，除捐助者於捐助當時指定之管理運用方法外，得就固定

資產為常識性運用收益，或以產生利用價值之方式為之。 

財產之管理運用，除該法人健全營運之必要資產（現金、建物等）外，應以回

收本金可能性高且獲得更高運用利益之方法為之。公益法人之長期借貸（即返還期

限為一年以上之借貸），應充分注意未對策定確實返還計畫等公益活動造成障礙，

並明記於收支預算書中，經理事會或總會同意後，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關於「內

部保留」，應以公益事業之適當且繼續實施之必要為限88。 

 

                                                 
88 參考請參考劉宗德（2004年5月），〈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分析〉，

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2004年），《法治與現代行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念論

文集》，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公益信託法治斌教授學術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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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中國有關財團法人制度之現況 

一、2004 年中國公布在 3月 8日公布「基金會管理條例」 

中國於 2004 年 2月 11日國務院第 39次常務會議通過「基金會管理條例」（以

下稱為本條例），並在 3月 8日加以公佈，這個條例從自 2004 年 6月 1日起開始

施行。此一條例共有 48個條文，根據這個條例第 48條規定：「本條例自 2004 年

6月 1日起施行；1988 年 9月 27日國務院發佈的「基金會管理辦法」同時廢止。

本條例施行前已經設立的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應當自本條例施行之日起

6個月內，按照本條例的規定申請換發登記證書。」89 

依據此一條例第 1條說明，此一條例的訂定是為了規範基金會的組織和活動，

維護基金會、捐贈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力量參與公益事業。（參考「基

金會管理條例」第 1條） 

此一條例共分為七章，分別規定：第一章 總則；第二章 設立、變更和註銷；

第三章 組織機構；第四章 財產的管理和使用；第五章 監督管理；第六章 法

律責任；第七章附則。下面將針對此一條例簡單分析如下︰ 

（一）基金會的定義與種類 

依據中國「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條規定：「本條例所稱基金會，是指利用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公益事業為目的，按照本條例的規定

成立的非營利性法人。」 

在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條規定基金會的分類，基本上依據基金會是否得向公眾

捐款分為兩大類︰ 

1. 面向公眾募捐的基金會（以下簡稱公募基金會）。 

                                                 
89 關於此一條例的內容請參考：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3/18/content_1372870.htm（上網日期：2006 年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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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得面向公眾募捐的基金會（以下簡稱非公募基金會）。 

而在所謂的公募基金會又依據其募捐的地域範圍，分為全國性公募基金會和地

方性公募基金會。 

基金會管理條例中規定全國性公募基金會的原始基金不低於 800萬元人民幣，

地方性公募基金會的原始基金不低於 400萬元人民幣，非公募基金會的原始基金不

低於 200萬元人民幣；原始基金必須為到賬貨幣資金。 

另外，從基金會管理條例的第 6、7、13～16、36條以及第 46條等條文內容，

可以看到該條例將基金會又分為境內基金會與境外基金會。根據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46條規定：「本條例所稱境外基金會，是指在外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

政區、澳門特別行政區和臺灣地區合法成立的基金會。」 

二、基金會的管理機關分為登記管理機關與業務管理機關 

根據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6條規定，國務院民政部門和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民政部門是基金會的登記管理機關。該條例第 6條規定：「國務院民政部門和

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是基金會的登記管理機關。國務院民政部門

負責下列基金會、基金會代表機構的登記管理工作：一、全國性公募基金會。二、

擬由非內地居民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基金會。三、原始基金超過 2,000萬元，發起人

向國務院民政部門提出設立申請的非公募基金會。四、境外基金會在中國內地設立

的代表機構。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負責本行政區域內地方性公募

基金會和不屬於前款規定情況的非公募基金會的登記管理工作。」 

另外，在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7條規定基金會的業務主管機關，其條文為：「國

務院有關部門或者國務院授權的組織，是國務院民政部門登記的基金會、境外基金

會代表機構的業務主管單位。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或者省、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授權的組織，是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

基金會的業務主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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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會應具備的條件與申請所需要的文件 

中國公布的「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8條規定：「設立基金會，應當具備下列條

件：一、為特定的公益目的而設立。二、全國性公募基金會的原始基金不低於 800

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公募基金會的原始基金不低於 400萬元人民幣，非公募基金會

的原始基金不低於 200萬元人民幣；原始基金必須為到賬貨幣資金。三、有規範的

名稱、章程、組織機構以及與其開展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四、有固定的住

所。五、能夠獨立承擔民事責任。」 

另外「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9條規定：「申請設立基金會，申請人應當向登記管

理機關提交下列文件：一、申請書。二、章程草案。三、驗資證明和住所證明。四、

理事名單、身份證明以及擬任理事長、副理事長、秘書長簡歷。五、業務主管單位同

意設立的檔。」 

四、強調基金會的公益性與規定章程應記載事項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10條規定中強調：「基金會章程必須明確基金會的公

益性質，不得規定使特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受益的內容。」，並同時在第

2項規定基金會章程應記載的事項如下：「一、名稱及住所。二、設立宗旨和公益

活動的業務範圍。三、原始基金數額。四、理事會的組成、職權和議事規則，理事

的資格、產生程式和任期。五、法定代表人的職責。六、監事的職責、資格、產生

程式和任期。七、財務會計報告的編制、審定制度。八、財產的管理、使用制度。

九、基金會的終止條件、程式和終止後財產的處理。」 

五、基金會的組織架構：規範理事人數以及理事與監事的的功能 

中國「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0條規定：「基金會設理事會，理事為 5人至 25

人，理事任期由章程規定，但每屆任期不得超過 5 年。理事任期屆滿，連選可以連

任。用私人財產設立的非公募基金會，相互間有近親屬關係的基金會理事，總數不

得超過理事總人數的三分之一；其他基金會，具有近親屬關係的不得同時在理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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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在基金會領取報酬的理事不得超過理事總人數的三分之一。理事會設理事長、

副理事長和秘書長，從理事中選舉產生，理事長是基金會的法定代表人。」 

同時「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1條規定理事與理事會的功能。其規定：「理事

會是基金會的決策機構，依法行使章程規定的職權。理事會每年至少召開 2次會議。

理事會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理事出席方能召開；理事會決議須經出席理事過半數

通過方為有效。下列重要事項的決議，須經出席理事表決，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方為

有效：一、章程的修改。二、選舉或者罷免理事長、副理事長、秘書長。三、章程

規定的重大募捐、投資活動。四、基金會的分立、合併。理事會會議應當製作會議

記錄，並由出席理事審閱、簽名。」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2條規定監事的功能，其規定：「基金會設監事。監

事任期與理事任期相同。理事、理事的近親屬和基金會財會人員不得兼任監事。監

事依照章程規定的程式檢查基金會財務和會計資料，監督理事會遵守法律和章程的

情況。監事列席理事會會議，有權向理事會提出質詢和建議，並應當向登記管理機

關、業務主管單位以及稅務、會計主管部門反映情況。」 

六、限制理事監事與秘書長的人選條件 

中國「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3條規定基金會理事長、副理事長和秘書長不得

由現職國家工作人員兼任。基金會的法定代表人，不得同時擔任其他組織的法定代

表人。公募基金會和原始基金來自中國內地的非公募基金會的法定代表人，應當由

內地居民擔任。 

因犯罪被判處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執行完畢之日起未逾 5 年的，因

犯罪被判處剝奪政治權利正在執行期間或者曾經被判處剝奪政治權利的，以及曾在

因違法被撤銷登記的基金會擔任理事長、副理事長或者秘書長，且對該基金會的違

法行為負有個人責任，自該基金會被撤銷之日起未逾 5 年的，不得擔任基金會的理

事長、副理事長或者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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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會理事遇有個人利益與基金會利益關聯時，不得參與相關事宜的決策；基

金會理事、監事及其近親屬不得與其所在的基金會有任何交易行為。監事和未在基

金會擔任專職工作的理事不得從基金會獲取報酬。」 

另外，在「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4條規定：「擔任基金會理事長、副理事長

或者秘書長的香港居民、澳門居民、臺灣居民、外國人以及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的

負責人，每年在中國內地居留時間不得少於 3個月。」 

七、規範基金會的財產管理、使用以及會計制度 

（一）有關募捐與捐贈、公益贊助專案與資助的規定，共有 3條 

1. 有關募捐與捐贈規定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5條規定：「基金會組織募捐、接受捐贈，應當符合

章程規定的宗旨和公益活動的業務範圍。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不得在中國境內組織

募捐、接受捐贈。公募基金會組織募捐，應當向社會公佈募得資金後擬開展的公益

活動和資金的詳細使用計畫。」 

2. 公益贊助專案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0條規定：「基金會開展公益資助專案，應當向社會

公佈所開展的公益資助專案種類以及申請、評審程式。」 

3. 資助規定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1條：「基金會可以與受助人簽訂協定，約定資助方

式、資助數額以及資金用途和使用方式。基金會有權對資助的使用情況進行監督。

受助人未按協議約定使用資助或者有其他違反協議情形的，基金會有權解除資助協

議。」 

（二）有關稅收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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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6條規定：「基金會及其捐贈人、受益人依照法律、行

政法規的規定享受稅收優惠。」 

（三）有關財產的管理、使用與保值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7條規定：「基金會的財產及其他收入受法律保護，

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私分、侵佔、挪用。基金會應當根據章程規定的宗旨和公益活

動的業務範圍使用其財產；捐贈協定明確了具體使用方式的捐贈，根據捐贈協定的

約定使用。接受捐贈的物資無法用於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時，基金會可以依法拍賣或

者變賣，所得收入用於捐贈目的。」第 28條規定：「基金會應當按照合法、安全、

有效的原則實現基金的保值、增值。」 

（四）有關年度支出的規定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29條規定：「公募基金會每年用於從事章程規定的公

益事業支出，不得低於上一年總收入的 70％；非公募基金會每年用於從事章程規定

的公益事業支出，不得低於上一年基金餘額的 8％。基金會工作人員工資福利和行

政辦公支出不得超過當年總支出的 10％。」 

（五）有關會計年度規定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2條規定：「基金會應當執行國家統一的會計制度，依

法進行會計核算、建立健全內部會計監督制度。」 

八、政府的監督管理：分為三種 

（一）登記管理機關監督管理職責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4條規定如下：「基金會登記管理機關履行下列監督

管理職責︰（一）對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實施年度檢查。（二）對基金會、

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依照本條例及其章程開展活動的情況進行日常監督管理。（三）

對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違反本條例的行為依法進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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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6條規定：「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應

當于每年 3月 31日前向登記管理機關報送上一年度工作報告，接受年度檢查。年

度工作報告在報送登記管理機關前應當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年度工作報告應

當包括：財務會計報告、註冊會計師審計報告，開展募捐、接受捐贈、提供資助等

活動的情況以及人員和機構的變動情況等。」 

（二）業務主管單位監督管理職責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5條：「基金會業務主管單位履行下列監督管理職責：

（一）指導、監督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依據法律和章程開展公益活動。（二）

負責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年度檢查的初審。（三）配合登記管理機關、其

他執法部門查處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的違法行為。」 

（三）稅務監督和會計監督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7條規定：「基金會應當接受稅務、會計主管部門依

法實施的稅務監督和會計監督。基金會在換屆和更換法定代表人之前，應當進行財

務審計。」 

九、公共監督有可分為公眾監督與捐贈人監督 

（一）公眾監督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8條規定：「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應當在通

過登記管理機關的年度檢查後，將年度工作報告在登記管理機關指定的媒體上公

佈，接受社會公眾的查詢、監督。」 

（二）捐贈人監督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39條規定：「捐贈人有權向基金會查詢捐贈財產的使

用、管理情況，並提出意見和建議。對於捐贈人的查詢，基金會應當及時如實答復。

基金會違反捐贈協議使用捐贈財產的，捐贈人有權要求基金會遵守捐贈協議或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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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申請撤銷捐贈行為、解除捐贈協議。」 

十、撤銷登記事由與效果 

「基金會管理條例」規定兩種撤銷登記事項： 

（一）未開展活動之撤銷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41條規定：「基金會、基金會分支機搆、基金會代表

機構或者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登記管理機關應當撤銷登記：在

申請登記時弄虛作假騙取登記的，或者自取得登記證書之日起 12個月內未按章程

規定開展活動的。符合註銷條件，不按照本條例的規定辦理註銷登記仍繼續開展活

動的。」 

（二）未依章程規定進行活動或其他違法行為者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42條規定：「基金會、基金會分支機搆、基金會代表

機構或者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由登記管理機關給予警告、責令

停止活動；情節嚴重的，可以撤銷登記：一、未按照章程規定的宗旨和公益活動的

業務範圍進行活動的。二、在填制會計憑證、登記會計賬簿、編制財務會計報告中

弄虛作假的。三、不按照規定辦理變更登記的。四、未按照本條例的規定完成公益

事業支出額度的。五、未按照本條例的規定接受年度檢查，或者年度檢查不合格的。

六、不履行資訊公佈義務或者公佈虛假資訊的。基金會、境外基金會代表機構有前

款所列行為的，登記管理機關應當提請稅務機關責令補交違法行為存續期間所享受

的稅收減免。」 

被撤銷登記之後的效果則規定在「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40條，其規定「未經

登記或者被撤銷登記後以基金會、基金會分支機搆、基金會代表機構或者境外基金

會代表機構名義開展活動的，由登記管理機關予以取締，沒收非法財產並向社會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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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金會董事、監事或工作人員、監督基金會的管理機關及其人員的法律責任 

（一）基金會董事、監事或工作人員的法律責任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43條規定：「基金會理事會違反本條例和章程規定決

策不當，致使基金會遭受財產損失的，參與決策的理事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基金會理事、監事以及專職工作人員私分、侵佔、挪用基金會財產的，應當退還非

法佔用的財產；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監督基金會的管理機關及人員的法法律責任 

「基金會管理條例」第 45條規定：「登記管理機關、業務主管單位工作人員

濫用職權、怠忽職守、徇私舞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不構成犯罪

的，依法給予行政處分或者紀律處分。」 

「基金會管理條例」公布後，中國民政部民間組織管理局針對「基金會管理條

例」中一些比較關鍵的名稱辭彙進行解釋說明，並對條例中相關政策制定的過程、

依據、考慮及有關重要問題進行解析和回答。希望可以讓人民全面掌握條例內容，

準確把握條例政策內涵。是一種較強的指導性和參考性的意見。其所討論的問題包

括90： 

1. 如何理解「非營利性法人」一詞？ 

2. 怎樣理解基金會的非營利性與基金會經營行為的關係？ 

3. 為什麼基金會不稱為「公益基金會」？ 

4. 基金會為什麼要實行雙重管理體制？ 

5. 關於外國人在華設立基金會、境外基金會在境內設立代表機構有何規定？ 

                                                 
90相關資料請見：民政部就「基金會管理條例」相關政策和問題進行解答，新華網

（2004-03-2916:26:07）來源：民政部網站︰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3/29/content_1390084.ht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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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什麼將基金會分為公募基金會和非公募基金會兩類？ 

7. 如何對基金會的財產運作進行監督？ 

8. 問：為什麼「條例」沒有對基金會的稅收問題做出規定？ 

9. 基金會原始基金標準確定的依據是什麼？  

10. 問：基金會公益支出比例的確定是怎樣考慮的？ 

11. 基金會與證券投資基金管理公司有什麼區別？ 

中國研究非營利組織的學者楊團認為，中國「公佈這一新的政策，表明中共政

府有決心在社會領域實施徹底的改革，真正實現法治。」91。楊團並在文中提到：

「目前，中國大陸的非公經濟已占國家 GDP的 60％～70％，一系列中資公司和外

資公司已經登記或者正在準備登記成為非公募基金會，運用基金會的形式實現互利

雙贏，未來的主要問題除了繼續立法和制訂具體政策細則外，更重要的是在執行中

落實政策。」92。 

                                                 
91 參考楊團（2006 年 2月 25日），〈公司慈善文化與政策培育〉，發表於由國立政治大學第三

部門研究中心主辦之「2006 兩岸非政府組織學術暨實務研討會」，會議手冊，第 193頁。 
92 參考楊團（2006 年 2月 25日），〈公司慈善文化與政策培育〉，發表於由國立政治大學第三

部門研究中心主辦之「2006 兩岸非政府組織學術暨實務研討會」，會議手冊，第 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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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現有財團法人制度與其他相類似制度的比較 

壹、有關我國財團法人制度近年的變化與討論 

我國財團法人制度的相關規定主要規範在民法第二章「人」第二節有關「法人」

規範部分。一般認為，我國民法所規範的主要為私法上的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我國

法律體制中，並沒有類似德國公法人的觀念93。因此，在實際的生活中，許多由政府

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雖然立法院有特別立法規範其組織，但是在法律體制上，其仍

然要以通過的章程前往法院設立登記，並且執行政府公權力重要事項。但是當他們前

往法院設立登記為法人時，僅能依據民法規定在事務所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登記。這些

法人，例如經濟部捐助設立的「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

協會」、「資訊工業策進會」等，財政部捐助設立的「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

「農業信用保證基金」等，教育局捐助設立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金會」、「蔣經國

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等，交通部捐助設立的「中華顧問工程局」、「中華航空事業發

展基金會」等94。 

目前在我國被認為是公法社團法人主要是以「農田水利會」為代表。但是「健保

基金會」則是依據民法登記成為財團法人，在體制上看似民法上的財團法人，但是因

為他執行公權力，學說上也有認為他是公法上的財團法人。未來台灣國際港、空港如

果公法人化之後，究竟應定性為公法營造物法人或其他法人值得深思。另外，公立大

學一旦有公法人化的機會，學者認為，其定性可能要朝著既是社團法人又是公營造物

                                                 
93 許宗力（2000 年 2月），〈國家機關的法人化——行政組織再造的另一種選擇途徑〉，《月旦法學雜》

第 57期，臺北市：元照出版，第 27、28以及 33頁。許宗力認為會有這樣的狀況，主要因為我國

「決策官員仍普遍對其持遲疑態度，特別是對成立財團法人以外的其他類型法人，更是抱持高度懷

疑態度。原因究竟何在？歸根究底， 就是對法人化相關問題了解不深，欠缺相當把握的緣故。比

方說，連新成立的法人究竟應該是私法人或公法人，抑或是兩者皆非之特殊法人的最基本定性問

題，都還弄不清，以致出現同樣的法人化，有的法律規定為公法人（如農田水利會），有的則規定

為私法人（如公視基金會），甚至有的則乾脆只規定是法人（如全民健康保險基金會）。除了定性不

清楚外，法人化是否須有法律依據？人事任免可有多大自由度？預算、財務等是否有預算法與審計

法的適用？業務的執行是否，以及在如何範圍內受有關部會與立法、監察院的監督？人民權利受該

法人侵犯時應循何種法律途徑救濟？有無國家賠償法之適用？等多問題，也都亟待釐清。」。 
94 許宗力（2000 年 2月），〈國家機關的法人化——行政組織再造的另一種選擇途徑〉，《月旦法學雜》

第 57期，臺北市：元照出版，見本頁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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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混合體思考95。 

面對台灣現在有關財團法人的體制的混亂情形，從 2000 年開始，國內有各種關

於法人制度的立法嘗試，例如，法務部自 2001 年起，即著手規劃財團法人法制之立

法工作，2002 年 9月間法務部提出「財團法人法草案」，並呈報給行政院審議。目前

「財團法人法草案」於 2003 年 1月 2日由行政院政務委員初部審議通過，將擇期送

行政院院會討論96。 

而，近兩年來有關「行政法人法草案」與「財團法人法草案」訂定的討論突然間

好像沈寂了。未來這兩個法草案是否可能在立法院通過，成為未定之數。本文下面將

針對兩個草案的立法理由，重要內容加以討論與評估。 

貳、法務部所提出的「財團法人法草案」的討論 

一、行政院審議通過之「財團法人法草案」之立法目的及重要內容 

行政院在 2003 年 1月 10日審議通過之「財團法人法草案」並將之公告在法務

部的網頁。這個草案共有 48個條文。分為九章，其內容包括「通則」、「設立程序」、

「財團法人之機關」、「財產之運用」、「資訊公開」、「主管機關之監督」、「解散清算及

賸餘財產之歸屬」、「合併」及「附則」等九章，目的在規範財團法人之設立許可及行

政監督管理事項，並對於財團法人營運與資訊公開以及合併等事宜，加以規定97。 

（一）「財團法人法草案」的立法目的 

在法務部所提出，行政院審議並公告的「財團法人法草案」說明這個草案訂定理

                                                 
95 許宗力（2000 年 2月），〈國家機關的法人化——行政組織再造的另一種選擇途徑〉，《月旦法學雜》

第 57期，臺北市：元照出版，第 33頁。 
96 參考下列網站：http://mojlaw.moj.gov.tw/ShowScript.asp?id=2288；財團法人法草案下載網址：

http://mojlaw.moj.gov.tw/download.asp?sdMsgId=2288；考劉承愚，〈非營利組織立法政策研析——
以財團法人（草案）為核心〉，網址：http://www.is-law.com/OurDocuments/AD0005BE.pdf（上網
日期：2006 年 4月 30日）。 

97 參考財團法人法草案在第 1條前的說明。請參考本頁註 96的網頁中的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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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8。其提到：「目前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財團法人之許可設立及監督管理

事宜，主要係以民法相關規定及本於其權責個別訂定之監督準則等職權命令為依據。

惟民法規範財團法人之條文僅有數條，且均為原則性之規定，復上開職權命令之內容

多涉及人民權利事項，有違反「法律保留原則」之虞。為期行政機關對財團法人之設

立許可及各項行政監督落實依法行政原則，制定專法以作為其設立許可、營運及監督

管理之共通性法律，使各級政府機關更能有效執行對其監督及管理，並促進其健全發

展，以確實達成鼓勵此類公益法人積極從事社會公益，進而增進民眾福祉之目標，乃

現行實務運作所迫切需要。」 

為了上述目的才想要訂一個具有一般性、共通性及全國一體適用性質規範財團法

人制度的專法。 

（二）「財團法人法」草案的重要內容 

財團法人法草案整理： 

1. 財團法人定義：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條第 1項：「本法所稱財團法人，指以從事公益為目的，由

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組織。」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條第 1項立法說明：「財團法人為擬制之權利義務主體，依

學者通說應具有捐助一定財產為基礎，設有管理人（董事），並以從事公益為目的而

設立之組織，為明確本法之適用範圍，爰定義適用本法之財團法人之意義。」 

2. 財團法人種類：區分為公設財團法人和民間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第 2條第 2項：「一、公設財團法人：由政府捐助成立而其所

捐助之財產達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二、民間財團法人：由民間捐助成立，

                                                 
98 請參考行政院審議，在 2003 年 1月 10日定稿並於下列網站公告的法案內容。法務部「主管法規」

之「本部法規草案預告區」第 4頁「財團法人法」草案（預告終止日 92.01.10），網址：
http://mojlaw.moj.gov.tw/ShowScript.asp?id=2288。（上網日期：2006 年 5月 10日）。 



 

 103

或由政府捐助成立而其所捐助之財產未達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者。」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第 2條第 2項立法說明：「按財團法人係以捐助財產為其組織

之基礎，為利監督密度不同之執行，爰加以分類，明定本法規定財團法人之種類有二

者，並賦予其名稱，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3. 財團法人捐助章程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8條：「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如下：一、目的、名稱、主事

務所及分事務所。二、捐助財產之種類、總額及保管運用方法。三、業務項目。四、

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額、資格、產生方式、任期及選（解）聘事項。五、董事

會之組織、職權及決議方法。六、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七、定有存立時期者，其時

期。八、訂定章程之年、月、日以遺囑捐助設立者，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者，由遺

囑執行人訂定捐助章程。」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8條立法說明：「一、參酌民法第六十一條規定明定捐助章程

應記載事項，以使設立財團法人者得以遵循，並作為財團法人登記事項及經許可設立

登記後運作之依據。二、以遺囑捐助設立財團法人者，雖不必訂立捐助章程。惟其遺

囑未載明前項列舉事項者，財團法人設立者將無從據以辦理遺囑人所欲實現之特定目

的及其他相關事項，爰於第二項明定由遺囑執行人訂定捐助章程，俾資遵守。」 

4. 捐助財產、財產運用： 

(1) 捐助財產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9條：「財團法人設立時之捐助財產，須足以達成其設立目的；

其最低總額標準，由主管機關依所掌業務性質定之。但最低總額不得低於新臺幣二千

萬元。前項之捐助財產，除現金外，得以其他動產、不動產或有價證券代之。主管機

關得依所掌業務性質訂定現金總額之比率。」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9條立法說明：「一、按財團法人乃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

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並向法院登記，以從事公益為目的之組織。換言之，財團法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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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捐助財產之孳息及設立後所受捐贈辦理各項設立目的業務，故其設立時之捐助財

產，宜在一定金額標準以上，否則，實無從達成其設立目的。又財團法人種類眾多，

且所從事目的事業之性質極具差異性，實無從訂定統一之最低總額標準，爰授權主管

機關依其職掌業務性質定之。惟鑑於財團法人具公益性，非以營利為目的，且應以永

續經營為目的。為因應低利率時代之來臨，其捐助財產總額宜在一定金額以上，俾免

所生孳息過低，而無法維持正常營運，致妨礙其推展公益活動。故明定其捐助財產最

低總額不得低於新臺幣二千萬元，以期財團法人於缺乏奧援或財源不足之情況下，至

少仍得以捐助財產所生孳息支付人事費及基本運作所需各項費用。二、至於目前中央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雖有部分機關訂定之金額標準低於上開金額標準者，惟本項規定

對未來實務運作應不致產生窒礙難行或扞格之處。蓋因除第四十六條已定有過渡條

款，可資因應外，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對於前經許可設立之財團法人，其捐助財產總

額低於新臺幣二千萬元者，無須補正。另依我國現行法制，推動公益活動除採「財團

法人」之方式外，尚有「公益信託」制度可資運用。換言之，除規模較大且須永續經

營之公益事業（如「體育館」、「美術館」及「博物館」等），以利用財團法人制度較

為適宜外，其餘資產規模較小、不容易維持獨立事務所與專職人員費用，僅由受託人

執行事務（如發放獎助學金、教育補助費及研究費等），即能達成設立之目的者，則

以成立公益信託為佳。且公益信託與財團法人相同，均得享有稅法所定之各種租稅優

惠。此外，熱心公益人士亦可依人民團體法申請設立人民團體（社會團體），以實現

其理想。併此敘明。三、為使捐助財產多元化，其種類應不以現金為限，亦即其他動

產、不動產或有價證券均應包括在內，以活絡其財產之管理及運用，俾更有利於財團

法人從事各項公益活動。惟主管機關得就其業務職掌性質及監督之需要，規定現金總

額之比率，爰於第二項後段授權得另定之。」 

(2) 財產運用（第 28～30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8條：「財團法人應以捐助財產孳息及經許可設立登記後之各

項所得辦理符合設立目的及章程所定之業務。財團法人除依其他法律規定或設立目的

業務得為保證者外，不得為任何保證人。違反前項規定者，為該行為之董事應自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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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責任； 如財團法人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8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財團法人財產之運用，以辦

理符合設立目的及章程所定之業務為限，俾符其係因特定與繼續之目的，為推動公益

事業而設立之宗旨。二、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不履行債

務時，由其代負履行責任之契約。財團法人如得為保證人，非但有違其公益之本質，

並將使其財務處於不穩定性狀態，進而影響其正常運作，故除依其他法律規定或設立

目的業務得為保證者外，不宜允許其擔任保證人，爰於第二項明定禁止。三、財團法

人之董事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行為係董事個人之行為，非屬財團法人委任董事處理事

務之行為，自應使其自負保證責任，並賠償財團法人所受之損害，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9條：「財團法人辦理獎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章程所定業務

項目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為原則。前項獎助或捐贈，其對特定團體或個人

為之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不得超過年度支出百分之十：一、捐贈予捐助章程

所定特定對象者。二、其獎助或捐贈支出來源，屬於捐助人指定用途之捐助財產者。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者。」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9條立法說明：「一、明定財團法人辦理獎助或捐贈業務之處

理原則，以資適用。二、明定財團法人其對特定團體或個人為獎助或捐贈之金額比率

限制及其例外規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0條：「財團法人之財產，應以法人名義登記或儲存，並受主

管機關之監督，不得存放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經營收受存放款業務之金融機

構。違反前項規定者，各處為該行為之董事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第

一項財產之管理方法如下：一、存放金融機構。二、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行儲

蓄券、金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金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三、購置業

務所需之動產及不動產。四、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但投資

總額不得逾法院登記財產總額二分之一。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有利於財產之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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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0條立法說明：「一、為建構財團法人之財產應與董事個人財

產分離之制度，以避免利益輸送影響財團法人公益本質，爰於第一項明定財團法人之

財產應以其名義登記或儲存，並不得存放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經營收受存放款

業務之金融機構。二、第二項明定違反前項規定之處罰。三、第三項明定財團法人財

產之管理方法，除應儘量保值外，並得為適當投資，以兼顧財產運用之靈活性，並使

其能持續增值，俾不斷累積財源，進而擴大其辦理各項公益事業之財力。又財團法人

為投資行為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乃屬當然。此外，財產之動用應經董

事會特別決議者，如捐助財產之動支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自應依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辦理，併此敘明。」 

5. 不予許可情形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1條：「申請財團法人設立許可，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應不予許可；已許可者，應撤銷或廢止之：一、設立目的非以從事公益為最終目的。

二、捐助章程規定解散時之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三、捐助

財產未達主管機關所定最低總額標準。四、捐助財產或其證明文件虛偽不實。五、捐

助財產未依規定移轉財團法人所有。六、其他違反法律或法規命令之強制或禁止規

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1條立法說明：「明定申請設立財團法人，應不予許可之條

件，以利主管機關為實質審查。又財團法人經許可設立後，如有應撤銷或廢止之事由，

宜使行政權得於適當時間介入，以杜絕有心人士假社會公器之名濫行設立而遂欺世盜

名行徑，爰於本條一併納入規範。」 

6. 財團法人之機關 

「財團法人法草案」將財團法人的機關分為兩種類型加以規範，說明如下： 

(1) 公設財團法人之機關（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7～20條） 

A. 財團法人董事的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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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7條：「公設財團法人，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單數，其中

一人為董事長，由主管機關就下列人員遴聘之。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董事總人數得

超過十五人：一、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相關業務主管。二、國內外對捐助目的事業富

有研究之專家、學者。三、社會公正人士。前項第一款遴聘之董事，其任期依職務進

退。董事長初任年齡不得逾六十五歲。任期屆滿前年滿六十八歲者，應即更換。但有

特殊考量，經行政院核定者，不在此限。公設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每屆不得逾三年，

期滿得連任一次，連任之董事人數不得逾總人數二分之一。但任期未屆滿前，因辭職、

死亡或因故無法執行職務時應予解聘，並另聘其他人選繼任，至原聘期屆滿為止。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於公設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準用之。」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7條立法說明為何要如此訂定，在說明三中提到：「為避免公

設財團法人之董事長年齡過於老化，或係為退休人員酬庸之用，以致妨礙該財團法人

目的事業及日常業務之推動，爰於第三項明定其董事長初任年齡不得逾六十五歲，如

續任時，已年滿六十八歲應即更換。惟特定種類之公設財團法人係受主管機關委託行

使公權力（如「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受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委託辦理對在大陸地

區製作文書之驗證及海峽兩岸交流事務之協商等），擔任其董事長之人選非以年高德

劭且眾望所歸者，實不足以達成委託機關賦予之行政任務，為保留彈性處理空間，爰

一併授權主管機關基於特殊考量並報經行政院核定後，得使年滿六十八歲者仍續任董

事長。」 

並在說明四中提到：「四、明定公設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及任期屆滿連任人數比

例之限制。又董事任期未屆滿而辭職、死亡或因故無法執行職務之情事，乃事所恆有，

為免影響公設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爰於第四項明定遇此情形之處理方式，以杜爭

議。五、公設財團法人亦係以公益為目的，其董事及監察人自應為無給職，且董事長

支領報酬之條件，亦不宜與民間財團法人採差別待遇，爰於第五項明定準用第十四條

第二項之規定。」 

B. 公設財團法人的監事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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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8條規定：「公設財團法人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其中一人為

常務監察人，任期為三年，期滿得續聘。但續聘人數不得超過總人數二分之一。常務

監察人應列席董事會；其未列席，足以危害公益或公設財團法人之利益者，主管機關

得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在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8條立法說明中提到「為使常務監察人確切掌握法人營運

狀況，以善盡監督查察責任，自應使其列席董事會，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C. 公設財團法人董事或監事解除職務之規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9條規定：「公設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

一者，由主管機關解除其職務，並通知登記之法院：一、因刑事犯罪受有期徒刑一年

以上刑之宣告者。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不在此限。二、破產宣告尚未復權

者。三、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在草案第 19條的立法說明提到：「鑑於公設財團法人董事或監察人之良窳，攸關

其營運績效，爰採行嚴格標準明定其消極資格，以排除不適任之人擔任，俾明示政府

厲行高密度監督之決心，並促進其健全發展。」 

D. 對於董事或監察人的職務限制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0條：「公務員擔任公設財團法人董事或監察人職務，除法律

另有規定者外，以不超過二個財團法人為限。」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0條立法說明：「為使受遴聘為董事或監察人之公務員有足夠

之時間與精力參與公設財團法人之營運，以遂行政府捐助之政策目的，避免兼任過多

影響本職，爰明定其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個數限制。」 

(2) 民間財團法人之機關（第 14～16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4條：「民間財團法人，置董事五人至二十五人、單數，其中

一人為董事長，並得設監察人一人至三人。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但董事長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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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薪資、月退休金或月退職酬勞金者，不在此限。」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4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民間財團法人設置董事與監

察人之人數。二、財團法人與董事間屬民法之委任關係，依該法規定，受任人有受報

酬及未受報酬者。另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

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及第五百四十七條參照）。鑑於財團法人屬

公益性質，其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項所得，應儘量使用於辦理各項設立目的業務，

而非在支付龐大之人事費，爰於第二項特別規定其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俾免巧

立名目支領任何費用，例如顧問費、津貼等。至於出席費及交通費，非為提供勞務之

報酬，在合理之額度內自得支領。另考量財團法人目的事業之達成，端賴董事長專職

投入，並精心策劃與推動，始克有成。董事長如亦不得支領任何費用，恐有違情理之

常。然而對於另已按月領有報酬而基本生活毋庸憂慮之董事長，如得再支領，不無雙

重受薪之嫌，爰一併明定其未支領薪資（包括薪金、俸給及工資）、月退休金或月退

職酬勞金者，不在此限。」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5條：「民間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每屆不得逾三年，期滿連

任之董事，不得逾董事總人數之三分之二。前項董事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時，延長其

執行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令其改選；屆期仍不改選

者，自期限屆滿時，當然解任。」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5條立法說明：「一、明定民間財團法人董事任期及每屆期滿

連任董事人數之限制規定，以避免萬年董事會之存在，並符他律法人之性質，爰為第

一項規定。二、按財團法人與董事間之關係，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委任契約期間

屆滿，董事會本應召集會議改選之。然現行實務上，因董事會派系間權限之爭致遲遲

未為改選者，事所恆有。基於維護社會公益之考量，遇有董事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時，

宜使其延長執行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以避免影響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另為

使主管機關善盡監督權責，爰於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得為必要之處置，並限期令其改

選。倘屆期仍不改選，不宜無限期延長其任期，而應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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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得依民法第六十二條規定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6條：「民間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者，不得超過董事、監察人總人數三分之一。董事三分之一以上

應具從事目的事業有關之專長或工作經驗。」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6條立法說明：「一、明定民間財團法人董事與董事、董事與

監察人或監察人與監察人相互間有一定親等關係者，擔任董事、監察人總人數之比例

限制，俾免受家族操控，致影響財團法人之正常營運，爰為第一項規定。二、明定董

事總人數中，須有一定比例以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有關之專長或工作經驗，以利財團

法人辦理公益事業，爰為第二項之規定。」 

7. 財團法人董事會職權、決議（第 22、23、25、26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2條：「董事會職權如下：一、財產之籌措、管理及運用。二、

董事之改選及解聘。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聘。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理。五、工

作計畫之研擬及推動。六、年度預算及決算之審定。七、章程變更之擬議。八、不動

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九、合併之擬議。十、其他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2條立法說明：「明定董事會之職權，以期明確。」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3條：「董事會之決議，種類如下：一、普通決議：現任董事

過半數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行之。二、特別決議：現任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行之。下列重要事項，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陳報主管

機關許可後行之：一、章程變更之擬議。二、捐助財產之動支。但設立目的在提供信

用保證之公設財團法人，因履行保證責任而有動支捐助財產之必要者，不在此限。三、

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四、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前項重要事項之討論，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主管機關。」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3條立法說明：「一、董事會之決議分為普通決議及特別決議

二類，爰於第一項規定其出席人數及議決方式。二、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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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例示概括規定，俾利其運作有所依循，爰為第二項之規定。惟鑑於設立目的在於提

供信用保證以協助中小企業、農漁業及僑商等取得融資之特定種類公設財團法人（如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財團法人農業貸款信用保證基金」及「財團法

人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金」等）。考量此類財團法人係以捐助財產支應業務所需，而

辦理代償作業屬其一般例行事務，如仍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陳報主管機關許可，

恐反無法落實執行協助取得融資之政策目標，爰一併於第二款明定但書規定，俾利其

任務之遂行。三、鑑於重要事項之討論，影響財團法人之營運及運作至深且鉅，爰於

第三項明定應於會議十日前先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主管機關，俾全體董事得預先知

悉討論內容，以作充分準備，並使主管機關善盡監督責任。」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5條：「董事或監察人執行職務時，有利益衝突者，應自行迴

避。前項所稱利益衝突，指董事或監察人得因其作為或不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利益者。」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5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董事或監察人利益衝突迴避

之規定。二、界定利益衝突之定義，以期明確，俾免爭議，爰為第二項規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6條：「董事或監察人不得假藉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

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利益。董事、監察人或其關係人，不得與其所屬財團法人為買賣、

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因前二項行為致所屬財團法人受有損害者，行為人應對其負

損害賠償責任。」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26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禁止董事或監察人假藉職務

之便，而為圖利之行為。二、董事、監察人或其關係人與其所屬財團法人為買賣、租

賃、承攬等交易行為者，均涉及利益衝突，爰於第二項明定禁止，以杜弊端。三、因

前二項行為致所屬財團法人受有損害者，自應使行為人負賠償責任，爰為第三項之規

定。」 

8. 財團法人會計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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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1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1條：「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內部控制及稽核作業，由董事

會訂定，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會計制度應採曆年制及權責發生制，並符合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主管機關得訂定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年度收入總額達一定

金額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1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財團法人之會計制度及其會

計處理原則，並授予董事會訂定內控機制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權責。二、為健全財

團法人之會計制度，並防止發生逃漏稅或其他弊端，爰於第二項引進會計師查核簽證

機制，並授權由主管機關依其所掌業務性質自行訂定此一應經簽證之財產總額或年度

收入金額標準。」 

(2) 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年度（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2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2條：「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年度，應與政府會計年度一致。

關於預算、決算之編審，依下列程序辦理：一、會計年度開始前，應訂定工作（營運

及資金運用）計畫，編列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辦理。二、會計年度

終了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決算，提經監察人會議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辦理。」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2條立法說明：「一、明定公設財團法人之會計年度應與政府

一致，以及其預算、決算編審之辦理程序，俾主管機關得加強監督。二、另公設財團

法人，每年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就以前年度捐助之效益評估，併入決算辦理後，分別編

製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送立法院，預算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定有明文。故有關營運及

資金運用計畫之編製與呈送，各該主管機關自應依上開規定辦理，以貫徹行政機關向

立法機關負責之憲政體制，併此敘明。」 

9. 資訊公開（第 33、34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3條：「財團法人應於每年一月底前，將其當年工作計畫及經

費預算；每年五月底前，將其前一年工作報告、經費、財產清冊及財務報告等各項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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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與運作資料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並主動公開之。但涉及隱私

權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者，不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

得處財團法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公開，逾期不公開

者，廢止其設立許可。」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3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財團法人各項營運及運作資

料送請主管機關備查之程序，以及主動公開相關資訊之義務。惟基於保護個人權益、

隱私之考量，並為避免妨礙或影響財團法人之運作，爰將特定資訊排除於應主動公開

之列，以期明確，並杜爭議。二、第二項明定違反前項規定之處罰，以遏止財團法人

不依限報送營運及運作資料或主動公開相關資訊。」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4條：「財團法人資訊公開之方式如下：一、刊載於新聞紙或

其他出版品。二、利用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三、提供公開閱覽、抄

錄、影印、錄音、錄影或攝影。」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4條立法說明：「明定財團法人資訊公開之方式。」 

10. 主管機關之監督 

(1) 檢查權（第 35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5條：「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財團法人之財產狀況及其有無違

反許可要件或其他法律之規定。前項檢查，必要時得委任、委託辦理，並請相關機關

派員共同為之。經許可設立登記之財團法人，不遵守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或規避、拒

絕或妨礙其檢查者，處各該行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5條立法說明：「一、按財團法人之設立，既須經主管機關許

可，則其營運及運作自當屬於主管機關監督。為使主管機關善盡監督及輔導義務，爰

於第一項授予主管機關隨時檢查其財產狀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要件或其他法律規定

之權責，以使財團法人健全發展。二、基於財團法人業務具多元化及多樣性，為確實

達到檢查之目的，爰於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執行前項檢查認有必要時，得委任所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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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機關或委託不相隸屬之機關，或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理；其有涉及其他機關主管

業務者，並得商請相關機關派員共同為之，以迅速完成檢查程序。三、經許可設立登

記之財團法人，不遵守主管機關監督命令或妨礙其檢查者，宜授權主管機關對各該行

為人科處行政罰，以維政府威信，並警傚尤，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2) 必要處分 

A. 解除（第 36條第 3項、第 37條、第 38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3項：「公設財團法人董事會有下列情形之一，致影

響財團法人業務之正常運作者，主管機關視事件性質，得解除全體或部分董事或董事

長之職務：一、無法依規定召開董事會議或董事會議無法決議。二、董事或董事長相

互間發生爭議。三、董事會、董事或董事長有違反法令之情事。四、經主管機關限期

整頓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3項立法說明：「三、為免公設財團法人因特殊事由，

致妨礙其任務之遂行，爰於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得在特定情形下解除全體或部分董事

或董事長之職務，期能確實達成其設立之政策目的。」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7條：「董事或監察人執行業務，有違反法令或章程之行為

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行為無效或為必要之處

分；其因而致財團法人受有損害者，並應對其負賠償責任。」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7條立法說明：「為維護社會公益，防止董事或監察人濫用職

權，或違反法令、章程以圖私利或損及利害關係人之權益，爰明定主管機關、檢察官

或利害關係人均得聲請法院宣告其行為無效或為必要之處分，俾資救濟。其因而致財

團法人受有損害者，自當使其對財團法人負賠償責任，以促使董事或監察人執行業務

時，應特別注意，俾免疏忽。」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8條：「董事或監察人於執行業務範圍內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解除其職務：一、記載不實或毀棄應保存之會計憑證、帳簿或報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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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或不依規定造具表冊送主管機關。三、違反章程所定設立目的。

四、其他違反法律或法規命令之情事。」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8條立法說明：「為期財團法人健全發展，並使主管機關有效

實施監督，爰明定董事或監察人解除職務之事由，以為執行之依據。」 

B. 重組（第 36條第 4項、第 37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4項：「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解除全體董事職務時，

應依第十七條規定重新組織董事會。」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4項立法說明：「主管機關解除全體董事職務時，宜

有妥適處理機制，俾免財團法人因而業務停滯或受有損害，爰為第四項規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7條：「董事或監察人執行業務，有違反法令或章程之行為

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行為無效或為必要之處

分；其因而致財團法人受有損害者，並應對其負賠償責任。」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7條立法說明：「為維護社會公益，防止董事或監察人濫用職

權，或違反法令、章程以圖私利或損及利害關係人之權益，爰明定主管機關、檢察官

或利害關係人均得聲請法院宣告其行為無效或為必要之處分，俾資救濟。其因而致財

團法人受有損害者，自當使其對財團法人負賠償責任，以促使董事或監察人執行業務

時，應特別注意，俾免疏忽。」 

C. 代行（第 36條第 2項、第 36條第 5項）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2項：「民間財團法人董事全部不為或不能行使職權，

致財團法人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得選任

一人以上之臨時管理人，代行董事長或董事之職權。」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2項立法說明：「二、民間財團法人因董事死亡、辭

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行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不



 

 116

能行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行之剩餘董事消極地不行使職權，致財團法人業務停

頓者，事所恆有。為免影響其設立目的業務之推動，爰為第二項規定。至於臨時管理

人代行董事長或董事之職權，係受法院付託，自不得為不利於財團法人之行為，乃屬

當然。」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5項：「主管機關依第三項規定解除全體董事職務時，

得指定熱心公益或熟悉業務人士三人至七人組織管理委員會，代行董事會職權，至新

董事會成立時為止。管理委員會代行董事會職權，以一年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6條第 5項立法說明：「五、為使董事會得以繼續運作，以

充分發揮其為財團法人執行事務機關之功能，爰於第五項授權主管機關得組織替代之

機關。惟考量此一替代機關之設立乃暫時性質，其代行董事會職權之期間不宜過長，

爰一併明定其代行職權之期限，以利適用。」 

(3) 宣告其行為無效或為必要之處分、賠償責任（第 37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7條：「董事或監察人執行業務，有違反法令或章程之行為

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行為無效或為必要之處

分；其因而致財團法人受有損害者，並應對其負賠償責任。」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7條立法說明：「為維護社會公益，防止董事或監察人濫用職

權，或違反法令、章程以圖私利或損及利害關係人之權益，爰明定主管機關、檢察官

或利害關係人均得聲請法院宣告其行為無效或為必要之處分，俾資救濟。其因而致財

團法人受有損害者，自當使其對財團法人負賠償責任，以促使董事或監察人執行業務

時，應特別注意，俾免疏忽。」 

(4) 廢止許可（第 39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9條：「財團法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並限

期改善，屆期不改善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通知登記之法院：一、違反設立

許可要件。二、違反法律、法規命令、捐助章程或遺囑。三、管理、運作方式與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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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不符。四、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39條立法說明：「明定財團法人廢止許可之要件，以督促財團

法人確實依法令、捐助章程或遺囑營運及運作，並避免有違反公序良俗之行為，俾利

主管機關辦理監督業務。」 

11. 解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第 40、41、42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第 40條：「財團法人解散後，應即進行清算。前項清算程序，

適用民法之規定；民法未規定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解散之財團法人在

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0條立法說明：「一、財團法人經董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或該

管法院宣告解散後，即須清算其財產，爰為第一項之規定。二、第二項自民法第四十

一條移列。三、第三項自民法第四十條第二項移列。」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1條：「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者，準用前條之

規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1條立法說明：「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後，倘

董事不為解散之登記，實務上法院須經主管機關之請求，命為解散登記後，始得進行

清算。為使清算程序能即刻進行，俾儘速清償財團法人之債務，並移交賸餘財產於應

得之人，爰明定準用前條之規定辦理。」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2條：「財團法人解散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

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章程之規定。但不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目的之團

體。如無前項法律或章程之規定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

體。」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2條立法說明：「本條自民法第四十四條移列。」 

12. 合併（第 43、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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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3條：「財團法人得經董事會全體董事四分之三出席，出席董

事過半數決議通過，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前項合併，以

因合併而存續或新設及消滅者均由同一主管機關監督者為限。其申請及許可合併之程

序及要件，由法務部定之。財團法人合併後，消滅法人之權利義務，應由存續或新設

法人概括承受。」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3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財團法人得經董事會一定比

例出席及表決數通過，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之程序規定，

以資適用。二、鑑於財團法人之合併，乃民法及其他特別法所無之規定，此一新制甫

施行之初，合併之範圍不宜過廣，俟將來實務運作順暢後，再逐步擴大，爰於第二項

明定以因合併而存續或新設及消滅者均由同一主管機關監督者為限。另為期明確，俾

免適用上產生爭議，爰一併明定其申請及許可合併之程序及要件授權由法務部定之，

俾此一新制得以順利運作。三、財團法人合併後，消滅法人之權利義務由存續或新設

法人概括承受，乃屬當然，爰為第三項之規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4條：「財團法人合併後，應由存續或新設及消滅法人向法院

辦理變更、設立或解散登記。」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4條立法說明：「財團法人合併後，因合併而存續者，應辦理

變更登記；其因合併另成立新財團法人者，應辦理設立登記，俾取得法人資格。又因

合併而消滅者，應辦理解散登記。為配合法院辦理相關登記業務，爰參照法院辦理財

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司法院六十九年九月十五日院臺廳一字第０二八七三號函發

布）第六點為本條規定。」 

13. 準用規定（第 47條） 

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7條：「本法有關公設財團法人之規定，於由依法律設立之公

法人捐助成立，或其與政府共同捐助成立而所捐助財產達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財團法人，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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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47條立法說明：「目前實務上有部分財團法人並非政府所單獨

捐助成立，而係由依法律設立之公法人（如農田水利會）捐助成立，或由該公法人與

政府共同捐助成立，且其所捐助財產達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鑑於此類財

團法人本質上與以政府預算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無異，自應比照公設財團法人而採高

密度監督，爰明定應準用本法有關公設財團法人之規定，以期衡平。」 

參、行政院審議通過之「行政法人法」草案的立法目的及重要內容 

一、「行政法人法草案」的立法目的 

行政院在 2005 年 8月 8日將其所擬訂的「行政法人法」草案函請立法院審議。

在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的網站上，說明訂定「行政法人法」草案的目的。在網路上提到：

「為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機關（構）法人化，行政院經參酌先進國家立法體例，

並考量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等環境因素，擬具「行政法人法」草案，期由行政法人

制度之建立，將不適合由行政機關推動，亦不適合交由民間辦理之公共任務，交由行

政法人處理，同時透過鬆綁現行人事、會計等法令之限制，並建立行政法人內部、外

部適當監督及績效評鑑機制，以達專業化及提昇效能等目的。另一方面，行政法人亦

參採企業化經營理念，以提昇經營績效，並透過法律制度之設計，對未來政府所為之

補助、行政法人財產之管理及舉借債務予以規定，使其正當化、制度化及透明化。此

外，對於現職員工權益之保障，亦採「保留身分、權益不變」方向規劃，期以「溫和

漸進」方式達到改制之目的。基此，本法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後，當有助於適當縮減政

府組織規模，使公共任務之執行更有效率，並為我國組織改造締造新的里程碑。」99。 

行政院送立法院審議的草案共有 40條，分為 6章。而從行政院送立法院「行政

法人法」草案「總說明」可以發現，行政法人法草案的訂定跟行政院為落實經發會共

                                                 
99 請參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網頁：http://www.cpa.gov.tw/cpa2004/pllaw/PLRL6854P.html。下載網
址：http://www.cpa.gov.tw/cpa2004/pllaw/download/PLRL94081601.doc。網頁上說明此草案係經

提行政院第 2942次會議、考試院第 10屆第 143次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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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在總統府政府成立「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組改會）有關。這

個改造委員會主要要推動行政院組織改造各項工作之規劃、協調及執行作業。 

而在政府改造行政院職能及組織的思考中「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化」、

「委外化」四大方向成為進行改革的大原則。而其中推動法人化的目的，則在於提昇

政府施政效率，確保公共任務之妥善實施。在「總說明」中提到，這個法人化的想法

主要參考世界主要先進國家之機關組織，亦有朝向公法人制度規劃之情形，也就是將

原本由政府組織負責之公共服務自政府部門移出，以公法人來專責辦理之經驗，創設

一個新的行政組織型態。在這樣的想法下，行政院乃訂出「行政法人法草案」希望打

破以往政府、民間體制上之二分法，使得政府在政策執行方式之選擇上，能更具彈性，

並適當縮減政府組織規模，同時希望可以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這些業務之推行更專

業、更講究效能，而不受現行行政機關有關人事、會計等制度之束縛。 

我們從行政法人法草案總說明看到行政法人制度之主要目的有三： 

一、藉由鬆綁現行人事、會計等法令之限制，由行政法人訂定人事管理、會計制

度、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相關規章據以實施，並透過內部、外部適當監督

機制及績效評鑑制度之建立，以達專業化及提昇效能。 

二、希望行政法人參採企業化經營理念，提昇經營績效，另透過制度之設計，使

政府對於行政法人之補助、行政法人財產之管理及舉借債務，能正當化、制

度化及透明化。 

三、在實施機關（構）改制行政法人時，也希望對於現職公務人員之權益進行保

障，因此，在草案中採取所謂「保留身分、權益不變」方向規劃，希望朝向

「溫和漸進」方式達到改制之目的。 

行政院的行政法人法草案版本中將此法係定位為基準法，希望對於行政法人的共

通性事項做出一個原則性規範，以提供未來個別行政法人立法時之導引。在立法時，

設計將來個別行政法人，在因應個別的實際需要時，也要有其個別性或通用性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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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各該行政法人組織設立之法源依據，並依據此一「行政法人法」草案所定之基

準，依其組織特性、任務屬性進一步特別設計規定。 

二、「行政法人法草案」的重要內容 

行政院在 2005 年 8月 8日函請立法院審議的「行政法人法」草案共分為總則、

組織、營運（業務）及監督、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會計及財務、附則共六章，

計四十條，茲分析他的重要內容如下： 

（一）對於行政法人加以定義並規定行政法人的監督機關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行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

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行特定公共任務，依法律設立之公法人。前項

特定公共任務，以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益及經營效能，不適合由政府機關推

動，亦不宜交由民間辦理，且所涉公權力行使程度較低者為限。行政法人應制定個別

組織法律設立之；其目的及業務性質相近，可歸為同一類型者，得制定該類型之通用

性法律設立之。」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條規定：「行政法人之監督機關為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條立法說明：「一、第一項明定行政法人之定義。行政

法人係依法律設立，以仍執行特定公共任務，且其預算亦需國家挹注，因此，將行政

法人定位為公法人，且適用行政程序法、國家賠償法及訴願法等有關規定。二、為避

免外界對行政法人之設立可能無限擴張及對現有文官體系可能造成重大衝擊之疑

慮，爰明定行政法人所執行之特定公共任務之定義如第二項。三、第三項明定行政法

人應依制定之組織法律設立；但考量立法經濟，行政法人之目的及業務性質相近，可

歸為同一類型者，得制定該類型之通用性法律設立之。」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4條規定：「行政法人應擬訂人事管理、會計制度、內部

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理）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行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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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其執行之公共任務，在不牴觸有關法律或法規命令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

經董（理）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二）規定行政法人應經董事會通過訂定人事管理、會計制度、內部控制、稽核作業

及其他規章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5條規定：「行政法人應設董（理）事會。但得視其組織

規模或任務特性之需要，不設董（理）事會，置首長一人。行政法人設董（理）事會

者，置董（理）事，由監督機關聘任；解聘時，亦同；其中專任者不得逾其總人數二

分之一。行政法人應置監事或設監事會；監事均由監督機關聘任；解聘時，亦同；置

監事三人以上者，應互推一人為常務監事。董（理）事、監事採任期制，任期屆滿前

出缺，補聘者之任期，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止。董（理）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

者，依其職務任免改聘。董（理）事、監事之資格、人數、產生方式、任期、權利義

務、續聘次數及解聘之事由與方式，應於行政法人個別組織法律或通用性法律定之。」 

（三）規範行政法人的組織為：董（理）事會、監事、首長以及其資格、人數、產生

方式、任期、職權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6條規定：「董（理）事、監事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不

得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利益；其利益迴避範圍及違

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董（理）事、監事相互間，不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之關係。」 

（四）規範董（理）事長聘任方式與職權以及董（理）事會及監事或監事會之職權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6條至第 9條）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六條規定：「董（理）事、監事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不

得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利益；其利益迴避範圍及違

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董（理）事、監事相互間，不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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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7條規定董（理）事會、監事利益迴避原則，其內容為：

「行政法人設董事會者，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聘任或提請行政院院長

聘任；解聘時，亦同。行政法人設理事會者，置理事長一人，由理事互推一人為理事

長，由監督機關聘任或由監督機關提請行政院院長聘任；解聘時，亦同。董（理）事

長對內綜理行政法人一切事務，對外代表行政法人。」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8條規定董（理事會），其規定：「董（理）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二、年度營運（業務）計畫之審議。三、年度預算及決

算之審議。四、規章之審議。五、自有不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六、其他重

大事項之審議。董（理）事會應定期開會，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董（理）事

長召集，並擔任主席。監事或常務監事，應列席董（理）事會議。」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9條規定「董事會的職權」：「監事或監事會職權如下：一、

年度營運（業務）決算之審核。二、營運（業務）、財務狀況之監督。三、財務帳冊、

文件及財產資料之稽核。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0條規定「監事會的職權」：「董（理）事、監事應親自

出席董（理）事會議、監事會議，不得委託他人代理出席。」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1條規定行政法人的首長的聘任以及涉有行政首長時，

該行政法人之責任：「兼任之董（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五）規範行政法人監督機關之監督權限 

從「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4 條至第 15 條主要規範行政法人的監督機關監督權

限，其內容包括核定權、評鑑權及其內容。「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4條、第 17條規

定行政機關對於行政法人的核定權：「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4條規定：「監督機關應

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理行政法人之績效評鑑。行政法人

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行政院定之。」；「行政法人法草案」

第 17條規定：「行政法人於會計年度終了一定時間內，應將年度執行成果及決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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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理）事會審核，並經監事或監事會通過後，報請

監督機關備查。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

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理。」 

（六）規範行政法人進用之人員，其權利義務以及公務人員移轉到行政法人任用時期

權益保障相關規定（「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9條至第 28條）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9條規定：「原機關（構）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相關任

用法律任用、派用公務人員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行政法人繼續任用者（以

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練進修、

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福利及其他權益事項，均依原適用之

公務人員相關法令辦理。但不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令辦理之事項，由行政院

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行之。前項繼續任用人員中，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理，與

其他公務人員同。前二項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

內，依規定辦理陞遷及銓敘審定。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得隨時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法令辦理退休、資遣後，擔任行政法人職務，不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慰助

金，並改依行政法人人事管理規章進用。」對於「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9條考試院

有不同意見100。 

另外「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20條至第 24條分別對於：1原機關（構）公務人員

不願隨同移轉行政法人者、（第 20 條）；2原機關（構）現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及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21條）；3原機關（構）現

有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理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22條）；4原機關（構）

現有依事務管理規則進用之工友（含技工、駕駛）（23條）等，如果不願隨同移轉至

新成立的行政法人時，應該如何安置加以規定。 

（七）有關行政法人之會計制度、財務報表以及成立當年度對政府核撥經費之調整運

                                                 
100 參考請參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網頁中有關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19條內容：

http://www.cpa.gov.tw/cpa2004/pllaw/PLRL6854P.html；下載網址：
http://www.cpa.gov.tw/cpa2004/pllaw/download/PLRL940816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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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應如何處理加以規定。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29條規定：「行政法人之會計年度，應與政府會計年度一

致。」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0條規定：「行政法人之會計制度，依行政法人會計制度

設置準則訂定。前項會計制度設置準則，由行政院定之。行政法人財務報表，應委請

會計師進行查核簽證。」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1條規定：「行政法人成立年度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原

機關（構）或其上級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不受預算法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

三條規定之限制。」 

（八）有關行政法人公有財產、自有財產之定義及公有財產之管理、使用、收益等相

關規定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2條規定：「原機關（構）改制為行政法人業務上有必要

使用之公有財產，得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不適用預

算法、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行政法人設立後，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不動產。土

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良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

之當年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年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理機關估價結果為準。行

政法人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第一項出租、無償

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行政法人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公有財產之管

理、使用、收益等事項，依其他法律之規定；其他法律未規定者，由監督機關另定辦

法規範之。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理機關接管。」 

（九）有關政府核撥行政法人經費，如何依法定預算程序辦理，並受審計監督之規定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3條規定：「政府機關核撥行政法人之經費，應依法定預

算程序辦理，並受審計監督。」 

（十）有關行政法人之舉債限制、辦理採購以及其年度財務報表、年度營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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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其他資訊應如何主動公開加以規定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4條規定：「行政法人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

限。預算執行結果，如有不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

定。」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5條規定：「行政法人辦理採購，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

並應依我國締結簽訂條約或協定之規定，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該

規定辦理外，不適用該法之規定。」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6條規定：「行政法人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

規公開之；其年度財務報表及年度營運（業務）資訊，應主動公開。」 

（十一）有關人民對行政法人之行政處分不服者，如何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

提起訴願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7條：「對於行政法人之行政處分不服者，得依訴願法之

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十二）規範行政法人解散之條件與程序及解散後人員、財產及相關債務處理方式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8條規定：「行政法人因情事變更或績效不彰，致不能達

成其設立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行政院同意後解散之。行政法人解散時，繼續任用

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法令辦理退休、資遣；其餘人員，

終止其契約；其剩餘財產繳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十三）規定行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有行政法人化之需求

時，得準用本法 

「行政法人法草案」第 39條規定：「本法於行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設立

行政法人時，準用之。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特定公共任務，直轄市、縣（市）

得準用本法之規定制定自治條例，設立行政法人。」 



 

 127

肆、我國公益信託制度 

我國於 1996 年（民國 85）年 1月 26日公布「信託法」，全文共 86個條文，在

第 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

旨，為受益人之利益或為特定之目的，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另外，在信託

法第八章第 69條至第 85條規範公益信託。並在信託法第 85條規定：「公益信託之

許可及監督辦法，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目前台灣各公益信託之主管機關訂

定有許可及監督辦法，在網路上可以找到的有 9個部會，分別是： 

1. 內政部於 2000 年（民國 89 年）12月 30日發布之「內政業務公益信託許可

及監督辦法」； 

2. 財政部於 2004 年（民國 93 年）6月 30日發布之「銀行相關業務公益信託許

可及監督辦法」； 

3. 教育部於 2001 年（民國 90 年 6月 16日）發布之「教育公益信託許可及監

督辦法」； 

4.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8月 5日發布之「體育業務公益

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5.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 12月 9日）發布之「文化公

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6. 法務部於 1996 年（民國 85 年）12月 4日發布之「法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

辦法」； 

7.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於 2003 年（民國 92 年）3月 26日發布之「原子能業務

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8.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10月 2日發布之「消費者

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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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於 2003 年（民國 92 年）5月 14日發布之「環境保護

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由於公益信託不像財團法人般要有一定數量的財產（設立基金）才能設立。且公

益信託的財產可以被使用，不像財團法人，僅能運用財產孳息或募款所得，達到財團

設立目的。因此，有可能在低利率時代，在可預見的未來，只要國人懂得使用公益信

託制度，或許公益信託制度將逐漸取代私人捐助財產成立的財團法人制度。下面將簡

單說明我國信託法中公益信託制度的規定。 

一、公益信託的定義 

信託法第 69條說明：「稱公益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

祀或其他以公共利益為目的之信託。」 

我們可以看到公益信託的目的，跟目前在台灣財團法人所成立的宗旨很類似，主

要是以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利益為目的。 

二、公益信託的設立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許可 

信託法第 70條規定：「公益信託之設立及其受託人，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

可。前項許可之申請，由受託人為之。」 

（二）委託人可以是公眾 

信託法第 71條規定：「法人為增進公共利益，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

託人，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前項信託對公眾宣言前，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第一項信託關係所生之權利義務，依該法人之決議及宣言內容定之。」 

三、公益信託的監督 

（一）監督主管機關及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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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72條第 1項規定：「公益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 

另外有關主管機關監督的權限如下： 

1. 檢查信託事務及財產狀況 

信託法第 72條第 2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信託事務及財產狀況；

必要時並得命受託人提供相當之擔保或為其他處置。」 

2. 變更信託條款 

信託法第 73條規定：「公益信託成立後發生信託行為當時不能預見之情事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參酌信託本旨，變更信託條款。」 

（二）信託監察人 

信託法第 75條規定：「公益信託應置信託監察人。」而信託監察人的功能根據

信託法第 72條第 3項規定：「受託人應每年至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處理情形及財

務狀況，送公益信託監察人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告之。」 

（三）法院的監督 

信託法第 76條規定：「（信託法）第 35條第 1項第 3款、第 36條第 2項、第

3項、第 45條第 2項、第 46條、第 56條到 59條所定法院之權限，於公益信託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行之。但第 36條第 2項、第 3項、第 45條第 2項及第 46條所定

之權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依職權為之。」由信託法第 76條規定，可以看到法

院的權限如下： 

1. 允許受託人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利 

信託法第 35條第 1項第 3款主要規定，有不得已事由，得經法院許可者，讓受

託人除有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利。 

2. 解任受託人 



 

 130

信託法第 36條第 2項則規定：「受託人違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法院

得因委託人或受益人之聲請將其解任。」 

3. 選任新受託人或受託人 

在信託法第 36、46、59條中分別規定法院可以選任新信託人或信託人的權限。 

信託法第 36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得

指定新受託人，如不能或不為指定者，法院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新受

託人，並為必要之處分。」 

信託法第 46條規定：「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不能接受信託時，利害關係人

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但遺囑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信託法第 59條規定：「信託監察人辭任或解任時，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指

定或選任之人得選任新信託監察人；不能或不為選任者，法院亦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

察官之聲請選任之。信託監察人拒絕或不能接任時，準用前項規定。」 

4. 因信託監察人之請求，就信託財產酌給相當報酬 

信託法第 56條規定：「法院因信託監察人之請求，得斟酌其職務之繁簡及信託

財產之狀況，就信託財產酌給相當報酬。但信託行為另有訂定者，從其所定。」 

5. 許可信託監察人之辭任 

信託法第 57條規定：「信託監察人有正當事由時，得經指定或選任之人同意或

法院之許可辭任。」 

6. 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解任信託監察人 

信託法第 58條規定：「託監察人怠於執行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指定或

選任之人得解任之；法院亦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將其解任。」 

四、公益信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公益信託的撤銷或其他必要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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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公益信託違反設立許可條件、監督命令或為其他

有害公益之行為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其無正當

理由連續三年不為活動者，亦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撤銷公益信託或為必要處置前，依據信託法第 77條第 2

項規定，應通知委託人、信託監察人及受託人於限期內表示意見。但不能通知者，不

在此限。 

五、公益信託之消滅 

信託法第 78條規定：「公益信託，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設立之許可而消滅。」 

公益信託也有可能依信託法第 62條規定消滅，第 62條規定：「信託關係，因

信託行為所定事由發生，或因信託目的已完成或不能完成而消滅。」 

不過信託法第 80條規定：「公益信託關係依第六十二條規定消滅者，受託人應

於一個月內，將消滅之事由及年月日，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報。」 

信託法第 81條並規定：「公益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應於依第六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取得信託監察人承認後十五日內，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報。」 

六、公益信託消滅後，信託財產之歸屬 

信託法第 79條規定：「公益信託關係消滅，而無信託行為所訂信託財產歸屬權

利人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為類似之目的，使信託關係存續，或使信託財產移轉於

有類似目的之公益法人或公益信託。」 

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懲處權 

（一）對於公益信託之受託人之懲處權 

信託法第 82條規定：「公益信託之受託人有左列情事之一者，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一、帳簿、財產目錄或收支計算表有不

實之記載。二、拒絕、妨礙或規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檢查。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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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為不實之申報或隱瞞事實。四、怠於公告或為不實之公告。五、違反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監督之命令。」 

（二）對於任何人的懲處權 

信託法第 83條規定：「未經許可，不得使用公益信託之名稱或使用易於使人誤

認為公益信託之文字。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八、實務上公益信託的面貌 

要瞭解我國實務上公益信託的面貌，可以從公益信託雷震民主人權基金在網路上

公告的資料看出101： 

項目 內容 
性質 法務公益信託 
核准設立 法務部 94 年 10月 24日法律字第 0940041049號函核准設立 
委託人 雷美琳女士 
信託目的 本公益信託以「維護雷震先生一貫主張倡導、宣揚深化民主制度及

提昇人權標準、推動區域人權關懷與和平運動以及維護及落實中國

及亞洲區域與台灣人民之人權」為宗旨，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下列

公益事項： 
一、人權內涵及趨勢之研究。 
二、中國及亞洲區域人權之監測及研析。 
三、推動人權法案與國際人權體系接軌。 
四、推動國內外人權組織進行經驗交流與資源合作。 
五、培育人權種子，推廣人權教育。 
六、提供人權受害者之支援。 
七、紀念雷震先生事蹟行誼之相關活動。 
八、其他有關深化民主制度及人權提昇普及之活動。 

信託監察人 金陵先生 
金恆煒先生 

諮詢委員 黃黌先生、雷天洪先生、王榮文先生、林淇先生、曾志朗先生、黃

文雄先生、雷美琳女士、薛化元先生、薛欽峰先生、阮銘先生、林

保華先生、高志明先生、顧立雄先生、顧忠華先生 
捐款專戶 受款行：中央信託局國內銀行處 

帳號：0045-201-0384473 
戶名：公益信託雷震民主人權基金專戶 

                                                 
101 參考網址：https://www.ctoc.com.tw/news/news_content.asp?key=414&linkn=010（公佈日期：

2005 年（民國 94 年）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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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1.本公益信託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三規定，得列為個人綜合所得

列舉扣除額或營利事業當年度費用或損失。請以捐款人名義匯款，

完成匯款後，請電洽 02-23111511轉 2649分機黃小姐或傳真
02-23713094，告知捐款人姓名、匯款金額及通訊地址，俾受託人

開立捐款收據予捐款人作為報稅時捐贈扣抵之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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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有關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的修正建議102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於針對國科會目前所訂定之「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

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以及「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作業手冊」提出修

正建議。 

由於這兩個規範屬於國科會內部監督財團法人業務處理依據或行使裁量權裁量

基準究為行政規則或法規命令，混淆不清。為了檢驗此二法規範是否符合憲法第 23

條有關法律保留原則得對外產生效力，因此本研究計畫在計畫進行過程中邀請國內重

要的行政法與憲法學者將針對上述這些法規範加以討論並提出修正意見。 

本章將分別下列幾個重點針對國科會監督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業務相關規定加以

檢討，以便國科會對於其所核准設立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在有關其財產狀況及各項

業務（包括會計財務狀況、業務運作情形等），能夠合法、合理的進行監督管理之責。

本研究計畫將針對下面幾個重點提出建議如下： 

壹、國科會根據財團法人成立的法律依據進行監督之基本原則 

（一）目前國科會所監督之財團法人僅有五個在國科會監督之財團法人，若有設置條

例，是依設置條例捐助成立，那就依設置條例之規定加以監督。例如國科會所

監督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其基金是由國家全部捐款成立的，且有特

別條例、特別授權，因此對於其監督應該先依監督條例的規定。監督條例有所

不足時。則由其他法律規範例如民法、稅法、預算法等相關規範監督。私人捐

助成立之財團法人則依民法規定監督。對於沒有政府捐助或者政府的捐助財產

佔財團法人之基金的數量不超過一定比例時，則依據民法規定，以及國科會基

於法律授權所定之法規命令執行監督業務。關於財團法人是否要依據其由國家

                                                 
102 此一部份等於對於國科會手冊的修改建議。依行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 159條、第 174-1條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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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或年度補助比例而決定監督的密度等問題，可以進一步討論，不過由於此

一部份並無法律規定，因此建議國科會若對於某些財團法人有特別的補助時，

可以在補助規則中訂定監督方式103。 

（二）本章相關修正建議除參考憲法、行政法學者的意見外，並參考經濟部、教育部、

青輔會的相關規範。 

（三）國科會在監督各財團法人業務時，對於組織龐大如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時，其員工規範：是否符合兩性平等工作法有關育嬰假之相關規範應加以注意。 

（四）本修正建議的相關資料包括下面幾種： 

（並包括各地方法院有關財團法人登記的相關資料） 

1 說明部分 

2 目次 

3 監督要點條文 

4 申請設立許可文件參考範例 

貳、有關手冊修正說明建議修正內容 

說明 

一、由於國科會訂定此一規範係依據民法規定執行其對於財團法人的成立許可及監督

業務而訂定，因此，建議修正範範名稱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

                                                 
103 經濟部的作法如下：也就是從財團法人是否由政府捐助成立或年度補助達一定的比例時，區

別所謂的公或私財團法人加以監督。（考行政函釋經商字第 09302036670號「經濟部對經濟事
務財團法人管理及監督作業規範」的「參、財團法人組織與人事」之「十一、創立基金政府捐

助比例在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或接受政府委辦或補助經費在新臺幣五百萬以上或占該法人年度

經費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財團法人，均應訂定組織章程，並報本部備查；修正時亦同。」（網址：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J00800%B8g%B0%D3+++++++++++++
+++++09302036670+。上網日期：2006 年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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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許可及監督要點」。104（本條說明做部分修改） 

二、本作業手冊編排順序為「壹、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許可

及監督要點」、「貳、申請設立許可文件參考範例」、「參、業務處理參考範例」、「肆、

常用法規」、「伍、法令函釋」、「附錄」等項目，可供國科會工作同人承辦案件之

參考，並可提供各財團法人之申請人、從業人員、董監事或其他等有關人士參考。 

（本條說明未修改） 

三、國科會僅受理從事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之許可申請，故財團法人捐助章程中對於成

立宗旨（或目的）宜作明確規範，各項目的事業亦應根據宗旨（或目的）條列，

業務計畫則應根據設立宗旨（或目的）具體擬定，並應概估其經費預算及效益。

（本條說明做部分修改） 

四、各年度下半年（七月至十二月）之申請案應擬定下年度之業務計畫及財務說明。

（本條說明未修改） 

五、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及財團法人同步輻射中心之董事之聘任之相關專長之

學者專家擔任，其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關於此一部分的規定對於私人捐助

成立的財團法人並無法律依據。）（本條說明未修改） 

六、各財團法人有關其工作人員之組織、編制及員額、辦事細則、獎助（獎勵）辦法

及其他有關作業規範事項等，可視需要由董事會自行擬定，並視業務需要將所建

立之人事、會計及稽核制度或有關作業規範等資料報國科會備查。但依據立法院

通過之「條例」成立的財團法人必須依據各該條例規定處理。 

（本條說明做部分修改） 

七、申請文件請以Ａ４直印格式活頁裝訂成四冊，另加封面。封面註明「財團法人

○○○○○○申請文件」。四份文件中至少應有三份為正本（法院、本會及法人

                                                 
104 新舊版本對照表請參考本報告第 138-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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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存一份），另一份可為影本（留存本會業務單位建檔備查）。 

（本條說明未修改） 

八、申請程序及處理期限，請參閱本手冊所附申請流程圖（附錄二），國科會自受理

申請至提會審查通過，約需二個月處理時間，必要時處理期限得予以延長，並由

國科會通知申請人。（本條說明未修改） 

九、附列之「如何至地方法院辦理財團法人登記事項」（附錄一）僅供參考，於實際

案例申請或變更時，應請申請人逕向所在地法院查詢。（本條說明做部分修改） 

十、本業務承辦單位：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綜合業務處三科，聯絡電話：（○二）二

七三七七五七一~~二，傳真：（○二）二七三七七九二四或二七三七七五六六。 

（本條說明未修改） 

十一、本會僅受理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之申請，故章程中對於成立宗旨宜作明確規範；

各項目的事業亦應根據宗旨條列，業務計畫則應根據設立宗旨及目的具體擬定；

並應概估其經費預算及效益。（本條為本計畫新增說明） 

參、手冊目次的修正 

壹、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條文

（經本計畫修改過） 

貳、申請設立許可文件參考範例 

一、申請書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二、捐助章程參考範例 

（經本計畫修改過並增加私人捐助之財團法人參考範例） 

三、捐助人名冊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四、捐助財產清冊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五、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名冊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六、願任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同意書參考範例 

（經本計畫修改過） 

七、財團法人及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印鑑（簽名）清冊參考範例 

（經本計畫修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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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捐助人會議紀錄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九、董事籌備會議紀錄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十、年度業務計畫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十一、捐助證明書範例（本計畫建議增加部分） 

十二、遴聘第一屆董事證明書範例（本計畫建議增加部分） 

參、業務處理參考範例 

一、董事會（經本計畫修改過） 

二、年度報告（未修改） 

三、捐助章程變更（未修改） 

四、會計處理（經本計畫修改過） 

五、組織章程參考範例（本計畫僅修改章程標題，並加註建議事項。章程

條文內容未修改） 

六、人事制度參考範例（本計畫僅修改章程標題，並加註建議事項。章程

條文內容未修改） 

七、內部稽核制度參考範例（本計畫僅修改章程標題，並加註建議事項。

章程條文內容未修改） 

八、會計制度參考範例（未修改） 

九、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書編製內容及其格式參考範例（未修改） 

肆、常用法規（更新為目前法規） 

伍、法令函釋（除原有之法令函釋，本計畫新增行政函釋） 

陸、國科會處理審查財團法人設立許可申請流程圖（經本計畫修改過） 

附錄一、如何至地方法院辦理財團法人登記事項（已更新；參考臺北地方

法院之網路資訊） 

附錄二、法人登記聲請書（本計畫建議增加部分；參考司法院之網路資訊） 

附錄三、法人登記簿抄錄閱覽聲請書（本計畫建議增加部分；參考司法院

之網路資訊） 

附錄四、血親及姻親系統參考表（經本計畫修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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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關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與監督要點的修正建議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二月十九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會報第四五四次核定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三日臺會綜三字第○九二○○一一○六四號函下達 
中華民國 95 年 4月本計畫主持人陳惠馨教授建議修正 
 

舊 版 建 議 修 正 新 版 草 案 理 由 

一、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理科

技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團法人)之設立許可

及監督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一、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審查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團法人)之設立

許可及監督事宜，特依民法有關規定訂定本要

點。 

依行政程序法第 159條
第 2項第 2款，及第 160
條。 

二、 本要點所稱財團法人，指以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為

目的，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及相關科技推廣或

服務為主要業務之財團法人。 

二、 本要點所稱財團法人，指以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為
目的，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及相關科技推廣或

服務為主要業務並依民法設立登記之財團法人。

依民法第 32、33、59
條。 

財團法人之設立，應依捐助章程規定，設置董

事，由董事依民法第 59條規定向本會申請許可
後，向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聲請設立登記。 

財團法人之設立，應依捐助章程由捐助人依民法

第 59條向本會申請設立許可後，由董事依民法

總則施行法第 10條之規定向事務所所在地之聲
請登記，並應附具捐助章程或遺囑備案。 

依據民法第 30、31、59
條及第 61條第 2項之
規定；民法總則施行法

第 10條。 

三、 

以遺囑捐助設立者，由遺囑執行人申請許可。 

三、 

以遺囑捐助設立者，由遺囑執行人申請許可。 未改 
向本會申請設立許可，應備具申請書一份及下列

文件一式四份： 
財團法人之捐助人或遺囑執行人向本會申請設

立許可時，應依民法第 61條之規定備具申請書
一份及下列文件一式四份： 

依民法弟 61條。 四、 

（一）捐助章程；以遺囑捐助設立者，其遺囑影

本及遺囑執行人依第五點第二項訂定之

捐助章程影本。 

四、 

（一）捐助章程；以遺囑捐助設立者，其遺囑

影本及遺囑執行人訂定之捐助章程影

本。 

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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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版 建 議 修 正 新 版 草 案 理 由 

（二）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二）捐助人名冊、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

件；以遺囑捐助設立者，以遺囑所指捐

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1.參照教育部審查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

可及監督要點增列「捐

助人名冊」。 
2.增列以遺囑捐助設立

之所需證明文件。 
（三）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冊及國民身分

證影本。董事、監察人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者，其護照或居留證影本。 

（三）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冊及國民身

分證影本。董事、監察人未具中華民國

國籍者，其護照或居留證影本。 

未改 

（四）願任董事同意書。設有監察人者，願任監

察人同意書。申請時已確定董事長者，其

願任董事長同意書。 

（四）願任董事同意書。設有監察人者，願任

監察人同意書。申請時已確定董事長

者，其願任董事長同意書。 

未改 

（五）財團法人印信及董事印鑑清冊或簽名清

冊。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印鑑清冊或簽

名清冊。 

（五）財團法人印信及董事印鑑清冊或簽名清

冊。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印鑑清冊或

簽名清冊。 

未改 

（六）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登記時，將捐

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承諾書。

（六）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登記時，將

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承諾

書。 

未改 

（七）業務計畫及財務說明書。 （七）依民法第 60條第 2項及第 63條規
定，提供達成財團法人之設立目的及

運用、保存財產之計畫及說明書。 

依民法第 60條第 2
項、第 63條規定。 

前項第 3款所訂名冊應載明姓名、性別、出生日
期、現職、學經歷、現址及戶籍地。 

前項第 3款所訂名冊應載明姓名、性別、出
生日期、現職、學經歷、現址及戶籍地。 

未改 

 

第 1項情形得補正者，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 1項情形得補正者，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未改 

本會應審查捐助章程記載事項如下： 捐助章程記載事項如下： 依民法第 61條 五、 
（一） 目的、名稱及主、分事務所所在地。

五、 
（一） 目的、名稱及主、分事務所所在地。 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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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捐助人姓名或名稱。 （二） 捐助人姓名或名稱；捐助人為法人

時，其代表人。 
依民法第 60條第 2項。 

（三） 捐助財產之種類、總額及保管運用方

式。 
（三） 捐助財產之種類、總額及保管運用方

式。 
未改 

（四） 業務項目、管理及運作方法。 （四） 具體實現捐助目的的方式、組織及管

理方法、財產管理、及運作方式。 

依民法第 62條 

（五） 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額、資格、
產生方式、任期及選（解）聘等事項。

（五） 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額、資格、

產生方式、任期、任期出缺補選及選

（解）聘等事項。 

依民法第 61條第 1項第
6款。 

（六） 董事長之產生方式、任期及權限、任期
中出缺補選及任期屆滿之改選事項。

（六） 訂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名稱（例

如董事長）、姓名、產生方式、任期、

權限、出缺及任期屆滿的改選事項。

依民法第 61條第 1項第
7款。 

（七） 董事會之組織、職權、運作方式及決議
方法。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之組織、

職權、運作方式及決議方法。 

（七） 董事會之組織、職權、運作方式及決

議方法。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之組

織、職權、運作方式及決議方法。 

未改 

（八） 會計年度之起迄期間及預算、決算之編

送時限及對象。 
（八） 會計年度之起迄期間及預算、決算之

編送時限及對象。 
未改 

（九） 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九） 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依民法第 44條。 
（十） 定有存立期間者，其期間。 （十） 定有存立期間者，其期間。 未改 
（十一）訂定章程之年、月、日。 （十一） 訂定章程之年、月、日。 未改 
以遺囑捐助設立，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者，由

遺囑執行人訂定捐助章程。 

 

以遺囑捐助設立，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者，由

遺囑執行人訂定捐助章程。 
未改 

 

  以遺囑捐助設立，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並因

此造成組織不完全或重要管理方法不具備者，由

利害關係人，申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 

依民法第 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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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設立財團法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民法

第 59條規定不予許可，已許可者，依民法第 34
條規定撤銷之： 

申請設立財團法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民法第

59條規定不予許可： 
依行政程序法第 111條
（查第幾項第幾款） 

（一）設立目的非關科技事務或不合公益者。 （一）設立目的不合公益者。 民法第 33條。 
（二）設立目的或業務項目違反法令、公共秩序

或善良風俗者。 
（二）具體捐助目的實現、組織、管理方法違

反法令或公共秩序、善良風俗者。  

參考民法第 33、34、59
條。 

（三）捐助財產不足以達成其設立目的及業務

宗旨者。 
（三）捐助財產不足以達成其捐助目的者。 依民法第 65條。 

（四）業務項目與設立目的不符合者。 （四）實現的方法、組織的運作、財產的管理、

保存方法，與設立目的不符合者 

依民法第 65條。 

（五）經辦之業務以營利為目的者。 （五）設立以分配盈餘為目的者。 依民法第 65條。 

六、 

（六）未於規定期限內向法院聲請登記者。 

六、 

   
七、 本會受理申請設立財團法人，其經審查許可者，

發給設立許可文書，並將申請書之附件二份加蓋

印信，發還申請人，一份留存備查。 

七、 本會受理申請設立財團法人，其經審查許可者，

發給設立許可文書，並將申請書之附件二份加蓋

印信，發還申請人，一份留存備查。 

依民法第 59條。 

本會依前點規定發給許可文書時，應附記下列事

項： 
本會依前點規定發給許可文書時，應附記下列事

項： 
未改 

（一）受設立許可之財團法人應自收受設立許

可文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由董事向主事

務所所在地法院聲請登記，並於收受法院

發給登記證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該證

書影本送本會備查。 

（一）受設立許可之財團法人應自收受設立許

可文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由董事向主

事務所所在地法院聲請登記，並於收受

法院發給登記證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將該證書影本送本會備查。 

未改 
依民法第 32條、第 61
條。 

八、 

（二）完成登記之財團法人並應向主事務所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繳單位設立登

記，並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會備查。 

八、 

（二）完成登記之財團法人並應向主事務所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繳單位設立登

記，並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會備查。 

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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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助人或遺囑執行人應於向法院完成設

立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將捐助財產全

部移歸財團法人，以財團法人名義登記或

專戶儲存後，報本會備查。 

（三）捐助人或遺囑執行人應於向法院完成設

立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將捐助財產

全部移歸財團法人，以財團法人名義登

記或專戶儲存後，報本會備查。 

未改 

（四）財團法人許可設立事項如有變更，應於變

更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有關

文件申報本會許可，並於許可後三十日內

向所在地法院為變更登記。於取得換發之

法人登記證書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送本會

及主事務所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四）財團法人許可設立事項如有變更，應於

變更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

有關文件申報本會許可，並於許可後三

十日內向所在地法院為變更登記。於取

得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送本會及主事務所所在地稅捐稽徵

機關備查。 

未改 

（五）財團法人為投資行為者，應將其所得利益

用於公益事業。 
（五）財團法人為投資行為者，應將其所得利

益用於實現該財團法人成立目的。 
依民法第 60條、第 65
條。 

（六）財團法人設有董事會者，每半年至少開會

一次，其會議紀錄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

送本會備查；開會如有重大事項之討論，

應通知本會，本會得派員列席。 

（六）財團法人設有董事會者，每半年至少開

會一次，其會議紀錄於會議結束後一個

月內送本會備查。 

財團法人之監督依民法

第 32條為法律監督，派

員列席為行政監督，不宜

為之。 

 

（七）停止業務活動繼續二年以上者或對特定

人給予特殊利益者，本會得予糾正並限期

改善，屆期不改善，本會得依民法第三十

四條規定廢止其許可。 

 

（七）停止業務活動繼續二年以上者或對特定

人給予不當利益者，本會得予糾正並限

期改善，屆期不改善，本會得依民法第

34條、第 65條規定廢止其許可或解散
之。 

依民法第 34條、第 65
條。 

九、 財團法人經許可設立後，本會應依民法第三十二

條等規定監督下列事項： 
九、 財團法人經許可設立後，本會應依民法第三十二

條等規定監督下列事項： 
依民法第 32條、第 62
條、第 63條、第 64條、
第 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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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團法人應於每年一月底前將其當年營

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書及經費預算；每年五

月底前，將其前一年工作報告、經費、財

產清冊及財務報告等各項營運與資金運

用資料，分別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本會備

查。 

（一）財團法人應於每年一月底前將其當年營

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書及經費預算；每年

五月底前，將其前一年工作報告、經費、

財產清冊及財務報告等各項營運與資金

運用資料，分別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本

會備查。 

未改 

（二）得派員檢查財團法人之組織運作及管理

方式、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財產保存、財

產保管及運用情形、財務狀況、公益績

效、業務運作狀況及歷次董事會會議紀

錄。 

（二）得派員檢查財團法人之組織運作及管理

方式、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財產保存、

財產保管及運用情形、財務狀況、以及

達捐助目的之績效、業務運作狀況及歷

次董事會會議紀錄。 

民法第 60條、第 64條、
第 65條。 

（三）財團法人捐助財產之動用或處分，應經捐

助章程明訂董事會得決議動用或處分，並

經主管機關許可。 

（三）財團法人捐助財產之動用或處分，若經

捐助章程明訂董事會議得決議動用或處

分，始可為之。 

刪除「經主管機關許

可」。 

（四）財團法人辦理各種業務，應依法令運用捐

助財產及各項收入，並不得有分配盈餘之

行為。 

（四）財團法人辦理各種業務，應依法令運用

捐助財產及各項收入，並不得有分配盈

餘之行為。 

未改 

（五）財團法人應業務需要得將其所建立之人

事、會計及稽核制度或有關作業規定等資

料報本會備查。 

（五）財團法人應業務需要得將其所建立之人

事、會計及稽核制度或有關作業規定等

資料報本會備查。 

未改 

（六）其他法律規定之事項。 （六）其他法律規定之事項。 未改 
前項第一款所稱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書至少應

包括業務計畫書、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狀況、固

定資產投資計畫、資金轉投資計畫及其他重要投

資及理財計畫等。 

前項第 1款所稱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書包括業

務計畫書、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狀況、固定資產

投資計畫、資金轉投資計畫及其他重要投資及理

財計畫等。 

依據民法第 32條。 

 

 

 

本會對財團法人進行監督時，如發現有違反章程

或其他違反法令之行為，應依民法第 62條至第
65條規定處理，若有犯罪之嫌疑，並應告發之。

依民法第 62條至第 6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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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會得予糾正並限

期改善，屆期不改善者，本會得依民法第三十四

條規定廢止其許可，並通知法人登記之法院及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十、 財團法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會得予糾正並限

期改善，屆期不改善者，本會得依民法第三十四

條規定撤銷其許可，或依民法第 65條規定為前
項之處分時解散之，應通知財團法人登記之法院

及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依民法第 34條、第 65
條。 

 
（參考「行政院青年輔導

委員會審查青年輔導事

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

監督要點」第 25條） 
（一） 違反法令、捐助章程或遺囑者。 （一）違反法令、捐助章程或遺囑者。 未改 
（二） 業務項目、管理、運作方式與設立目

的不符者。 

 
（二）運作方式與設立目的不符者。 依民法第 34條、第 65

條。 
   （三）未於規定期限內向法院聲請登記者。 原要點第 6條第 1項第 6

款。 
   （四）停止業務活動繼續達二年以上。 依民法第 65條。 
   （五）財務收支不具合法之憑據或未具有完備

之會計帳冊。 
依民法第 34條、第 65
條。 

   （六）隱匿財產或妨礙本會檢查或稽核。 依民法第 34條。 

   （七）對於業務或財務為不實之陳報。 依民法第 34條、第 65
條。 

 本會為撤銷許可處分前，應依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第 1項規定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見之機會。

依行政程序法第 102條
第 1項。 

十、 

董事或監察人不遵守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或妨

礙其檢查者，本會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違反法令或章程，足

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利益者，本會得依民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 

 

 原要點第 10條第 2項移
至第 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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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因情事變更，致財團之目的不能達到時，主管機

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更其目的及其必要之

組織，或解散之。 

依民法第 65條。 

  十二、董事或監察人不遵守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或妨

礙其檢查者，本會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違反法令或章程，足

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利益者，本會得依民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目前銀元是乘以新台幣三倍的

換算比。） 

原要點第 10條第 2款。 

財團法人經董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散、經本會

撤銷、廢止許可或經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即

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相關規定辦理解散及清

算終結登記，並於完成登記後，報本會備查。 

十三、財團法人於下列情況下應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

等相關規定辦理解散及清算終結登記，並於完成

登記後，報本會備查： 
（一）依捐助章程解散時； 
（二）經本會依民法第 34條、第 65條規定撤

銷許可或解散者； 
（三）法院依民法第 36條宣告解散。 

 十一、 

財團法人解散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民法第四

十四條規定應依其捐助章程或遺囑之規定。但不

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利團體。捐助章程或遺囑

未規定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其主事務所所在地

之地方自治團體。 

十四、財團法人解散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民法第四

十四條規定應依其捐助章程或遺囑之規定。但不

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利團體。捐助章程或遺囑

未規定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其主事務所所在地

之地方自治團體。 

依民法第 44條。 
原要點第 11條第 2項移
至第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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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相關文件表格的修正建議 

一、申請設立許可文件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一）申請書參考範例（註：申請書僅須檢附一份即可）： 

           
受文者：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主 旨：為申請設立國科會財團法人○○○○○○○案，請 同意。 
說 明： 
一、依民法第 59條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許可及監督要

點條文」之規定辦理。 
二、檢附下列文件各一式四份（以Ａ４直印格式活頁裝訂）：（依據修正後要點第三條

規定辦理）： 
（一）財團法人之名稱 
（二）捐助章程；以遺囑捐助設立者，其遺囑影本及遺囑執行人訂定之捐助章程

影本。 
（三）捐助人名冊、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以遺囑捐助設立者，以遺囑所

指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四）董事或監察人名冊、國民身分證影本（董事、監察人未具本國國籍者，其

護照或居留證影本）。所訂名冊應載名姓名、性別、出生日期、現職、學

經歷、現址及戶籍地。 
（五）願認董事同意書或願認監察人同意書。申請時已確定董事長者，其願認董

事長同意書。 
（六）財團法人印信及董事印鑑董事印鑑清冊或簽名清冊。設有監察人者，監察

人印鑑清冊或簽名清冊。 
（七）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承

諾書。 
（八）為達成財團法人之設立目的及保存財產之計畫及說明書。 

 
申請人：○○○（代表或併列）印 
聯絡人： 
聯絡地址（含郵遞區號）： 
聯絡電話： 
聯絡電子信箱： 
傳真： 

 
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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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助章程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並增加私人捐助之財團法人參考範例） 

(捐助章程請依實際需求編訂，其內容至少應符合民法第 61條及行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許可及監督要點草案第 5條之規定) 
1. 捐助章程參考範例一（此一範例供由國家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作為參考，跟原來

國科會作業手冊之內容大致相同，有修改部分以其他字體或顏色呈現）。 

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訂定（修訂） 

章 程 條 文 說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財團法人定名為「科技事務」

財團法人○○○○○○」（以下簡稱

本財團法人），本財團法人之設立及

管理方法，依「xx」設置條例、民

法以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許可及監督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及其他有關法

令之規定辦理。 

 

 

一、 本條為名稱之規定，財團法人應在

其名稱文字上冠以「科技事務」財

團法人」之字樣。 

二、 經立法特許設立之財團法人，可引

據法律條文訂之。例如，「係依據

『○○○○設置條例』第○○條之

規定成立之（或組織之）」。 

三、 名稱太長有簡稱之必要者，或有外

文之名稱者，亦可在本條中一併訂

之。 

第 二 條  本財團法人之設立目的如下：

一、⋯⋯⋯⋯ 

二、⋯⋯⋯⋯ 

三、⋯⋯⋯⋯ 

本條所訂定之目的，除須符合公益外，亦

需符合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為目的或其他

有關科技發展事務之需要。 

第  三  條  本財團法人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六、其他符合本財團法人設立

宗旨（或目的）之科技事

務。 

本條文其內容必須符合前條所定之目的

或宗旨，並以從事科技研究發展及相關科

技推廣或服務業務為主；若兼有其他部會

主管業務，國科會將函會其他有關部會主

管機關，請其提供主管機關之意見。 

第 四 條  本財團法人設於○○市○○區

○○里○○鄰○○路○○巷○○弄

一、 本條為財團法人事務所所在地址

之規定，應詳細具體訂明地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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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程 條 文 說 明 

○○ 號 ○○ 樓 （ 郵 遞 區 號

○○○○○），並得視業務需要，經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

國科會）許可後，於國內、外適當

地點設立分支機構、事務所或派駐

代表。 

 

※ 註：其他如有總則性事項，亦可於

此增訂 

不得僅籠統訂於○○市或○○鎮

為止。如一時不能有確定之地址，

可予許可後補列。 

二、 如有分事務所，應將主事務所及分

事務所分別訂明。 

第二章 組織 

 

 

 

 

 

 

 

第 五 條  本財團法人設董事會，由董事

○○人至○○人組成，其中○○人

為常務董事。常務董事中一人為董

事長。常務董事由董事互選之；董

事 長 由 常 務 董 事 互 選 之 。

第一屆董事由原捐助人選聘之，第

二屆以後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選聘

之。 

（關於此一條文在設置條例有規定時，依據設

置條例規定辦理） 

一、 章程中如不分章節，本章標題可省

略。 

二、 本範例在本章中所訂定之內容僅

為重要之組織部份，如董事、監察

人及執行首長等相關規定。各財團

法人可以決定有關內部詳細分工

之事項以及各部門之組織，可以不

在章程中規定，但可在章程中規定

由董事或董事會另行訂之。 

 

一、 本條為董事會、董事長、董事及常

務董事之設置與人數之規定。人數

可彈性訂為○~○人或以整數○

人；但人數應為單數。（有關董事

之任期依據設置條例規定）。 

 

第  六  條  董事應由下列人員擔任之： 

一、捐助人推派代表○○人。

二、政府機關代表○○人。 

三、學者專家代表○○人。 

⋯⋯⋯ 

董事任期為○年，均為無給

職，但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 

一、 本條為董事資格及任期之規定（可

依業務需求訂之）。 

二、 由政府以編列預算捐助成立而其

所捐助之財產達捐助財產總額 50

﹪以上之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公設

財團法人），應載明由政府指派或

改派之董事名額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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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程 條 文 說 明 

董事應制定成名冊，記載董事

之姓名、性別、出生日期、籍貫（出

生地）、現職、學經歷、現址及戶籍

地等事項，送交國科會備查；董事

因任期期滿或解聘而改選時，亦同。

三、 董事之產生，除立法特許之財團法

人或另有法律規定從其規定者

外，不得規定以捐助人為永久之當

然董事。 

第 七 條  董事長對外代表本財團法人並

綜理本財團法人一切事務。 

一、 本條規定董事長之權責。 

二、 如未設董事長者，可對各董事或常

務董事之職權予以規定，如未規定

時，依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各董

事均得代表法人。 

第 八 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基金之籌措、管理及運 

  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聘。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聘。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理。

五、業務計畫之研擬及推動。

六、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

  定。 

七、重要人事任免及管理制度

  之制定。 

八、章程變更之擬議。 

九、不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

  擬議。 

十、法人解散或合併之擬議。

十一、○○○○○○○○○○○

   ○。 

十二、其他重要事項或章程規定

   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一、 財團法人無意思機關，董事會僅為

最高之執行機關，故其職權之內

容，不能有變更財團法人目的，組

織及重要管理方法之規定（民法第

六十二條、第六十三條）。 

二、 本條請依實際業務需求調整。 

第 九 條  本財團法人董事會每半年至少

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常務董事會每二至三個月召集

一次，但得因情事停止召開。 

無常務董事之設置者，不須有本條之規

定。如有常務董事之設置者，開會次數，

得視財團法人業務狀況增減之。 

 

第 十 條  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均由董事本條係董事會召開方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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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程 條 文 說 明 

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不

能出席時，由出席董事推選常務董

事一人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

事會，由所得選票最多之董事或董

事互推一人為主席。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應於改選後

十五日內召集之。但董事係於上屆

董事任滿前改選者，應於上屆董事

任滿後十五日內召集之。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

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

議目的及召集理由，請求召集董事

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起

十日內召集之。逾期不為召集之通

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國科會許

可，自行召集之。 

第 十一 條  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之決

議，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外，

應分別有董事或常務董事過半數

出席，以及出席董事或常務董事

過半數同意行之。但左列重要事

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

意，並報請國科會許可後，依民

法、本要點及相關法令規定向法

院為變更登記後，始得行之： 

一、章程變更之擬議，如有

民法第六十二條及第

六十三條之情形，得聲

請法院為必要處分。 

二、捐助財產動支。 

三、申請貸款。 

四、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

  擔。 

董事會之決議，分為普通決議與特別決議

兩者。普通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

席，以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特別決議

則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

過半數以上董事同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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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人之解散或目的之變

  更。 

六、董事及董事長之選聘及

  解聘。 

                七、

○○○○○○○○○○

○○。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事項。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論，應於

會議十日前，將開會通知及議程

送達全體董事，並報請國科會備

查，國科會亦得派員列席指導。

第 十二 條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

若有特殊理由，無法親自出席，

得以委託書委請其他董事代理

出席，但每名董事以代理一名為

限，且委託比率以不超過董事出

席人數三分之一為限，如有第十

一條第一項但書所列之重要事

項，不得委託代理出席。 

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

身利害關係者，不得加入表決，

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表決

權。 

本條規定董事不能出席會議之處理方式

及其限制。 

第 十三 條  本財團法人置執行首長一

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

意聘任之。執行首長任期○年，

連聘得連任。 

執行首長應秉承董事會之

決策受董事長之監督，綜理一切

事務。 

一、 無此設置者，可不定本條。 

二、 執行首長任期應與當屆董事會任

期同，但連聘得連任。 

三、 執行首長可稱為總經理、院長、執

行長、秘書長、所長、總幹事等；

其被授權範圍得依財團法人之實

際狀況訂定。 

第 十四 條  本財團法人置監察人○○

人，其中一人為常務監察人。常

國家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最好設有監察

人。 



 

 153

章 程 條 文 說 明 

務監察人由監察人互選之。 

首屆監察人由捐助人選聘

之，第二屆以後監察人由前一屆

監察人選聘之。 

第 十五 條  監察人由左列人員擔任之：

                一、⋯⋯⋯⋯⋯⋯⋯ 

                二、⋯⋯⋯⋯⋯⋯⋯ 

                三、⋯⋯⋯⋯⋯⋯⋯ 

                監察人之任期為○年，均為

無給職，但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

費。 

監察人選出後，應訂定名

冊，記載監察人之姓名、性別、

出生日期、籍貫（出生地）、現職、

學經歷、現址及戶籍地等事項，

送交國科會備查；監察人因任期

期滿或解聘而改選時，亦同。 

一、本條為監察人資格之規定。可參酌第

六條董事資格訂定。 

二、若依據設置條例成立之財團法人應載

明由政府指派或改派之監察人名額

及其方法。 

第 十六 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核年度業務報告及營運

計畫。 

二、業務、財務狀況及帳簿

文件，並得請董事會提

出報告。 

三、審核年度決算及資金運

用計畫。 

四、查核董事會之重大決議

事項。 

五、○○○○○○○○○○

    ○○。 

監察人辦理前項事務時，經

全體監察人同意得由常務監察人

代表財團法人委託律師、會計師

審核之。所查核文件必須親自簽

名以示負責。 

監察人是否得單獨行使監察權。應於章程

中明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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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董事於任期結束前應改選，

連選得連任；董事或董事長在任

期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行選

聘適當人員補足原任期。每屆董

事任期屆滿前○個月，董事會應

召集會議，改選聘下屆董事。新

舊任董事，應按期辦理交接。 

前項規定，於設有監察人者

準用之。 

若設置條例沒有其他規定，此類財團法人

可以於章程中規定董事或監察人之改選。

第 十八 條  董事或監察人執行職務時，

知有利益衝突者，應自行迴避。

原則上董事與監察人應自行利益迴避。若

為自行利益迴避，其他董事、監察人或工

作人員應該要求之。 

第三章   管理 

 

第 十九 條  本財團法人應建立人事、會

計及稽核制度提經董事會通過。

 

本章所訂定之內容僅為重要管理部份。 

 

財團法人應擬定細部人事、會計以及稽核

制度章程或規章，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是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應看設置條例

如何規定。） 

第 二十 條  本財團法人之人事規章、組

織章程等均由○○○（或執行

首長）提請董事會後通過後實

施。 

（是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應看設置條例

如何規定而決定。） 

第 二十一 條  本財團法人得視實際需要

訂定各種規章並得設附屬單

位。 

本條為財團法人訂定規章及設定附屬機

構（如研究所委員會）之規定，無附屬機

構者，可不訂定本條。 

第 二十二 條  本財團法人之人事規章內

容應包含下列各項： 

                  一、執行首長之進用方式。

                  二、職員遴選方式。 

                  三、薪資結構及調整規定。

                  四、獎懲與考核制度。 

                  五、義務與差勤管理。 

                  六、人才培訓制度。 

                  七、退休、撫卹及保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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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八、○○○○○○○○。

                  九、其他。 

第 二十三 條  本財團法人以每年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業務及

會計年度，每年一月底前，將其

當年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書及

經費預算，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

國科會備查；並應於每年五月底

前，將前一年度工作報告、經

費、財產清冊及經執業會計師簽

證後之年度決算及財務報告等

各項營運與資金運用資料，提請

董事會通過後，送國科會備查，

並主動公開之。 

前項經費預算至少應包括

收支餘絀預算表、現金流量預算

表、淨值變動預算表、資產負債

預算表、○○○○○等；年度決

算書除包括預算書所列書表

外，應增列固定資產明細表。

董事會應審定下列事項，函

報國科會備查： 

一、上年度工作報告及經費收 

     支決算。 

二、本年度工作計畫及經費收

     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含有關憑據影 

     本）。 

本條為使主管機關能收具體監督之效而

訂定。 

第 二十四 條  本財團法人辦理本年度

業務計畫以外之工作，須符合

本章程第二條及第三條之規

定。 

 

第四章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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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五 條  本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為

新台幣○○○萬元；現金新台

幣○○○萬元，股票○○股，

不動產土地○○畝⋯⋯，分別

由左列人士捐助： 

              一、○○○捐助○○○○元。

              二、○○○捐助○○○股票

○○股。 

              三、○○○捐助土地○○公

畝。 ⋯⋯⋯⋯⋯⋯⋯⋯

⋯⋯⋯⋯⋯⋯⋯⋯⋯⋯

⋯ 

                 前 項 財 產 中 新 台 幣

○○○○萬元列為捐助財

產。俟本財團法人依法完成財

團法人登記後，得繼續接受捐

贈。 

 

一、捐助財產除現金部分應新台幣一仟萬

元外，其餘財產不以現金為限，但捐

助財產總額不得低於新台幣二仟萬

元。 

二、捐助人及其捐助之財產應逐一列入章

程內，如人數太多，可以附單列入，

末項首句改為「分別由附單人士捐

助」。 

三、股票應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 

四、本條所列之財產，如成立以後有增加

時，可向法院聲請財產總額之變更登

記，而不須申請變更章程修改本條之

規定。 

 

第  二十六  條    本財團法人經費來源如

下： 

                  一、○○○○○○ 

                  二、○○○○○○ 

                  三、○○○○○○ 

                  四、 ⋯⋯⋯⋯⋯⋯⋯  

                        ⋯⋯⋯⋯ 

 

第 二十七 條  本財團法人辦理各項業務

所需經費，以支用捐助財產孳

息及法人成立後所得捐贈為原

則。捐助財產非於章程中明訂

之方法或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及

國科會許可，不得動支。 

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

管理使用，受國科會之監督；

其管理使用方式如下： 

已登記之財產，已有公信力，他人可能與

財團法人已有信用上之往來，為確保第三

人之權利，對財團法人已登記之財產，應

由主管機關予以監督。 

關於此一部份是否要訂定，根據設置條例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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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存放金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

中央銀行儲蓄券、金

融債券、可轉讓定期

存單、金融機構承兌

匯票或保證商業本

票。 

           三、購置業務所需動產及

                      不動產。 

           四、於安全可靠之原則

下，經董事會特別決

議，在經法院登記財產

總額二分之一額度

內，轉為有助增加財源

之投資。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有

利於財產總額之運用

項目。 

本會之財產不得存放

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

金融機構。 

第五章   附則 

 

第 二十八 條  本財團法人由於業務需要

或其他因素，變更董事、財產

及其他重要事項，均須經董事

會通過，函報國科會許可，並

向法院辦理變更登記。 

 

第 二十九 條  本財團法人因情事變更，

致不能達成設立之目的時，得經

董事會特別決議後解散之。 

 

第 三十 條  本財團法人係永久性質，於

解散或撤銷許可時，經依法清算

後之賸餘財產，不得歸屬任何自

一、財團法人之設立，定有存立期間者，

應明定其時期。 

二、本條剩餘之財產，依民法第四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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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或營利團體，應歸屬主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之規定，不得規定屬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

目的之團體，如無規定，則依法即歸屬於

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地方縣、市政府）

所有。 

第 三十一 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年○

月○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 三十二 條  本章程經國科會許可並經

法院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施

行。修改時亦同。 

一、本捐助章程須經法院登記後始能實

施，故不能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備後

實施。 

二、本條所定之「修改」，為民法第六十

二條、第六十三條所定以外之修改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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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捐助章程參考範例二（私人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適用） 

說明：由私人所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下列捐助章程的範例僅具有參考價值，許可及

監督主管不得強制申請財團法人登記者一定要依範例擬定章程，重要的是章程在民法

第 61條所規定的事項是否在章程中加以訂定。） 

（經本計畫所增加私人捐助之財團法人參考範例）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捐助章程 

第一條 本基金會依照民法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許可及

監督要點組織之，定名為「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據、定名） 

第二條 本會以○○○○○○為宗旨，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下列業務：（宗旨、業務

範圍） 

一、○○○○○○ 

二、○○○○○○ 

三、○○○○○○ 

四、○○○○○○ 

五、○○○○○○ 

六、其他符合本會設立宗旨之相關科技事務。 

第三條 本會主事務所設於○○○○○○○，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分事務所。

（事務所地址） 

第四條 本會設立基金共新臺幣○○○萬元整，由○○○等捐助；俟本會依法完成財

團法人登記後，得繼續接受捐贈。（基金總額、捐助人） 

第五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理之，其職權如下：（董事會及職權） 

一、基金之籌集、管理及運用。 

二、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行。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理。 

四、獎助辦法之訂定與獎助案件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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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六、董事長、董事之改聘、選聘及解聘。 

七、其重要事項之處理。 

第六條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人組成（董事會之組成其員額 5至 21 人,單數，人數不

宜過多），第二屆以後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選聘之。（也可以規定其他方式聘

任第二屆以後之董事） 

第七條 有關之董事任期、連任與否、連任比例、選聘方式、職務之規範，捐助人可

以自行決定） 

本會董事任期每屆三年（亦可更長或更短期限），連選得連任。 

董事長、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行選聘適當人員補足原任期。 

每屆董事任期屆滿前一個月，董事長應召集董事會議，改聘下屆董事。新舊

任董事長，應按期辦理交接。 

董事任期屆滿而不及改聘時，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改聘董事就任時為止。但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命令限期改選，屆期仍不改選者，主管機關除依法處理外，

並得自期限屆滿時起停止其職務。 

（說明：有些部會的監督要點規定：連任之董事不得逾全體董事人數三分之二或規定

一定要有董事長，如果沒有法律作這些規定而民法也沒有相關，這樣的範例並不適

合。建議刪除） 

第八條 本會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綜理會務，對外代表本會。董事長因業務需要，

經董事會決議，得聘請董事為常務董事，處理經常性業務及聘請顧問。 

董事長、董事與○○均為無給職。 

第九條 董事長、董事有下列事由之一者，依規定程序解聘之：（董事長、董事解職

事項） 

一、行為不檢，情節重大，損害本會名譽，或有損本會名譽之虞者。 

二、利用職務上機會犯罪，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三、其他不宜擔任本會董事長、董事之具體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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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會董事會每年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集臨時會議。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之

並任主席，須有過半數董事出席始得開會。董事應親自出席，但有特殊事由，

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每名董事最多代理一

人，代理比率以不超過董事總額四分之一為限。 

（說明：開會次數可以自由增減，重要的是在董事會必須有運作與功能） 

對於議案之表決，應以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行之；但下列重要事項之決議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一、章程變更之擬議，如有民法第六十二條或第六十三條情形者，應先經

過法院為必要處分。 

二、不動產處分、出租、設定負擔或變更用途之擬議。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四、基金轉為有助於財源之投資。 

五、本會擬解散之決定。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論，應於會議十日前，以掛號郵件或可供查核之書面文

件，將開會通知及議程送達各董事，並依規定函請主管機關派員列席指

導；會後並應將董事會議紀錄函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重要事項之議決，應於函請主管機關核處後，依法向管轄法院登記。 

第十一條 「本會監察人任期○年。首屆監察人由捐助人選聘之，第二屆以後監察人

由前一屆監察人選聘之（各財團法人可以規定採其他方式產生）。每屆監察

人任期屆滿前○個月，監察人應召集會議改選下屆監察人，新舊任監察人並

按期辦理交接。」 

第十二條 本會以每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業務及會計年度，並應依設立目

的，擬訂下列事項，函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前一年度工作報告、經費收支決算及財產清冊。（每年三月底前） 

二、下年度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每年十二月底前） 

第十三條 本會辦理年度業務計畫以外之工作，須符合本章程第二條之規定，並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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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四條 本會係永久性質（說明各財團法人亦可訂定成立期限），於解散或為主管

機關撤銷許可時，經依法清算後之賸餘財產，應歸屬主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

自治團體，不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利團體。 

第十五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本章程經本會完成財團法人設立登記後施行。 

第十七條 本章程經本會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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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助人名冊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捐助人名冊 

姓名 

（單位名稱）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統一編號） 

地址 

（含郵遞區號） 
電話 捐助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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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捐助財產清冊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財產清冊 

種類 名稱 單位 數量 
金額 

（新臺幣） 

備註 

（存放機關） 

      

      

      

      

總計     基金總額： 

備註： 

  一、財產種類包括動產及不動產。動產名稱含儲存銀行之現金定存、上市股票及公債等；不動產名稱含土地及建物。其中有價證券部分

可按其前一次交易價格或面額計算；不動產則折價合計。 

二、財產憑據影本連同清冊附送備查。財產證明請向存放行庫申請開立存款餘額證明書。 

三、捐助財產可先以籌備處、捐助人或董事個人名義先行登記或存放，但如以個人名義登記或存放，須附具承諾書（承諾於法人成立

時無條件將財產轉移至法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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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名冊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第○屆董事名冊 

                                                  任期：自民國○年○月○日至○年○月○日止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年

月  日 
學  歷 經  歷 現  職 

戶籍地址 

（含郵遞區號）
電話 

備註（詳說明：註明連

任或新任；親屬關係等）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監事          

監事          

備註：一、若設置條例有規定董事間相互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不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者，

具有上述親等關係者，請於備註欄內註明（「血親及姻親系統參考表」如附表）。 

若私人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民法雖未規定其董事間不得有一定之親屬關係，但仍需要說明董事、監

事是否有血緣關係，以便可以瞭解財團法人的運作情形。由於沒有法律禁止規定，因此監督主管機關

亦不得禁止之。 

二、董事現職為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者，依「公務員服務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等規定，應經服務

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同意或核准。上開人員是否取得有關同意文件，請於備註欄內註明。公務員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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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包括：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暨民選之

省（市）、縣（市）政府首長、各級政府機關之政務官及機要人員、公營事業機構任職人員、中央研

究院研究人員及公立各級學校之聘僱人員等。教育人員之範圍包括：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公

立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社教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三、如果設置條例規定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工作經驗者，請於備註欄內註明。 

四、學歷欄填最高學歷。 

五、現職欄應載明任職機關（構）暨職稱。 

六、電話應留上班時間容易連繫者。 

七、董事、監察人請分別造冊。 

八、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額達基金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營利事業）及各該人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人數不超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人數三分之一，方符合免稅適

用標準。（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1條、第 2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第 3款、第 16-1條、第 20條

第 3款，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

第 2條第 1項第 3款。） 

九、本名冊各欄請詳實填寫，並自負法律責任。 

十、有關公務員或教育人員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同意文件，請妥為保存，以備查核，毋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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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願任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同意書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同  意  書 
     本人願任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第○屆董事（董事長、監察人），自民國○年○月○日起至○年○月

○日止，任期○年。 

 

姓    名 本  人  簽  名 姓    名 本  人  簽  名 

 

 

 

   

  說明：所有董事、董事長、監察人應儘可能同簽乙張，不得已時亦得分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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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團法人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印鑑（簽名）清冊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印鑑（簽名）清冊    第○屆 董事 

                                                  自民國○年○月○日起至○年○月○日止 

法 人 名 稱 及 印 信 董 事 姓 名 及 印 鑑（簽名）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法人印鑑請標明「財團法人」，但毋需加註「印」、「印信」或「圖記」等字樣。

（印 信） 

印鑑或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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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捐助人會議紀錄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捐助人會議紀錄 

一、時  間：中華民國○○年○○月○○日○午○○時○○分。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捐助人（應檢附簽到單影本） 

四、列席人員： 

五、主  席：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 由：議訂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 

   決 議：議訂捐助章程如附件。（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 

   第二案： 

   案 由：依捐助章程第○條所定，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遴聘，首屆之董事請何人

擔任為宜？請決議。 

   決 議：遴聘○○○、○○○、○○○、○○○、○○○、○○○、○○○等○

○人擔任第一屆董事。 

   第三案： 

   案 由：財團法人未完成設立登記前，捐助所得之財產計新臺幣○○元，應如何

處理，請討論。 

   決 議：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籌備處」名義存入金融機構，並以董

事互選產生之董事長為代表人，俟完成登記後再辦理更名登記至法人名

下。 

八、臨時動議： 

  （其他依實際進行之議程記載。會議紀錄記載有引用附件者，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

錄之後，以免文件缺漏。） 

九、散會。 

 

                                        紀錄：（簽  署） 

                                        主席：（簽  署） 

 

※ 備註：捐助人僅一或二人者，逕由捐助人擬訂捐助證明書、訂立捐助章程，依捐

助章程所定遴聘第一屆董事，並提出證明文件，毋庸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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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董事籌備會會議紀錄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籌備會議紀錄 

 

一、時  間：中華民國○○年○○月○○日○午○○時○○分。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捐助人、董事（應檢附簽到單影本） 

   請假人員： 

四、列席人員： 

五、主  席：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依捐助章程第○條所定，由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 

            請何人擔任為宜？請公決。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審定年度業務計畫書。 

   決 議： 

八、臨時動議： 

  （其他依實際進行之議程記載。會議紀錄記載有引用附件者，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

錄之後，以免文件缺漏。） 

九、散會。（時間） 

 

                                        紀錄：（簽  署） 

                                        主席：（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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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度業務計畫書參考範例（經本計畫修改過）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年度業務計畫 

一、計畫依據：依據本會捐助章程第○條。 

二、計畫目標： 

三、實施內容： 
計畫跟章程目標相輔之處、計畫執行之時間、內容、所需經費及其他相關事項 

預定進度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新臺幣元） 起 迄 
備註 

      

四、經費來源：本會基金孳息收入及年度捐贈收入。 

五、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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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捐助證明書範例（本計畫建議增加部分） 

 

1.  

茲證明本人（公司）○○○確實同意將本人所有新臺幣○○○元，捐助作為科技事務財團法人○

○基金會成立之基金，此後該筆款項，永久屬於財團法人所有。特此證明。 

捐助人○○○印 

（附印鑑證明） 

見證人○○○印 

（或 律 師）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備註：請依捐贈「動產」類別，逕行修正範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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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茲證明本人名義購置之○○市○○區○○段○○地號土地○○公頃（詳列座落地段地號），捐助與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作為作為ΧΧΧ公益活動之用，此後該筆土地，永久屬於財團法人所

有。 

特此證明。 

捐助人○○○印 

（附印鑑證明） 

見證人○○○印 

（或 律 師）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備註：請依捐贈「不動產」類別，逕行修正範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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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遴聘第一屆董事證明書範例（本計畫建議增加部分） 

 

茲證明本人確實同意敦聘○○○、○○○、○○○、○○○、○○○、○○○、○○○‧‧‧等○

人為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基金會第一屆董事，自民國○○○年○○月○○○日起至民國○○○年

○○月○○○日止，任期○年。特此證明。 

捐助人○○○印 

（附印鑑證明） 

見證人○○○印 

（或 律 師）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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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業務處理參考範例 

一、董事會議（董事會會議、董事改選（聘））（經本計畫修改過） 
（一）董事會議：財團法人應依捐助章程規定定期舉行董事會議。會後三十日內將會議記錄暨議程函送國科會備查。（如有監察人或常務董

事會亦同） 
（二）董事會議會議記錄（格式參考範例） 
一、時    間：民國○○○年○○月○○日上（下）午○時○分 
二、地    點： 
三、出席人員：○○○、○○○（出席人員請親自簽名） 
四、列席人員：○○○、○○○ 
五、主    席：○○○                          紀錄：○○○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 
八、臨時動議：（可由董事會議依實際需要增列討論） 
九、散會：（散會時間） 
（討論事項應將各董事發言紀要錄案，以利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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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董事會議運作參考圖（經本計畫修改過） 
 
 

幕僚作業，準

備會議議程

及通知（會議

十日前） 

 舉行會議  
做成會 

議記錄  

將會議記錄及附件資

料及議程函送各董事

及國科會（會後三十

日內） 

     
決議事項 

1. 決議事項如涉有須經國科會許可者，應另案陳報專案處理。 

（本規定僅適用於依設置條例或特別法設立之財團法人，且法律有明文規定者。）

2. 若依民法成立之財團法人，應無上述 1. 所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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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董事（監察人）改選（聘）運作參考圖（未修改） 
 

 

 
 
 
 
 

※ 如為任期中異動之董事，應依右附圖文件報國科會辦理變更核驗手續。 

 

 
 

依捐助章

程第○條

規定方式

改選（聘）

董事 
（任期屆

滿前一個

月內） 

 

 
 
 

依規定，向國科會申

請變更許可。 
附： 
１改選（聘）證明文

件 
２董事會議記錄 
３捐助章程影本 
４全體董事（監察人）

名冊、董事願任同

意書、印鑑（或簽

名）、身份證（或護

照）影本、各機關

推派函 

 

向所在地法院

為 變 更 登 記

（許可後三十

日內） 

將新換發之

法人登記證

書影本送國

科會備查（取

得法院證書

後十五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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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度報告（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經費、財產清冊及財務報告）（未修改） 

年度報告之報備運作圖 

幕僚人員造具次年度營

運及資金運用計畫： 
於本年度終了前七個月

編製，如：曆年制每年

六月間 

 
經董事會議審議 
於次年度開始前一個月送董

事會議審議，如曆年制：每年

十二月間 

 報請國科會備查 
於次年度一月底前報國科會

備查。 
（本要點第九點：每年一月

底前將其當年度營運及資金

運用計畫及經費預算） 
 

 

 
 

幕僚人員造具有關書

表： 
１工作報告 
２經費 
３財產清冊及財務報

告 
於（前）年度終了後

一個月內編制，如：

曆年制：每年一月間 

 

經董事會審議 
於前年度終了後四個月內送

董事會議審議，如；曆年制：

每年三月間 

 
報請國科會備查 
於前年度終了後五個月內報

主管機關備查。 
（本要點第九點：每年五月

底前，將其前一年度工作報

告、經費、財產清冊及財務

報告等） 

（
一
）
營
運
及
資

金
運
用
計
畫

 
（
二
）
工
作
報
告

 

設有監察人時，送監察人查

核(並附監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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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助章程變更（未修改） 
 
 

捐助章程變更登記運作參考圖 

 

舉行董事

會議 
提出建議

修正條文 

 將有關資料送國科會申請變更

許可 
附下列資料各一式三份 
１董事會議會議記錄 
２修正條文對照表（附具修正

理由） 
３新修正捐助章程全條文 
４.舊捐助章程全條文 

 

國科會許可

後三十日內

向法院申請

變更登記 

 

將法院變

更登記結

果函報國

科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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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處理（經本計畫修改過） 

（一）財團法人應依本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第九點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業務需要得將其所建立之會計及稽核制度報國科

會備查。 

（二）財團法人財務報表處理，請參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公布之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規定辦理。 

（三）財團法人應編定財團法人預（決）算書表暨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格式（請

參考第 196-214頁）。 

 

五、組織章程參考範例（分範例一、二） 

（本計畫僅修改章程標題，並加註建議事項。章程條文內容未修改） 

組織章程參考範例一（僅適用於由國家出資有設置條例或特別法之財團法人） 

（請依實際情形編訂，其內容至少應涵蓋設立依據、掌理事項、內部單位業務事項等，

所附範例資料僅供參考）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組織章程 

第一條 本組織章程係依據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本○○）捐助章程

第○○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置總經理一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請之。總經理

秉承董事長之命，執行董事會之決議事項，並視需要得增設副總經理及

協理協助之。 

第三條 本○○視環境變動、核心研究之發展及營運需要設立部門如下： 

一、 訓練出版部：辦理訓練活動相關業務 

二、 產學合作部：辦理產學合作相關業務 

三、 研究發展部：辦理科技研究發展相關業務 

四、 技術推廣部：辦理技術移轉推廣相關業務 

五、 業務服務部：辦理一般性行政及規劃相關業務 

六、 總經理室：辦理整體性規劃及行政相關業務 

七、 中區服務處：辦理中部地區相關業務 

八、 南區服務處：辦理南部地區相關業務 

上述部門得視環境變動、核心技術及營運之需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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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視新增業務或營運之需要，得另由董事長或總經理指定專案編組

執行業務。 

第五條 各部門置處長一人，受總經理、副總經理及協理之監督，綜理各部門一

切業務；各部門得視業務情形設置專案經理或經理，受各部門處長之指

導，督導所屬人員處理掌理業務。 

第六條 總經理、副總經理由董事長任免；協理及一級主管由總經理提送董事長

核定，其餘人員除另有規定外均由總經理任免之。 

第七條 本章程提董事會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六、人事制度參考範例（此一範例僅適用於國家出資有設置條例或特別法之財團法人） 

（請依實際情形編訂，所附範例資料僅供參考） 

（本計畫僅修改章程標題，並加註建議事項。章程條文內容未修改） 

 

一、 財團法人應業務需要，依本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

第九點規定，將其所建立之人事制度及其相關作業規定送國科會備查。 

二、 附財團法人○○○○○○○○○○員工管理規則參考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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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員工管理規則（本部份原則上請自行依實際需求或參考勞動基

準法訂定，所附範例僅供參考） 

（僅適用於國家出資有設置條例或特別法之財團法人） 

 

目    次 

壹、 總則 

貳、 進用 

（一） 新進與調動 

（二） 試用 

參、 待遇 

肆、 服務 

（一） 特別休假 

（二） 給假 

（三） 加班 

（四） 出差 

伍、 獎懲 

陸、 考核 

柒、 保險 

捌、 退休、退職 

玖、 撫卹 

拾、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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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員工管理規則（參考範例） 

（僅適用於以國家出資有設置條例或特別法之財團法人。 

應遵守兩性平等工作法） 

壹、總則 

一、本規則悉依勞動基準法訂定，本○○員工均適用。本規則未盡事宜，適用勞動基

準法相關法令。 

二、本○○員工應本敬業負責的工作態度，達成組織任務與宗旨。 

       貳、進用 

三、本○○人力以適才適所力求精簡，並以能力、學識、經驗、操守及工作態度為錄

用條件。 

四、本○○員工分定期及不定期二類；職員聘用、職工僱用。 

五、本○○除高級人員外，用人均以公開甄選擇優錄用為原則。錄用時應分別簽訂聘

（僱）用合約。 

（一）新進與調動 

六、新進員工，須於接到本○○聘（僱）用通知後十日內至指定處所報到，繳驗國民

身分證、學經歷等證件及最後服務處所離職證明文件，並填員工登記表、員工保

證書、薪資所得受領人扶養親屬申報表及公立醫院體格檢查表。如無故不依限報

到者，不予簽訂聘僱契約。經管財務人員，須令繳經管財務人員保證書。 

七、員工調動服務單位時，憑調動通知依限赴調。無故不依限赴調者，以曠職論。 

（二）試用 

八、新進員工應先簽訂定期試用合約，期間為三個月。 

九、試用期滿由服務單位評定成績，成績合格者得與本○○簽訂正式聘（僱）用合約。 

十、試用員工在試用期間，如品行欠佳、或成績不良、或發現進入本○○前曾有不法

情事者，本○○得隨時停止其試用，並不得請求任何遣散費或旅費等補助。 

         參、待遇 

十一、員工薪資採單一制，新進人員按期能力、經驗、學歷、與工作性質，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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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職位薪給表核定其職位及薪資。職位薪給表另訂之。 

十二、長期派在國內工地工作者，其待遇支給辦法另訂之。 

十三、長期派在國外地區工作者，其待遇支給辦法另訂之。 

十四、因業務特殊需要，聘用國內外專家時，待遇另行專案核定。 

十五、本○○員工薪給標準，應提請董事會審議核准後調整之。董事長及總經理待遇

並應專案提請董事會審議。 

十六、本○○員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列標準發給： 

（一）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一。 

（二）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

二。 

（三）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必須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

加倍發給之。 

       肆、服務 

十七、本○○員工不得直接或間接從事與本○○業務有關之事業。如有兼任其他工作

者應徵得本○○書面同意。 

十八、本○○員工除因業務之需要，得報經主管允許參加必要之宴會外，不得接受對

本○○業務有關廠商、公司、行號及其人員之招待或饋贈。 

十九、本○○員工對於有關本○○之機密事項不得對外洩漏，並不得借閱或調用有關

本職以外之文卷與帳冊。 

二十、員工對於本○○一切財物應加以愛護，不得浪費。使用或經營儀器等公物，如

無故損害致不堪應用或遺失時應折舊賠償。 

二一、員工正常工作時間，每週為○○小時。如因業務需要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

作之必要，經員工同意並報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延長工作時間。 

二二、員工應依規定時間辦公，不得遲到早退。遲到者得述明遲到原因補辦請假，否

則均以曠職論。員工請假以一小時為單位。 

（一）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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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員工於本○○工作滿ㄧ年起給予左列特別休假： 

（一） 一年以上三年未滿者七日。 

（二） 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十日。 

（三） 五年以上十年未滿者十四日。 

（四） 十年以上者，每一年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二四、員工特別休息假以休息為原則。如因突發事件，得停止休假，惟應於事後補發

薪資並補假休息。員工離職時，當年之特別休假按工作期間比例計算，如有未

休之特別休假改發薪資；但如因資遣，其未休之特別休假得全部改發薪資。 

（二）給假 

二五、員工請假均依勞工請假規則規定辦理，各種假別、期間及事由如左：（補充） 

假別 期間 事由 

公傷假 二年 因執行職務受傷 

公假  應召教育、勤務、點閱召集及核准參加之會議

事假 全年累計不得超過十四

個工作天 

必須本人處理之事故 

病假 一年 因病不能工作 

婚假 八工作天 須連續一次申請 

喪假 八工作天 

六工作天 

三工作天 

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死亡者祖父母、

外祖父母、子女、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養父母或記父母死亡者兄弟姊妹死亡者

產假 八星期（日曆天） 須連續一次申請，三個月以上之流產得給予四

星期之娩假。 

      公傷假、公假、婚假、喪假，薪資照給；產假以服務滿六個月以上者，薪資照

給；未滿六個月者減半發給；事假不給薪；病假全年未超過三十日部份，薪

資折半發給，其餘不給薪。 

二六、無正當理由未按手續事先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准而不到公者，視同曠職。 

                 （三）出差 

二七、員工自駐在地因公赴其他地區出差，其差旅費支給辦法另訂之。 

                 （四）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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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員工有左列情事之一者應予獎勵： 

（一） 工作成績優異者。 

（二） 對本○○有特殊貢獻者。 

（三） 對擔任工作有特殊表現者。 

（四） 對本○○業務或管理方面提供有價值之研究貢獻或措施者。 

（五） 其他勞績應予獎勵者。 

二九、員工之獎勵分為記功、加薪、獎金及升等四項，其辦法另訂之。 

三十、員工有左列情事之一者應予懲處： 

（一） 營私舞弊或挪用公款者。 

（二） 工作疏忽至本○○受損失者 

（三） 怠忽職務屢戒不悛者。 

（四） 私自兼職或從事與本○○業務有關之事業或工作者。 

（五） 對主管有抗命威脅行為者。 

（六） 接受對本○○對務有關廠商、公司行號及其人員之招待或饋贈者。 

（七） 品行不端有損本○○信譽者。 

（八） 無正當理由曠職者。 

（九） 其他過失應予懲處者。 

三一、員工之懲處分記過為解聘（僱）及減薪二項，其辦法另訂之。 

         陸、考核 

三二、考核年度，自當年一月一日，至當年十二月三一日止。 

三三、考核年度終了時，員工在本○○服務屆滿一年得參加考核。新進人員在當年十

月一日以前到職（連同試用期間）者，亦得參加考核，考核獎金按服務時間比

列計算之。退休或資遣人員得於離職時專案辦理考核，考核獎金按服務時間比

例計算之。 

三四、考核成績分為特、甲、乙、丙、丁五等，由五位主管按所屬員工之工作成績（佔

百分之六十）、操行學識（佔百分之二十）及工作態度（佔百分之二十）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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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數。九十分以上者為特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為甲等，七十分以未滿八

十分者為乙等，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為丙等，不滿六十分者為丁等；全○

○考列特等者以不超過員工百分之五為原則，各單位考列甲及特等合計之百分

比，由總經理依據各單位經營績效核定之，但列特等者應列具體事蹟，不得浮

濫。 

三五、考核加薪視考核評分而定。考核列特等者，除加薪外，並發給相當三月之考核

獎金；列甲等者，除加薪外，發給二個月之考核獎金；列乙等者，除加薪外，

發給相當一個月薪資之考核獎金；丙等留原薪給不發獎金；丁等中止聘僱契

約。如已支本職最高薪，列特等或甲等者，得予晉等；列乙等者，留支原薪。

特等或甲等已支最高等級薪者，特等另發給一至二個月考核獎金，甲等另發給

一個月考核獎金。 

三六、員工有下列情事之一，考核不得列甲等以上： 

（一） 當年度請事病假逾十日以上者。 

（二） 當年度內曾曠職者。 

（三） 曾受處分而未受獎勵者。 

         柒、保險 

三七、員工一律參加全民健康保險及勞工保險。為保障員工生活增進員工福利，本○

○得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其保險種類、範圍、保額及保費補助標準另訂之。 

三八、員工因執行職務而致傷害時，除按規定請領健康及意外保險給付，凡超過保險

項下之住院醫藥給付金額均由本○○支付。 

         捌、退休、退職 

三九、每月按員工薪資總額，由本○○提撥百分之十，專戶存儲累積本息作為員工退

休準備金。各級人員命令退休年齡，依下列規定辦理： 

 

（※本部份請自行依實務情形訂定，但不得低於六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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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屆命令退休之員工，如因工作需要，其體力與腦力均佳者，得予延長服務，

每次一年，最多得延長兩次，但已屆七十歲者不得再予延長服務。 

四十、退休 

（一） 員工退休金之給與標準如左： 

１、員工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按在本○○工作年資每滿一年給與兩個基數，

但超過十五年之年資，每滿一年給與一個基數，最高總數以四十五個

基數為限。未滿半年者以半年計；滿半年者以一年計。每一基數之標

準，依勞基法平均工資規定辦理。 

（１）連續在本○○服務十五年以上，年滿五十五歲者。 

（２）連續在本○○服務二十五年以上。 

２、員工心神喪失或身體殘障不堪勝任者，得強制退休，退休金比照本條第

（一）款第 1目規定發給。 

（二）員工退休年齡之認定，以戶籍所記載之出生日期為準；服務年資以到本

○○任職之日期為準，離職後回任者年資得予併計。 

四一、資遣 

（一） 員工於下列條件之一者得予退職並發給資遣費及預告薪資。 

１、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致事業不能繼續。 

２、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３、業務性質變更，有減少職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４、員工對所擔任之工作不能勝任時。 

（二） 員工資遣費給與規定： 

  資遣費按各該員工在本○○服務年資，每滿一年發給相當一個月平均工

資，未滿一年部份以比例計給，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三） 員工預告期及預告薪資給與規定： 

１、預告期間： 

（１） 員工在本○○服務三個月以上未滿一年者，預告期為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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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員工在本○○服務一年以上未滿三年者，預告期為二十天。 

（３）員工在本○○服務三年以上預告期為三十天。 

２、員工接獲前項預告，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數，

每星期不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薪資照領。 

（四）下列員工無資遣費亦無預告薪資。 

１、因過失解除聘僱者。 

２、定期員工聘（僱）用期滿員工不願續聘（僱）者。 

玖、撫卹 

四二、員工因公因病或意外事故死亡及因職業傷害者撫卹金給與規定： 

（一）員工因病或意外死亡者比照第四十條第一款第 1目退休金計算標準給

付撫卹金。因公死亡者，除給予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並支給四

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撫卹金。 

（二）員工因職業傷害其醫療費用全額補助，醫療期間薪資照給，但醫療期

間屆滿二年仍未能痊癒，經公立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力

者支給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之撫卹金。 

    拾、附則 

四七、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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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部稽核制度參考範例 

（本計畫僅修改章程標題，並加註建議事項。章程條文內容未修改） 

（建議以國家出資成立之財團法人才有此適用） 

（請依實際情形編訂，所附範例資料僅供參考） 

一、目的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為促使科技事務財團法人建立之

內部稽核制度有完備之架構與充實之內容，以健全內部控制，提高資訊可靠及完整

性，促行管理政策，並評估業務效率，進而提昇效率，特訂定本範例供財團法人參考。 

二、內部稽核制度之架構 

   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制度內容包括 

（一） 總則 

（二） 內部稽核組織及人員 

（三） 內部稽核執行方法與程序 

（四） 一般內部控制之評估要點 

（五） 各項稽核重點 

（六） 其他稽核事項 

（七） 附則 

（八） 附錄 

三、總則 

（一） 總則部分包括制度制定之依據及目的、業務範圍、內容重點說明等。 

（二） 制度制定之依據及內容包括制定內部稽核制度之法令依據及實施之目

的。 

（三） 內部稽核業務之範圍如下： 

１各項業務計畫之規劃擬訂、執行控管、計畫變更、經費流用、目標達成、

服務績效、成果管理等情形之檢查評估及建議等。 

２有關組織、人事、財務、會計、營繕、採購、財產及資訊管理等作業規

章或制度遵行情形之檢查、評估與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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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內容重點說明係簡述內部稽核制度內之重要項目及其內容。 

四、內部稽核組織及人員 

（一） 內部稽核組織及人員內容包括稽核組織設置方式及稽核人員之雇用、遴

選、培訓、考核、權責等事宜。 

（二） 稽核組織之設置方式及隸屬層級由各財團法人酌量其成本效益及能否

充分發揮稽核功能等因素而定之。 

（三） 稽核人員之權責主要內容包括： 

１稽核人員能充分並客觀執行專業稽核工作，於執行業務時，得向各部門

查閱簿籍、憑證及其他有關之文件資料；遇有特殊技術或監視、鑑定等

事項，得諮詢或邀請外界專門技術機構或人員協同辦理。 

２稽核部門與其他部門之權責劃分及稽核輪派制度之實施。 

３稽核人員工作之督導、稽核工作品質之定期檢討評估。 

４委託會計師作財務簽證時，要求其提供內部控制之調查評估結果及有關

之管理建議書，作為改進業務管理及評估內部稽核制度實施成效之參

考。 

五、內部稽核執行程序方法與程序 

（一） 內部稽核執行方法與程序內容包括稽核計畫之規劃、執行方法、工作底

稿之編制、稽核報告之提出、事後辦理情形追蹤、稽核檔案管理等。 

（二） 實施內部稽核時而妥善規劃並擬訂年度稽核計畫書，包括各種目標、檢

查範圍、預定進度、人力需求、經費預算及工作報告等詳細計畫。 

（三） 稽核人員根據年度稽核計畫書，設計各種內部控制問卷以進行風險評

估，再決定採行遵行性（Compliant）或證實性（Substantive）稽核程序

與方法，檢查與評估現行作業規章程序之控制情形。其稽核情形應正確

完整記錄並附佐證資料，作成工作底稿。 

（四） 稽核人員根據工作底稿撰寫稽核報告，簽報首長後送各有關部門改善或

辦理；另併同其年度稽核計畫執行情形，向監察人提出。未設監察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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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董事會提出。 

（五） 稽核報告之主要內容包括受查部門，受查起迄日期、稽核事項、稽核地

點及期間、參與稽核人員、稽核經過情形、稽核發現事項檢討及溝通、

稽核意見獲建議改善事項及上期稽核意見或建議改善事項之執行情形。 

（六） 稽核檔案管理包括稽核工作所使用之稽核計畫書、稽核程序、內部控制

檢查事項、工作底稿、稽核報告及改善措施控制表等資料之建檔保管。 

六、一般內部控制之評估要點 

一般內部控制之評估要點包括： 

（一） 有關法令規定及各種規章制度遵行情形之評估 

（二） 組織編制及職責劃分之評估 

（三） 其他一般管理事務之評估 

（四） 管理資訊系統作業之評估 

七、各項業務之稽核重點 

各項業務之稽核重點包括： 

（一） 政府委辦計畫執行之稽核 

（二） ○○○業務計畫執行之稽核 

（三） 採購營繕工作之稽核 

（四） 人事薪工及工時成本之稽核 

（五） 出納及財務之稽核 

（六） 固定資產管理之稽核 

（七） 其他業務事項之稽核 

八、其他稽核事項 

其他稽核事項包括配合國科會、審計機關或會計師進行關業務或財務查核時之

協同稽核及專案稽核暨其他有關稽核事項等。 

九、附則及附錄 

附則內容包含修訂制度程序及制度實施日期，與制度相關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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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內規應節錄列入附錄參備。 

十、小規模財團法人之簡化 

財團法人業務簡單或組織規模小而無前述內部稽核制度架構之某些項目者，得

視實際情形將各該項目予以省併。 

十一、制度編制規格 

財團法人內部稽核度規格採 A4直式規格，橫式書寫，左側裝訂，封面採米黃

色布紋紙，書脊註明「財團法人○○○內部稽核制度」。 

十二、報主管機關備查 

各財團法人應參考本範例有關規定訂定內部稽核制度，經董事會、監察人同意

後依「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科技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報

國科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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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計制度參考範例（未修改） 

一、 財團法人會計制度編制規格係採 A4直式規格，橫式書寫，左側裝訂，封面採

水藍色布紋紙，書脊註明「財團法人○○○○會計制度」。 

二、 財團法人會計制度內容應包括： 

（一） 總則 

（二） 簿記組織系統圖 

（三） 會計報告 

（四） 會計科目 

（五） 會計簿籍 

（六） 會計憑證 

（七） 會計事務處理準則 

（八）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九） 內部審核處理程序 

（十） 會計人員 

（十一） 附則 

（十二） 附錄 

三、 總則內容應包含： 

（一） 制度制定之依據、沿革及實施範圍。 

（二） 本財團法人之組織及業務概述。 

（三） 會計制度之內容重點說明 

四、 會計報告部分： 

（一） 內容應包含： 

１.會計報告編制之原則 

２.會計報告之種類、編報期限、格式及說明。 

（二） 對外會計報告應依國家科學委員會編定之「財團法人預（決）算應編寫

書表格式」訂定（附件一，參考本手冊第六二頁），對內會計報告則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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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需要訂定。 

五、 會計科目部分： 

（一） 內容應包含： 

１.會計科目設計原則（分類及編碼說明） 

２.會計科目名稱、編號、說明。 

（二） 會計科目應分資產、負債、淨值、收入、支出五大類，有關詳細科目詳

附件二（參考本手冊第七八頁）。 

六、 會計簿籍部分： 

內容應包含其設置原則、種類、格式及說明。 

七、 會計憑證部分： 

（一） 內容應包含其設計原則、種類、編制方式、格式及說明。 

（二） 格式名內應註明有若干聯及分送情形。 

八、 會計事務處理準則部分： 

（一） 內容應包含總則、資產處理準則、負債處理準則、淨值處理準則、收入

處理準則、支出處理準則六大部分。 

（二） 會計年度除政府捐助成立及接受政府委辦之財團法人依預算法之規定外

其餘均採曆年制。 

（三） 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 

（四） 所定處理準則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並予詳細列明。 

九、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部分： 

（一） 內容應包含普通會計事務處理程序、出納會計事務處理程序、成本（包

括薪資）會計室物處理程序及其他特定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二） 普通會計事務處理程序包括： 

１.一般會計事務之範圍與執行 

２.會計憑證之處理程序。其中應列明憑證製作、審核人員之工作內容及其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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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會計簿籍之處理程序。其中應列明簿籍之記載、複核人員之工作內容及

其責任。 

４.會計報告之處理程序 

５.預決算編制處理程序 

６.會計檔案之處理保管程序。 

（三） 財務會計事務處理程序包括財物之取得、保管、處分等帳務處理程序。 

（四） 於說明各項會計事務處理程序時，應依系統流程圖方式揭示各項處理步

驟之性質和先後順序、職權劃分及文件之來源與分發，俾明瞭有關核准

交易、記載交易、保管資產是否已有效予以控制。 

（五） 列明會計事務處理過程中，每一事項之負責單位、負責人員及經辦人員

之工作分工內容及其明確之責任員。 

十、 內部審核處理程序部分： 

（一） 內容應包含內部審核之性質、執行單位、範圍、種類、處理程序及責任。 

（二） 內部審核之執行應保持獨立性，其範圍、種類不應抵觸相關法令之規定。 

（三） 設計程序時應使其能達成下列功能： 

１. 確定交易的授權、主辦、核准、執行、記錄均有適當職務分工。 

２. 確定審核原始憑證具備之事項與手續，並核算其金額之正確性。 

３. 覆核及評估會計、財務及其他業務控制的合理性與適當性，並在合理的

成本內提高各項工作之效益。 

４.確定資產的紀錄及保護程度，以免遭受損失。 

５.防止錯誤、舞弊、不法會計程序及文書之發生。 

６.建議會計制度執行時，各環節應行改進事項。 

（四） 內部審核與內部稽核工作應做詳細劃分。 

十一、會計人員內應包含會計人員之任免、交代處理程序、責任。 

十一、附則內應含修訂會計制度程序及制度實施日期。與會計制度相關之內規應列入

附錄備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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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未修改） 

財團法人預（決）算應編書表格式 

壹、 預算書表： 

一、 封面 

二、 目錄 

三、 總說明（附表一） 

四、 主要表 

１收支餘絀預算表（附表二） 

２現金流量預算表（附表三） 

３淨值變動預算表（附表四） 

４資產負債預算表（附表五） 

五、 明細表（※各項明細表、參考表等附屬表件之格式，由各財團法人事業務

性質及實際需要內容自行研酌編製） 

貳、 決算書表： 

一、 封面 

二、 目錄 

三、 總說明（附表六） 

四、 主要表 

１收支餘絀表（附表七） 

２現金流量表（附表八） 

３淨值變動表（附表九） 

４資產負債表（附表十） 

五、 明細表： 

１.轉投資明細表（附表十一） 

２.固定資產增減明細表（附表十二） 

３.其他應編製之各項明細表、參考表等附屬表件之格式，由各財團法人事

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內容自行研酌編製。 

參、上開書表尺寸規格均採標準 A4規格，表格可折疊或雙面印製，並裝訂成冊；封、

底面，預算書一律採橙色，決算書一律採淺綠色一五○磅布紋同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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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一（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總說明 

中華民國    年度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壹、 概況：（一）設立宗旨；（二）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貳、 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已過期間應至少超過半年以上） 

參、 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內含業務計畫、固定資產投資計畫、資金轉投資計畫暨

其他重要投資及理財計畫等） 

肆、 預算概要 

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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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二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收支餘絀預算表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本年度與上年度預算數比較增減
前年度決算數 科目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金額 ％ 
說明 

 業務收入 
： 
： 

業務支出 
： 
： 

業務賸餘 
業務外收入 

： 
： 

業務外支出 
： 
： 

業務外賸餘 
： 

本期稅前賸餘 
所得稅 
本期稅後賸餘 

     

１.表列科目應以總分類帳科目編列為主，如科目過多時得以一級彙總科目編列。 

２.比較增減金額為本年度預算數減上年度預算數之差額，百分比為增減金額占上年度預算數之百分比。 

３.凡本年度與上年度預算數比較增減達 10％者，應說明增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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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三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現金流量預算表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單位：新台幣千元 

金額 
項目 

小計 合計 
說明 

  
 
 
 
 
 
 
 
 

 
 
 
 
 
 
 
 
 

 

１.本表編製內容及方式請參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之財務會計

準則第十七號公報。 

２.表列各科目應以總分類帳科目為主，如科目過多時得以上一級彙總科目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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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四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預算表 
自 年 月  至  年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本年度 
科目 上年度餘額 

增加 減少 
截至本年度止餘額 增減說明 

  
 
 
 
 

    

表列科目應依照總分帳科目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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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五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預算表 
                                          年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上年度 
前年度決算數 科目 本年度預算數

原預算數
加減（以前年度

預算估計差額） 

調整後 

預算數 

本年度較上年度增（減）數 

    
 
 
 
 
 
 
 
 

 
 
 
 
 
 
 
 
 

 
 
 
 
 
 
 
 

 

 

１.表列科目應以總分類帳科目為主，如科目過多時得以上一級彙總科目編列。 

２.上年度調整後預算數一欄係依實際調整後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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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六 （未修改）       

                      （財團法人）總說明 

中華民國  年度（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止） 

壹、 年度計畫實施狀況及績效 

貳、 預算執行概況 

參、 財務實況 

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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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七（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收支餘絀表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本年度預決算數比較增減 
上年度決算數 科目 本年度預算數 本年度決算數 

金額 ％ 
說明 

 業務收入 
： 
： 

業務支出 
： 
： 

業務賸餘 
業務外收入 

： 
： 

業務外支出 
： 
： 

業務外賸餘 
： 

本期稅前賸餘 
所得稅 
本期稅後賸餘 

     

１.表列科目應以照收支餘絀預算表所列科目編列。 
２.比較增減金額為本年度預算數減本年度預算數之差額，百分比為增減金額占本年度預算數之百分比。 
３.凡本年度預、決算數比較增減達 10％者，應說明增減原因。 
４.表列科目應加編明細表 
５.若委託會計師財務簽證，應與簽證之報表所列金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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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八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現金流量表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單位：新台幣千元 
金額 

項目 
小計 合計 

說明 

  
 
 
 
 
 
 
 
 

 
 
 
 
 
 
 
 
 

 

１. 本表編製內容及方式請參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財物會計準則委員會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之財務會計

準則第十七號公報。 

２.所列各科目應以總分類帳科目為主，如科目過多時得以上一級彙總科目編列。 

３.若委託會計師財務簽證，應與簽證之報表所列金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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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九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表 
自 年 月  至  年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本年度 
科目 上年度餘額 

增加 減少 
截至本年度止餘額 增減說明 

  
 
 
 
 

    

表列科目應依照總分帳科目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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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十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比較增減 比較增減 
科目 本年度決算數 上年度決算數

金額 ％ 
科目 本年度決算數上年度決算數

金額 ％ 
    

 
 
 
 
 
 
 

 
 
 
 
 
 
 

 

     

１表列科目應以總分類帳科目為主，如科目過多時得以上一級彙總科目編列 

２.表列科目加編明細表 

３.若委託會計師財務簽證，應與簽證之報表所列金額一致。 

４.屬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負債）性質之科目，不列入資產、負債項下，但應附註說明其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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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十一（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轉投資明細表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止                     單位：新台幣千元 
轉投資事業 投資金額 持股比例 本年度股利 說明 

名稱 
年中實收

資本額
發行股數 

以前年度

已投資 

本年度增

（減）投資

截至本年度

投資淨額 

截至本年度

持有股數 
占發行股數％ 每股（元） 總額  

 
 
 
 
 

 
 
 
 
 

 
 
 
 
 

        

１.說明欄應列明（１）轉投資目的（２）資金來源（３）核准依據 

２. 表內股利項目不包括股票股利，其列帳方式，請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於被投資公司發放票股利，不作為投資收益，僅註記股數增

加，並按增加後之總股數重新計算每股成本或帳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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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十二  （未修改）                       （財團法人名稱） 

固定資產增減明細表 
自年月日至年月日止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目 上年度結存數 本年度增加數 本年度減少數 本年度結存數 說明 
土地 
土地改良物 
房屋建築設備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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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未修改）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會計科目及其編號參考表 

 

一、 資產 
流動資產  11-12  
110 
113 
114-117 
120-123 
125 
126-127 
129 

現金 
短期投資 
應收款項 
存貨 
預付款項 
短期墊款 
其他流動資產 

基金長期投資及應收款  14 
140-142 
144-145 
146 

基金 
長期投資 
長期應收款 

固定資產  15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7 
158 
159 

土地 
土地改良物 
房屋建築及設備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未完工程及預付購置設備款 
租賃權益改良 
租賃資產 

無形資產  
170 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 18 

180 
182-183 
184-185 
186-188 

＊非業務用資產 
什項資產 
遞延費用 
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 

往來  

 

19 
190 內部往來 

負債 二、 
21-22 流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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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214-217 
255 
227 
229 

短期債務 
應付款項 
預收款項 
代收款項 
其他流動負債 

長期負債 25 
 250-251 長期債務 

其他負債 28 
 
 
 

282-283 
284-285 
286-288 

雜項負債 
遞延收入 
信託代理與保證負債 

往來 

 

29 
290 內部往來 

淨值 
基金餘額 31 

 
 

310 
311 

創立基金 
其他基金 

公積 32 
 
 
 

320 
321 
329 

捐贈公債 
資產重估增值 
其他公積 

餘絀 

三、 

33 
330 
333 

累積剩餘／短絀 
＊ 本期剩餘／短絀 

＊「代管財產及」及「累計折舊－代管財產」為「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下之四

級科目，「受託代管財產餘額」為「信託代理與保證負債」下之四級科目。 
48 
 
 
 
 
 
58 
 
 
 
 
 

業務收入 
480 
481 
482 
486 
489 
業務支出 
580 
581 
582 
587 
589 

 
委辦計畫收入 
委辦計畫衍生收入 
服務收入 
捐贈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 
 
委辦計畫支出 
委辦計畫衍生支出 
服務支出 
管理費用 
其他業務支出 

 

61 業務剩餘短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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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外收入 
490 
491-492 

財務收入 
其他業務外支出 

業務外支出 

49 
 
 
59 
 590 

591-592 
財務支出 
其他業務外支出 

 

62 
63 
64 
69 

業務外剩餘／短絀 
＊ 本期稅前剩餘／短絀 
＊ 所得稅 
＊ 本期稅後剩餘／短絀 

 

註： 

1、「186-188 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及「286-288 信託代理與保證負債」，僅為平時

帳務處理分錄登帳所用之科目，不列入資產負債表之資產與負債項下（即資產與

負債總額均不包含上述科目之餘額），另於財務報告附註「信託代理與保證資

產」、「信託代理與保證負債」、「代管財產」、「累計折舊－代管財產」、「委託代管

財產餘額」等科目金額，並加編明細表充分表達。 

2、所定科目之名稱及編號，止於三級之小類科目，及四級之總帳科目及其各級科目

定義內涵，可參酌行政院主計處編訂之「國營事業機構會計科目極其編號參考

表」。如各單位因情況特殊而自訂會計科目及編號者，應於會計制度中編列對照

表與本「科技事務財團法人會計科目及其編號參考表」對照。其對外報表應轉換

為本規範之科目及編號。如有增設或修正科目之必要時，應報國科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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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書編製內容及格式參考範例（未修改） 

壹、計畫內容 

一、 營運計畫 

（一） 業務計畫 

（二） 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狀況 

（三） 其他 

二、 資金運用計畫 

（一） 固定資產投資計畫 

（二） 資金轉投資計畫 

（三） 其他重要投資及理財計畫 

貳、計畫書請以標準 A4 格式直式橫打，並裝訂成冊，其格式及填表說明如附表一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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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一（未修改） 

財團法人最近年度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 

財團法人名稱：             主管機關： 

年度：                     捐助機關（構）： 

起迄日期： 

一、營運計畫 

（一） 業務計畫 

1. 

2. 

… 

（二） 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狀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年度 年度 年度 

1財務收支    

收入    

支出    

餘絀    

2資產負債    

資產    

負債    

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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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1. 

2. 

… 

二、資金運用計畫 

（一） 固定資產投資計畫 

（二） 資金轉投資計畫 

1. 

2. 

… 

（三） 其他重要投資及理財計畫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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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未修改） 

填表說明： 

一、 主管機關：請填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二、 年度：請填最近未來一個會計年度 

三、 捐助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請填捐助之機關或機構，民間捐助成立

之財團法人可免填。 

四、 業務計畫：請參酌業務範圍及未來依年度預計辦理之各項業務計畫逐項填列，

內容應充實。 

五、 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狀況：請以最近三年度預、決算（二年度預算及一年度預

算）資料填列。餘絀欄請填列稅後金額。 

六、 其他：請填列其他需補充說明之重要事項。 

七、 固定資產投資計畫：請按總帳科目填列年度預計購置之自有固定資產，如： 

1.交通及運輸設施：公務車一輛 60 萬元。 

2.什項設備：電腦十套 40 萬元。 

八、資金轉投資計畫：請填列年度預計之投資對象，投資金額及持股比率。若無投資

對象，可依估計投資金額填列。 

九、其他重要投資及理財計畫：請填列填表說明七、八項以外之其他重要投資計畫及

年度預計之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計畫等理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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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常用法規（更新為目前法規） 

一、有關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相關法規 

（一）民法 

民國 18 年 05月 23日公布 

民國 71 年 1月 4日修正施行 

民 法 
第一編 總則 

第二章 人 

第二節 法人 

第一款 通則 

第 25條 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不得成立。 

第 26條 法人於法令限制內，有享受權利、負擔義務之能力。但專屬於自然人之

權利義務，不在此限。 

第 27條 法人應設董事。董事有數人者，法人事務之執行，除章程另有規定外，

取決於全體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董事就法人一切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事有數人者，除章程另有規定

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 

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法人得設監察人，監察法人事務之執行。監察人有數人者，除章程另有

規定外，各監察人均得單獨行使監察權。 

第 28條 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行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

該行為人連帶負賠償之責任。 

第 29條 法人以其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住所。 

第 30條 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不得成立。 

第 31條 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不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而不為

變更之登記者，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第 32條 受設立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

狀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律之規定。 

第 33條 受設立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不遵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或妨礙其

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令或章程，足以危害公益或法人之利益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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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法 
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 34條 法人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第 35條 法人之財產不能清償債務時，董事應即向法院聲請破產。 

不為前項聲請，致法人之債權人受損害時，有過失之董事，應負賠償責

任，其有二人以上時，應連帶負責。 

第 36條 法人之目的或其行為，有違反法律、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法院得因

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解散。 

第 37條 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
會另有決議者，不在此限。 

第 38條 不能依前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

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人。 

第 39條 清算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解除其任務。 

第 40條 清算人之職務如左： 

一、了結現務。 

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三、移交賸餘財產於應得者。 

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團內，視為存續。 

第 41條 清算之程序，除本通則有規定外，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 

第 42條 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法院得隨時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處分。

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命令解散者，主管機關應同時通知法院。 

法人經依章程規定或總會決議解散者，董事應於十五日內報告法院。 

第 43條 清算人不遵法院監督命令，或妨礙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董事違反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者亦同。 

第 44條 法人解散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應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但以公益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其

賸餘財產不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 

如無前項法律或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

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第三款 財團 

第 59條 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第 60條 設立財團者，應訂立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不在此限。 



 

 219

民 法 
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 

以遺囑捐助設立財團法人者，如無遺囑執行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行人。 

第 61條 財團設立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二、名稱。 

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四、財產之總額。 

五、受許可之年、月、日。 

六、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七、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八、定有存立時期者，其時期。 

財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行之。

並應附具捐助章程或遺囑備案。 

第 62條 財團之組織及其管理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捐助章程

或遺囑所定之組織不完全，或重要之管理方法不具備者，法院得因主管

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 

第 63條 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捐助人、董事、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變更其組織。 

第 64條 財團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行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

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行為為無效。 

第 65條 因情事變更，致財團之目的不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

變更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 

 

（二）民法總則施行法 

民國 72 年 1月 1日修正施行 

 
民 法 總 則 施 行 法 

第 5條 依民法總則之規定，設立法人須經許可者，如在民法總則施行前已得主

管機關之許可，得於民法總則施行後三個月內聲請登記為法人。 

第 6條 民法總則施行前具有財團及以公益為目的社團之性質而有獨立財產者，

視為法人，其代表人應依民法總則第四十七條或第六十條之規定作成書

狀，自民法總則施行後六個月內聲請主管機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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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法 總 則 施 行 法 
前項書狀所記載之事項，若主管機關認其有違背法令或為公益上之必

要，應命其變更。 

依第一項規定經核定之書狀，與章程有同一效力。 

第 7條 依前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其法人之代表人，應於核定後二十日內，
依民法總則第四十八條或第六十一條之規定，聲請登記。 

第 8條 第六條所定之法人，如未備置財產目錄、社員名簿者，應於民法總則施

行後速行編造。 

第 9條 第六條至第八條之規定，於祠堂、寺廟及以養贍家族為目的之獨立財產，

不適用之。 

第 10條 依民法總則規定法人之登記，其主管機關為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

法院對於已登記之事項，應速行公告，並許第三人抄錄或閱覽。 

 
（三）非訟事件法 

民國 94 年 2月 5日修正公布 

非 訟 事 件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三節 費用之徵收及負擔 

第 15條 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及法人設立登記，徵收費用新臺幣一千元。 

除前項登記外，有關夫妻財產制及法人之其他登記，每件徵收費用新臺幣

五百元。 

第 18條 聲請付與法人登記簿、補發法人登記證書、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簿或管理

財產報告及有關計算文件之謄本、繕本、影本或節本、法人及代表法人董

事之印鑑證明書者，每份徵收費用新臺幣二百元。 

第 26條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之費用，關係人未預納者，
法院應限期命其預納；逾期仍不預納者，應駁回其聲請或抗告。 

第二十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 

前二項規定，於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事件準用之。 

第六節 司法事務官處理程序 

第 58條 司法事務官兼辦提存或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事務，適用各該法令之

規定，並應以提存所主任或登記處主任名義行之。 

司法事務官兼辦前項事務所為處分，與提存所主任或登記處主任所為者有

同一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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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訟 事 件 法 
第二章 民事非訟事件 

第一節 法人之監督及維護事件 

第 59條 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之請求解除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事件、第三十六條之

請求宣告解散事件、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二條之有關法人清

算事件、第五十一條第三項之許可召集總會事件、第五十八條之聲請解散

事件、第六十二條之聲請必要處分事件及第六十三條之聲請變更組織事

件，均由法人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第 60條 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依民法第三十六條或第五十八條規定，聲

請法院宣告解散法人時，應附具應為解散之法定事由文件；由利害關係人

聲請者，並應釋明其利害關係。 

第 61條 主管機關或檢察官依下列規定為聲請時，應附具法定事由之文件；其他聲

請人為聲請時，並應附具資格之證明文件： 

一、民法第三十八條之聲請選任清算人。 

二、民法第六十二條之聲請法院為必要處分。 

三、民法第六十三條之聲請變更財團組織。 

主管機關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法院解除法人董事或監察人

職務時，應附具法定事由之文件。 

社團之社員依民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請求法院為召集總會之許可

時，應附具法定事由及資格證明之文件。 

第 62條 法院依民法第六十二條為必要之處分及第六十三條變更財團之組織前，應

徵詢主管機關之意見。但由主管機關聲請者，不在此限。 

第 63條 法院依民法第三十六條或第五十八條宣告法人解散、第三十八條選任清算

人、第六十條第三項指定遺囑執行人、第六十二條為必要之處分及第六十

三條變更財團之組織前，得通知檢察官陳述意見。 

第 64條 法人之董事一人、數人或全體不能或怠於行使職權，或對於法人之事務有

自身利害關係，致法人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

關係人之聲請，得選任臨時董事代行其職權。但不得為不利於法人之行為。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得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意見。 

法院得按代行事務性質、繁簡、法人財務狀況及其他情形，命法人酌給第

一項臨時董事相當報酬；其數額由法院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

人意見後定之。 

第 65條 法院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解除董事或監察人職務、第三十六條或第五

十八條宣告法人解散、第三十八條選任清算人、第三十九條解除清算人職

務、第六十三條變更財團組織及依前條選任臨時董事者，應囑託登記處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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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登記事件 

第一節 法人登記 

第 82條 法人登記事件，由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前項登記事務，由地方法院登記處辦理之。 

第 83條 登記處應備置法人登記簿。 

第 84條 法人設立之登記，除依民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及第六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

理外，並應附具下列文件： 

一、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之文件。 

二、董事資格之證明文件。設有監察人者，其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社員名簿或財產目錄，並其所有人名義為法人籌備處之財產證明文件。

四、法人及其董事之簽名式或印鑑。 

法人辦理分事務所之登記時，應附具下列文件： 

一、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之文件。 

二、分事務所負責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分事務所及其負責人之簽名式或印鑑。 

第 85條 法人以事務所之新設、遷移或廢止，其他登記事項之變更，而為登記或為

登記之更正及註銷者，由董事聲請之。 

為前項聲請者，應附具聲請事由之證明文件；其須主管機關核准者，並應

加具核准之證明文件。 

第 86條 登記處於登記後，應發給專用於辦理法人取得財產登記之登記簿謄本，並

限期命聲請人繳驗法人已取得財產目錄所載財產之證明文件，逾期撤銷其

設立登記，並通知主管機關。 

聲請人繳驗前項財產證明文件後，登記處應發給法人登記證書，並通知其

主管機關及稅捐機關。 

法人登記證書滅失或毀損致不堪用者，得聲請補發。 

第 87條 法人聲請登記時所使用之印鑑，得由法人預納費用，向登記處聲請核發印
鑑證明書。 

前項印鑑證明書，登記處認有必要時，得記載其用途。 

第 88條 法人解散之登記，由清算人聲請之。 

為前項聲請者，應附具清算人資格及解散事由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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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立之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法人因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命令解散者，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囑託為解散

之登記。 

第 89條 法人依本法規定撤銷或註銷其設立登記者，其清算程序，除本法別有規定

外，準用民法關於法人清算之規定。 

第 90條 法人之清算人任免或變更之登記，由現任清算人聲請之。 

為前項聲請者，應附具清算人任免或變更之證明文件。 

第 91條 法人清算終結之登記，由清算人聲請之。 

為前項聲請者，應附具清算各事項已得承認之證明文件。 

第 92條 法人登記之聲請有違反法律、不合程式或其他欠缺而可以補正者，登記處

應酌定期間，命聲請人補正後登記之。逾期不補正者，駁回其聲請。 

第 93條 法人已登記之事項，登記處應於登記後三日內於公告處公告七日以上。 

除前項規定外，登記處應命將公告之繕本或節本，登載於公報或當地之新

聞紙。 

公告與登記不符者，以登記為準。 

第 94條 聲請人發見登記錯誤或遺漏時，得聲請登記處更正之。 

登記處發見因聲請人之錯誤或遺漏致登記錯誤或遺漏者，應限期命聲請人

聲請更正，逾期不聲請更正者，登記處應於登記簿附記其應更正之事由。

因登記處人員登記所生之顯然錯誤或遺漏，登記處經法院院長許可，應速

為登記之更正。 

前三項經更正後，應即通知聲請人及利害關係人。 

第 95條 登記處於登記後，發見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經法院院長之許可，應註

銷其登記，並通知聲請人及利害關係人。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

先命補正： 

一、事件不屬該登記處之法院管轄者。 

二、聲請登記事項不適於登記者。 

三、應提出之證明文件不完備者。 

四、所提出之財產目錄，其記載與證明文件不相符者。 

五、聲請不備其他法定要件者。 

第 96條 關係人認登記處處理登記事務違反法令或不當時，得於知悉後十日內提出

異議。但於處理事務完畢後已逾二個月時，不得提出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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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條 登記處如認前條之異議為有理由時，應於三日內為適當之處置。如認為無

理由時，應附具意見於三日內送交所屬法院。 

法院認異議為有理由者，應以裁定命登記處為適當之處置。認異議為無理

由者，應駁回之。 

前項裁定，應附理由，並送達於登記處、異議人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 

第 98條 法人之登記經更正、撤銷或註銷確定者，準用第九十三條之規定。 

第 99條 法人登記自為清算終結之登記後，即行銷結。 

第 100條 本法有關法人登記之規定，於外國法人之登記準用之。但法令有特別規定

者，不在此限。 

外國法人經認許設立事務所者，其事務所之聲請設立登記，由該法人之董

事或其在中華民國之代表人為之。 

前項聲請，除提出認許之文件外，並應附具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認證或證

明之下列文件： 

一、法人名稱、種類及其國籍。 

二、法人之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 

三、董事或在中華民國代表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第二節 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 

第 106條 法人或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簿，任何人得向登記處聲請閱覽、抄錄或攝

影，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謄本。 

前項登記簿之附屬文件，利害關係人得敘明理由，聲請閱覽、抄錄或攝影。

但有妨害關係人隱私或其他權益之虞者，登記處得拒絕或限制其範圍。 

第 107條 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四）公司法 

民國 95 年 02月 03日修正 

公 司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2條 公司分為左列四種： 

一、無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對公司債務負連帶無限清償責

任之公司。 

二、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

責任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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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兩合公司：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所

組織，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連帶無限清償責任；有限責任

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四、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

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公司名稱，應標明公司之種類。 

第 27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行

使職務。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

數人時，得分別當選。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代表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 

對於第一項、第二項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節 設立 

第 128條 股份有限公司應有二人以上為發起人。 

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不得為發起人。 

政府或法人均得為發起人。但法人為發起人者，以左列情形為限： 

一、公司。 

二、以其自行研發之專門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作價投資之法人。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與其創設目的相關而予核准之法人。 

第 128-1條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不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

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行使，不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前項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第二節 股份 

第 162條 股票應編號，載明左列事項，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

關或其核定之發行登記機構簽證後發行之： 

一、公司名稱。 

二、設立登記或發行新股變更登記之年、月、日。 

三、發行股份總數及每股金額。 

四、本次發行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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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起人股票應標明發起人股票之字樣。 

六、特別股票應標明其特別種類之字樣。 

七、股票發行之年、月、日。 

記名股票應用股東姓名，其為同一人所有者，應記載同一姓名；股票為

政府或法人所有者，應記載政府或法人之名稱，不得另立戶名或僅載代

表人姓名。 

第一項股票之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行股票之公

司，證券管理機關另有規定者，不適用之。 

第三節 股東會 

第 181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代表人不限於一人。但其表決權之行使，仍以

其所持有之股份綜合計算。 

前項之代表人有二人以上時，其代表人行使表決權應共同為之。 

第四節 董事及董事會 

第 192-1條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者，應載明於章程，

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董事候選人提名

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理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理期間不得少

於十日。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

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數不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

人之人數，亦同。 

前項提名股東應檢附被提名人姓名、學歷、經歷、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

諾書、無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被提名人為

法人股東或其代表人者，並應檢附該法人股東登記基本資料及持有之股

份數額證明文件。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有

左列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列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理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六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

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數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未檢附第四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審查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過程應作成紀錄，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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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但經股東對董事選舉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將董事

候選人名單及其學歷、經歷、持有股份數額與所代表之政府、法人名稱

及其他相關資料公告，並將審查結果通知提名股東，對於提名人選未列

入董事候選人名單者，並應敘明未列入之理由。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第九節 變更章程 

第一○節 公司重整 

第 283條 公司重整之聲請，應由聲請人以書狀連同副本五份，載明左列事項，向

法院為之： 

一、聲請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聲請人為法人、其他團體或機關者，

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理人、代理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法定代理人與

聲請人之關係。 

三、公司名稱、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及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姓名、住

所或居所。 

四、聲請之原因及事實。 

五、公司所營事業及業務狀況。 

六、公司最近一年度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所編造之表冊；聲請日期已

逾年度開始六個月者，應另送上半年之資產負債表。 

七、對於公司重整之具體意見。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事項，得以附件補充之。 

公司為聲請時，應提出重整之具體方案。 

股東或債權人為聲請時，應檢同釋明其資格之文件，對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六款之事項，得免予記載。 

 

（五）預算法 

民國 91 年 12月 18日修正公布 

預 算 法 
第一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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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條 稱基金者，謂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金或其他財產。基金分

左列二類︰ 

一、普通基金︰歲入之供一般用途者，為普通基金。 

二、特種基金︰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金，其種類如左︰ 

(一)供營業循環運用者，為營業基金。 

(二)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者，為債務基金。

(三)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利益，依所定條件管理或處分者，為

信託基金。 

(四)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金。 

(五)有特定收入來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金。 

(六)處理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者，為資本計畫基金。 

特種基金之管理，得另以法律定之。 

第二章 預算之籌劃及擬編 

第 41條 各機關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應分別依照規定期限送達各該主管機
關。 

各國營事業機關所屬各部門或投資經營之其他事業，其資金獨立自行計

算盈虧者，應附送各該部門或事業之分預算。 

各部門投資或經營之其他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每年應由各該主

管機關就以前年度投資或捐助之效益評估，併入決算辦理後，分別編製

營運及資金運用計畫送立法院。 

 

二、財團法人稅捐減免及一般事務相關法規 

（一）所得稅法 

民國 94 年 12月 28日修正公布 

所 得 稅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4條 左列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 

一三、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者，

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第二節 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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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條 本法稱執行業務者，係指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

助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力

營生者。 

本法稱營利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利為目的，具備

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

林、漁、牧、礦冶等營利事業。 

本法稱公有事業，係指各級政府為達成某項事業目的而設置，不作損

益計算及盈餘分配之事業組織。 

本法稱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益

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令，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成

立者為限。 

本法稱合作社，係指依合作社法組織，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登記設立，

並依法經營業務之各種合作社。但不合上項規定之組織，雖其所營業

務具有合作性質者，不得以合作社論。 

本法所稱課稅年度，於適用於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係指每年一月

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章 綜合所得稅 

第 17條 按前三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列免稅額及扣除額後

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列標準扣除額或列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

並減除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三萬八千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
之。 

(二)列舉扣除額： 

1.捐贈：對於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不

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勞軍之捐贈及對政

府之捐獻，不受金額之限制。 

第三章 營利事業所得稅 

第三節 營利事業所得額 

第 36條 營利事業之捐贈，得依左列規定，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 

一、為協助國防建設、慰勞軍隊、對各級政府之捐贈，以及經財政部

專案核准之捐贈，不受金額限制。 

二、除前款規定之捐贈外，凡對合於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機關、團

體之捐贈，以不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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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第五節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第 66-1條 凡依本法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營利事業，應自八十七年度起，

在其會計帳簿外，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用以記錄可分配予股東

或社員之所得稅額，並依本法規定，保持足以正確計算該帳戶金額之

憑證及紀錄，以供稽徵機關查核。新設立之營利事業，應自設立之日

起設置並記載。 

左列營利事業或機關、團體，免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 

二、獨資、合夥組織。 

三、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 

四、依其他法令或組織章程規定，不得分配盈餘之團體或組織。 

第 66-8條 個人或營利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利事業、教育、文化、公益、

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不當

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

義務人之應納稅金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料，按實際應分

配或應獲配之股利、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 

第六節 未分配盈餘之課稅 

第四章 稽徵程序 

第二節 結算申報 

第 71-1條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年度中死亡，其死亡及以前年度依本法規

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除依第七十一條規定免辦結算申報者外，應由

遺囑執行人、繼承人或遺產管理人於死亡人死亡之日起三個月內，依

本法之規定辦理結算申報，並就其遺產範圍內代負一切有關申報納稅

之義務。但遺有配偶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仍應由其配偶依

第七十一條之規定，合併辦理結算申報納稅。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年度中廢止中華民國境內之住所或居所

離境者，應於離境前就該年度之所得辦理結算申報納稅。但其配偶如

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仍繼續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應由其配

偶依第七十一條規定，合併辦理結算申報納稅。 

合於第四條第十三款規定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

作業組織，應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理結算申報；其不合免稅要件者，

仍應依法課稅。 

 
（二）所得稅法施行細則 

民國 91 年 11月 13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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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施 行 細 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4條 本法所稱之公有事業，係指不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組織，其列入各級政

府總預算部份，應為其歲計餘絀之淨額及其資金之增減額。但經規定其

餘絀淨額俟積有成數即編入各級政府總預算者，從其規定。 

第 5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所稱之附屬作業組織，指教育、文化、公益、

慈善機關或團體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另設經營事業或營業行為之組織。

第四章 稽徵程序 

第 56條 本法第六十九條第三款所稱經核定之小規模營利事業，係指規模狹小，

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而按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利事業。 

本法第六十九條第四款所稱依本法或其他有關法律規定免徵營利事業

所得稅者，係指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十四款及第十九款規

定免納所得稅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消費合作社、公有事業及依廢止前獎勵投資條例第六條、中華民國八十

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前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八條之一、促進產

業升級條例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第七十條之一、中華民國九十

年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前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十五條、科學工

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十八條、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第二十八

條、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前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

條例第四十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六條、企業併購法第三

十七條、第三十九條、國際金融業務條例第十三條、中華民國八十九年

一月二十六日修正公布前農業發展條例第十八條及其他法律規定全部

所得額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營利事業。 

第 57-2條 依本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使用之結算申報書，準
用本法第七十七條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規定。 

依本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應使用之結算申報書，其屬對外營業

之作業組織所使用者，準用本法第七十七條關於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之規定；其屬非營利團體及其對外無營業行為之作業組織所使用

者，由財政部另訂之。 

 
（三）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民國 92 年 3月 26日修正發布 

教 育 文 化 公 益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免 納 所 得 稅 適 用 標 準  
第 1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訂定之。 

第 2條 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列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一、合於民法總則公益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令，經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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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文 化 公 益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免 納 所 得 稅 適 用 標 準  
機關登記或立案。 

二、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不以任何方

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團體所

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但依其設立

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立之關係法令，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

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不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四、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五、其基金及各項收入，除零用金外，均存放於金融機構，或購買公債、

公司債、金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行定期存單、銀行承兌匯票、

銀行或票券金融公司保證發行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項目。但由營利事業捐助之基金，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之股票，

其比率由財政部定之。 

六、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

監事，人數不超過全體董監事人數三分之一。 

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不正常關係。 

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不低於基金之每年孳息及其他

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不在此

限。 

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錄，並

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財產總額或當年度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益、慈

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除

應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代理人

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第一項第六款所稱主要捐贈人，係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額達基金總額二

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營利事業。 

第 3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其銷售貨物或勞務

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勞務以外之收入不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

支出時，得將該不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符合前條規定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許可設立之私立學校，其銷售貨物或勞

務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但依私立學校法規定辦理之附屬機構，其銷售貨

物或勞務之所得，應由私立學校擬訂使用計畫，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洽

商財政部同意，並於所得發生年度結束後三年內使用完竣，屆期未使用部

分，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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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文 化 公 益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免 納 所 得 稅 適 用 標 準  
第 4條 由各級政府機關籌設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不受第二條

第一項第六款及第八款之限制。 

前項所稱各級政府機關籌設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指由

各級政府機關捐助成立而其所捐助之財產達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 

第 5條 本標準修正發布生效日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本標準修正後之規定辦
理。 

第 6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四）遺產及贈與稅法 

民國 93 年 6月 2日修正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1條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

中華民國境內境外全部遺產，依本法規定，課徵遺產稅。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

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遺產，依本法規

定，課徵遺產稅。 

第 3條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

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第 3-2條 因遺囑成立之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其信託財產應依本法規定，課徵

遺產稅。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益人死亡時，應就其享有信託利益之權利未領受部

分，依本法規定課徵遺產稅。 

第 6條 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有遺囑執行人者，為遺囑執行人。 

二、無遺囑執行人者，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三、無遺囑執行人及繼承人者，為依法選定遺產管理人。 

其應選定遺產管理人，於死亡發生之日起六個月內未經選定呈報法院

者，或因特定原因不能選定者，稽徵機關得依非訟事件法之規定，申請

法院指定遺產管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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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二章 遺產稅之計算 

第 16條 左列各款不計入遺產總額： 

一、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各級政府及公立教育、文化、公益

慈善機關之財產。 

二、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

業之財產。 

三、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已依法登記設

立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益、慈

善、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之財產。 

四、遺產中有關文化、歷史、美術之圖書、物品，經繼承人向主管稽徵

機關聲明登記者。但繼承人將此項圖書、物品轉讓時，仍須自動申

報補稅。 

五、被繼承人自已創作之著作權、發明專利權及藝術品。 

六、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品，其總價值在七十二萬元以下

部分。 

七、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其總價值在四十萬元以下部分。 

八、依法禁止或限制採伐之森林。但解禁後仍須自動申報補稅。 

九、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益人之人壽保險金額、軍、

公教人員、勞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金額及互助金。 

一○、被繼承人死亡前五年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 

一一、被繼承人配偶及子女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經辦理登記或確有

證明者。 

一二、被繼承人遺產中經政府闢為公眾通行道路之土地或其他無償供公

眾通行之道路土地，經主管機關證明者。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留

之法定空地部分，仍應計入遺產總額。 

一三、被繼承人之債權及其他請求權不能收取或行使確有證明者。 

第 16-1條 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提供財產，捐贈或加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已

成立之公益信託並符合左列各款規定者，該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 

一、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業。 

二、各該公益信託除為其設立目的舉辦事業而必須支付之費用外，不以

任何方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給予特殊利益。 

三、信託行為明定信託關係解除、終止或消滅時，信託財產移轉於各級

政府、有類似目的之公益法人或公益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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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三章贈與稅之計算 

第 20條 左列各款不計入贈與總額︰ 

一、捐贈各級政府及公立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之財產。 

二、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產。 

三、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

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 

四、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費、教育費及醫藥費。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

八條所定繼承人者，不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數。受贈

人自受贈之日起五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

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

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

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

在此限。 

六、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七、父母於子女婚嫁時所贈與之財物，總金額不超過一百萬元。 

八十四年一月十四日以前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及婚嫁時受贈於父母之

財物在一百萬元以內者，於本項修正公布生效日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

定者，適用前項第六款及第七款之規定。 

 
（五）平均地權條例 

民國 94 年 1月 30日修正 

平 均 地 權 條 例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規定地價 

第三章 照價徵稅 

第 25條 供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樓走廊、研究機構、教育、交通、

水利、給水、鹽業、宗教、醫療、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益事業等

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良土地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予適

當之減免；減免標準與程序，由行政院定之。 

第四章 照價收買 

第五章 漲價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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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1條 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福利事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符

合左列各款規定者為限： 

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利益。 

第七章 罰則 

第 81-1條 依第三十五條之一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除追補

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二倍之罰鍰： 

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二、違反各該事業設立宗旨者。 

三、土地收益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六）印花稅法 

民國 91 年 5月 15日修正 

印 花 稅 法 
第二章 課徵範圍 

第 6條 左列各種憑證免納印花稅： 

一、各級政府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所立或使用在一般應負納稅義

務之各種憑證。 

二、公私立學校處理公款所發之憑證。 

三、公私營事業組織內部，所用不生對外權利義務關係之單據，包括

總組織與分組織間互用而不生對外作用之單據。 

四、催索欠款或核對數目所用之帳單。 

五、各種憑證之正本已貼用印花稅票者，其副本或抄本。 

六、車票、船票、航空機票及其他往來客票、行李票。 

七、農民(農、林、漁、牧)出售本身生產之農產品所出具之收據。 
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易，由農產品批發市場代農民(農、林、漁、

牧)或農民團體出具之銷貨憑證。 
農民(農、林、漁、牧)或農民團體辦理共同供銷、運銷，直接供應

工廠或出口外銷出具之銷貨憑證。 

八、薪給、工資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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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領受賑金、恤金、養老金收據。 

一○、義務代收稅捐或其他捐獻政府款項者，於代收時所具之收據。

一一、義務代發政府款項者，於向政府領款時所具之收據。 

一二、領受退還稅款之收據。 

一三、銷售印花稅票收款收據。 

一四、財團或社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益或慈善團體領受捐贈

之收據。 

一五、農田水利會收取會員水利費收據。 

一六、建造或檢修航行於國際航線船舶所訂之契約。 

 

（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民國 95 年 02月 03日修正 

中華民國 95 年 5月 1日施行。 

加 值 型 及 非 加 值 型 營 業 稅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6條 (營業人之意義)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為營業人： 

一、以營利為目的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二、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勞務

者。 

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

所。 

第二章減免範圍 

第 8條 下列貨物或勞務免徵營業稅： 

一、出售之土地。 

二、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 

三、醫院、診所、療養院提供之醫療勞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

四、托兒所、養老院、殘障福利機構提供之育、養勞務。 

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勞務及政府委託代

辦之文化勞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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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出版業發行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審定之各級學校所用教科書及經

政府依法獎勵之重要學術專門著作。 

七、(刪除) 

八、職業學校不對外營業之實習商店銷售之貨物或勞務。 

九、依法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視臺與廣播電臺銷售其本

事業之報紙、出版品、通訊稿、廣告、節目播映及節目播出。但

報社銷售之廣告及電視臺之廣告播映不包括在內。 

十、合作社依法經營銷售與社員之貨物或勞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

務。 

十一、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

物或勞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或依農產品市場交易法設

立且農會、漁會、合作社、政府合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股權之

公司組織農產品批發市場，依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收取之管理

費。 

十二、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

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

本身之用者。 

十三、政府機構、公營事業及社會團體，依有關法令組設經營不對外

營業之員工福利機構，銷售之貨物或勞務。 

十四、監獄工廠及其作業成品售賣所銷售之貨物或勞務。 

十五、郵政、電信機關依法經營之業務及政府核定之代辦業務。 

十六、政府專賣事業銷售之專賣品及經許可銷售專賣品之營業人，依

照規定價格銷售之專賣品。 

十七、代銷印花稅票或郵票之勞務。 

十八、肩挑負販沿街叫賣者銷售之貨物或勞務。 

十九、飼料及未經加工之生鮮農、林、漁、牧產物、副產物。 

二十、漁民銷售其捕獲之魚介。 

二十一、稻米、麵粉之銷售及碾米加工。 

二十二、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

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 

二十三、保險業承辦政府推行之軍公教人員與其眷屬保險、勞工保險、

學生保險、農、漁民保險、輸出保險及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

險，以及其自保費收入中扣除之再保分出保費、人壽保險提存

之責任準備金、年金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金及健康保險提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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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準備金。但人壽保險、年金保險、健康保險退保收益及退

保收回之責任準備金，不包括在內。 

二十四、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易稅之證券。 

二十五、各級政府機關標售賸剩或廢棄之物資。 

二十六、銷售與國防單位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車及與作戰有

關之偵訊、通訊器材。 

二十七、肥料、農業、畜牧用藥、農耕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車及

其所用油、電。 

二十八、供沿岸、近海漁業使用之漁船、供漁船使用之機器設備、漁

網及其用油。 

二十九、銀行業總、分行往來之利息、信託投資業運用委託人指定用

途而盈虧歸委託人負擔之信託資金收入及典當業銷售不超過應

收本息之流當品。 

三十、金條、金塊、金片、金幣及純金之金飾或飾金。但加工費不在

此限。 

三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提供之研究勞務。

三十二、經營衍生性金融商品、公司債、金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

幣拆款之銷售額。但佣金及手續費不包括在內。 

銷售前項免稅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得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

規定，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但核准後三年內不得變更。

第 8-1條 受託人因公益信託而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

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公益事業之用者，免徵

營業稅。 

前項標售、義賣及義演之收入，不計入受託人之銷售額。 

 
（八）娛樂稅法 

民國 91 年 5月 15日修正 

娛樂稅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4條 凡合於左列規定之一者，免徵娛樂稅： 

一、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團體，合於民法總則公益社團或

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令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者，所

舉辦之各種娛樂，其全部收入作為本事業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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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全部收入，減除必要開支外，作為救災或勞軍用之各種娛樂。

三、機關、團體、公私事業或學校及其他組織，對內舉辦之臨時性文

康活動，不以任何方式收取費用者。 

前項第二款准予減除之必要開支，最高不得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二十。

 
（九）房屋稅條例 

民國 90 年 6月 20日修正 

房 屋 稅 條 例 

第 5條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左列稅率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最低不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最高不得超過百

分之二。但自住房屋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 

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最低不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

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五。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人

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最低不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

不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

非住家用稅率，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不得少於

全部面積六分之一。 

第 15條 私有房屋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 

一、業經立案之私立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供校

舍或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 

二、業經立案之私立慈善救濟事業，不以營利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

者，其直接供辦理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 

三、專供祭祀用之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但以完成財

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且房屋為其所有者為限。 

四、無償供政府機關公用或供軍用之房屋。 

五、不以營利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益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

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益對象者，不在此限。 

六、專供飼養禽畜之房舍、培植農產品之溫室、稻米育苗中心作業室、人

工繁殖場、抽水機房舍；專供農民自用之燻菸房、稻穀及茶葉烘乾機

房、存放農機具倉庫及堆肥舍等房屋。 

七、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五成以上，必須修復始能使用之房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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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司法保護事業所有之房屋。 

九、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但房屋標準價格如依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重行評定時，按該重行評定時之標準價格增減程度調整

之。調整金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千元計算。 

一○、農會所有之倉庫，專供糧政機關儲存公糧，經主管機關證明者。 

一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之公益信託，其受託人因該信託關係

而取得之房屋，直接供辦理公益活動使用者。 

私有房屋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房屋稅減半徵收： 

一、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宅。 

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 

三、農會所有之自用倉庫及檢驗場，經主管機關證明者。 

四、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三成以上不及五成之房屋。 

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減免房屋稅

者，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當地主管

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 

 
（十）土地稅法 

民國 94 年 1月 30日修正 

土 地 稅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6條 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利用，增進社會福利，對於國防、政府機關、

公共設施、騎樓走廊、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利、給水、鹽業、

宗教、醫療、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益事業及合理之自用住宅等所

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良土地者，得予適當之減免；其減免

標準及程序，由行政院定之。 

第四章 土地增值稅 

第 28條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數額徵

收土地增值稅。但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

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第 28-1條 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福利事業或依法設立私立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

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列各款規定者為限： 

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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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利益。 

第六章 罰則 

第 55-1條 依第二十八條之一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除追補

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二倍之罰鍰： 

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二、違反各該事業設立宗旨者。 

三、土地收益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四、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明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

土地 

之利益者。 

 
（十一）土地稅減免規則 

民國 94 年 2月 24日修正 

土 地 稅 減 免 規 則 
第二章 減免標準 

第 8條 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 

一、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所興辦業經立案之私立學校用地、為學生實習

農、林、漁、牧、工、礦等所用之生產用地及員生宿舍用地，經登記

為財團法人所有者，全免。但私立補習班或函授學校用地，均不予減

免。 

二、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合於私立社會教育機構設立及獎勵辦法規定

設立之私立圖書館、博物館、科學館、藝術館及合於學術研究機構設

立辦法規定設立之學術研究機構，其直接用地，全免。但以已辦妥財

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

人所有者為限。 

三、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對外絕對公開，並不以營利為目的之私立

公園及體育館場，其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

百分之七十。 

四、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農、林、漁、牧、工、礦試驗場，辦

理五年以上，具有試驗事實，其土地未作其他使用，並經該主管機關

證明者，其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 

五、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

他為促進公眾利益，不以營利為目的，且不以同業、同鄉、同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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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稅 減 免 規 則 
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益對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

全免。但為促進公眾利益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
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六、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公墓，其為財團法人組織，且不以營

利為目的者，其用地，全免。但以都市計畫規劃為公墓用地或非都市

土地經編定為墳墓用地者為限。 

七、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建之民營鐵、公路或專用鐵、公路，經常開放

並附帶客貨運輸者，其基地，全免。 

八、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農田水利事業，所有引水、蓄水、洩水各

項建造物用地，全免；辦公處所及其工作站房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

九、有益於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

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部核准設立之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

廟用地及紀念先賢先烈之館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益之祀田或

放租之基地，或其土地係以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不適用之。 

十、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軍事機關、部隊、學校使用之土地，

在使用期間以內，全免。 

十一、各級農會、漁會之辦公廳及其集貨場、依法辦竣農倉登記之倉庫或

漁會附屬之冷凍魚貨倉庫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 

十二、經主管機關依法指定之私有古蹟用地，全免。 

前項第一款之私立學校，第二款之私立學術研究機構及第五款之私立社會

救濟慈善各事業，其有收益之土地，而將全部收益直接用於各該事業者，

其地價稅或田賦得專案報請減免。第三款、第四款、第六款、第七款、第

八款及第十一款之各事業用地，應以各該事業所有者為限。但第三款之事

業租用公地為用地者，該公地仍適用該款之規定。 

第 20條 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標準如下： 

一、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全免。 

二、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全免。 

三、被徵收之土地，全免。 

四、依都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全免。 

五、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

機關者，全免。 

六、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金補償其地價者，及因領回抵價地不足最小建

築單位面積而領取現金補償者，或以抵價地補償其地價者，全免。領

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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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稅 減 免 規 則 
七、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百分之四十。但以下列

土地，於中華民國六十六年二月二日平均地權條例公布施行後移轉者

為限： 

(一)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地區，於該

次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以後辦理重劃之土地。 

(二)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以前已依土地法規定辦理規定地價及在中華

民國五十三年以後始舉辦規定地價之地區，於其第一次規定地價

以後辦理重劃之土地。 

八、土地重劃時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應負擔之公共用地及抵費地，全免。於

重劃區內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改

領差額地價者，亦同。 

九、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

值相等者，全免。公同共有土地分割，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分割

前相等者，亦同。 

十、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其合併前之土地價值相等者，

全免。 

十一、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福利事業或依法設立私立學校使用之土地，全

免。但以符合下列規定者為限： 

(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利益。 

 
（十二）關稅法 

民國 93 年 5月 5日修正 

關 稅 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8條 納稅義務人為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者，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
賸餘財產前，應依法分別按關稅、滯納金及罰鍰應受清償之順序繳清。

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償之款項負繳納義務。 

第二章 通關程序 

第三節 納稅期限與行政救濟 

第 48條 

第 5項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欠繳應繳關稅或罰鍰達一定金額者，得由司法機

關或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理機關限制其出境；其為法人、合夥或

非法人團體者，得限制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出境。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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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稅 法 
應解除其限制；其實施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第三章 稅款之優待 

第一節 免稅 

第 49條 下列各款進口貨物，免稅： 

⋯⋯⋯⋯ 

五、辦理救濟事業之政府機構、公益、慈善團體進口或受贈之救濟物資。

六、公私立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依其設立性質，進口用於教育、

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與參加國際比賽之體育團體訓練及比賽用之必

需體育器材。但以成品為限。 

⋯⋯⋯ 

前項貨物以外之進口貨物，其同批完稅價格合併計算在財政部公告之限

額以下者，免稅。但經財政部公告之特定貨物，不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六款、第九款、第十四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八款所定

之免稅範圍、品目、數量、限額、通關程序及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十三）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辦法 

民國 94 年 4月 25日修正 

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辦法 
第 2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或研究機關，範圍如下： 

一、公私立各級學校及幼稚園。但私立者以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為限。

二、公立學術研究、社會教育及職業訓練機構。 

三、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並經其主管機關核轉財政部認定之學術研究、

社會教育及職業訓練機構。 

四、經教育部或行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准參加國際比賽之體育團體。 

第 3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研究用品之免稅品目如下： 

一、教育需用之圖書、視聽器材、標本模型、資訊及電腦媒體及其相關

之必需品。 

二、研究及實驗需用之儀器設備、材料、試藥及其相關之必需品。 

三、實習及訓練需用之機具、器材。 

四、收藏品及用於保存、整理或複製收藏品所必需之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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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辦法 
五、參加國際比賽之訓練及比賽用必需體育器材。 

六、醫學院附設教學醫院用於臨床醫學實習之醫療儀器設備。 

前項教育研究用品以所使用之最後成品為限。 

第 4條 教育或研究機關進口教育研究用品申請免稅，依下列規定程式辦理： 

一、國立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逕向進口地海關申請。 

二、前款規定以外之公私立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應分別報請中

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進口地海關
申請。 

依前項規定申請免稅進口教育研究用品，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進口教育研究用品免稅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二、進口教育研究用品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二)。 

第 5條 申請教育研究用品免稅進口，應以教育或研究機關為進口人。但因特殊
原因需委託國內廠商代為進口，經教育或研究機關敘明理由函請主管機

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或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採購者，得以

國內代辦廠商或得標商為進口人，進口報單上應註明原申請教育或研究

機關名稱；用品進口後應直接交與原申請之教育或研究機關。 

教育或研究機關依政府採購法採購進口教育研究用品，並依前條規定申

請免稅時，應檢附書明採購價格不含進口稅款之公文書或其他證明文

件，以供海關審查。 

第 8條 進口教育研究用品，其輸出入規定應依現行相關貿易法規辦理。 

第 10條 教育或研究機關所有免稅進口之教育研究用品，必須確供各該教育或研
究機關本身在教育、研究、實驗、實習或國際比賽、訓練等目的使用；

非經向原進口地海關申請補稅不得轉讓或變更用途。 

 

（十四）公民營事業聘僱外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人員暨僑外事業主管許可及管理辦法

（已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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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法令函釋 
（除原有之法令函釋，本計畫新增行政函釋）105 

一、法令函釋 

【財團法人所遂行公益事業之目的，係指終局之目的而言】 

查財團法人固以遂行公益事業為目的，不得以營利為目的，惟茲所謂目的係指終局之

目的而言，故苟投資於營利事業，但仍將所得利益用於公益事業者，似尚不失為公益

法人，與其目的似尚無牴觸。(五十二年八月八日（五二）台函民字第四五一二號) 

 

【財團法人申請設立或變更登記時所提提出之各項文件，應經主管機關驗印】 

一  查財團法人向各地方法院登記處聲請為設立或變更登記時所提出之 

各項文件，如未經主管機關驗印，則各該文件曾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

地方法院登記處即無從辨別，尤其以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最關重要，如聲請人

向法院登記處提出之捐助章程，與其經主管機關核可之捐助章程不同時，即不

得准其登記，因此本部於「提示辦理財團法人登記注意要點」第八點規定：「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法人之設立與登記文件，應經其驗印而未驗印者，應不准

其登記。」 

二  茲為各地方法院受理登記時，便於審核起見，特請貴部、會、署、局，於許可財

團法人設立或變更登記時，在各項聲請文件上驗印證明。（六五一二○三(六五) 

台函民字第一○五五九號） 

應由捐助而來之立法意旨不符，不應准其為財團法人登記，如經登記完畢，應

如何設法補救，可否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規則第十三條規定，註銷其

登記，希研辦具報。（六八○四一一（六八） 台函民字第○三三七五號） 

 

【公益社團及財團法人之行為或目的，影響社會公益甚鉅，主管機關應經常檢查其業

務是否合乎公益，施以適當監督，以促其健全發展】 

公益祛團及財團法人之行為或目的，影響社會公益甚鉅，請就貴部監督之法人，經常

                                                 
105 第 246-250頁為原手冊之法令函釋，第 251-255頁為本計畫新增之行政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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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其業務是否合乎公益，施以適當監督，以促其健全發展。近年來我國社會進步，

經濟繁榮，團體力量益見重要，公益社團及財團法人逐漸增多，其對國家、社會之影

響至鉅，本院鑒於間有公益社團及財團法人，假法人之名，從事營利活動，坐享減免

稅捐之優惠待遇，甚或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而為違反法律、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

行為者，乃於七十一年司法會議將「如何加強公益社團及財團法人之監督」列為重要

業務檢討議題，以謀公益法人之健全發展。經與會人士研討結果，左列事項似與貴部

監督之公益法人有關，有賴於貴部施以相當之監督，方足以防弊端： 

(一) 法人於聲請設立許可時，請依法嚴其許可條件，並促其於章程上   

       依法為必要之記載，以強化其組織及管理。 

(二) 新設立之法人，除依特別法規定取得法人資格外，請輔導其依民法第三十條

之規定向法院辦理設立登記。 

(三) 法人成立後，請監督其業務之執行，並視需要檢查其財產狀況，及有無違反

許可條件與法律之規定。如發現法人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者，請依民法第三

十四條之規定撤銷其許可；如發現其行為有違反法律、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者，請依同法第三十六條之規定請求法院宣告解散該法人。 

(四) 民法總則業已修正公布，將於民國七十二年一月一日施行，依該法第三十三

條規定「受設立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不遵主管監督機關之命令或妨礙

其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令或章

程，足以危害公益或法人之利益者，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

其他必要之處置。」第六十四條規定「財團董事，有違捐助章程之行為時，

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行為無效。」均可

供監督之運用。 

(五) 在財團法人方面，於民國七十二年一月一日以後，如發現其捐助章程所定之組

織不完全或重要之管理方法不具備者，或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或

因情事變更，致財團之目的不能達到時，請分別依新修正民法總則第六十二

條、第六十三條及第六十五條之規定，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或變更其組織，

或變更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以維護財團法人。對於從事公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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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從事公益活動之公益活動之公益社團及財團法人，似可考慮分別予以表揚，

或限期改正。（七一○八二一（七一） 秘台廳 (一)字第一六一九號） 

【財團法人登記後，其捐助及組織章程，除關於財團之目的，所捐財產組織或重要管

理方法之變更外，均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得向法院聲請辦理章程變更

登記】 

一、按財團法人捐助章程，依民法第六十條第二項及第六十二條規定，應訂明法人目

的、所捐財產，財團組織及管理方法。於登記後，除有民法第六十二條、第六

十三條、第六十五條規定之情事，得依法定程序為與捐助章程內容不同之處分

外，不得變更。其由法院為前述處分時，民法既無應先取得主管機關核可之規

定，自不宜為法律規定以外，限制法院法定職權之行使。 

二、至不屬於前述事項之變更，則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方得聲請該管法

院辦理章程變更登記。（七二○五二一（七二） 秘台廳一字第○一三五九號） 

 

【財團法人設立後擬自該法人歷年累積公積項下移撥款項，充作基金，使該法人原登

記基金增加，似無變更捐助章程之必要，僅應辦理財產總額變更登記即可】 

一  按財團法人經設立登記後，其捐助章程除有民法第六十二條、第六十三條、第六

十五條所規定情事，得依法定程序為與捐助章程內容不同之必要處分或變更其

組織外，不得變更；又捐助人之捐助行為生效後，捐助人及捐助金額即屬確定，

日後縱因財團法人接受捐贈致財產總額增加，亦不發生捐助人數及捐助金額變

更之問題。 

二  本件財團法人設立後，擬自該法人歷年累積項下移撥款項，充作基金，使該法人

原登記基金增加一節，揆諸上開說明，似無變更捐助章程之必要，僅應辦理財

產總額變更登記即可。（七四○二二六(七四) 秘台廳 (一)字第○一一二○號） 

 

【財團法人不得以捐助人為最高意思機關】 

按財團之組織及其管理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民法第六十二條前段

定有明文。又財團法人係屬他律法人，固不得以捐助人為最高意思機關，惟捐助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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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依捐助章程所定方式，產生董事、監察人或於其任期屆滿時予以改選 (聘) ，而不

涉及財團法人目的事業業務之釐定與執行，似無違其為他律法人之本質。（七七○一

一四（七七）秘台廳(一)字第○一○三四號）  

 

【財團法人變更財產總額，其中股票折算現金，似宜以票載面額為準】  

全文內容：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而不為變更之登記

者，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民法第三十一條參照) 。又財團法人於辦理設立登記

後，其財產如有增加，應依法辦理財產總額變更登記，無須先辦或併辦章程變更登記 

(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規則第二十七條、財團法人登記注意要點第三項等規

定，暨本院七十四年二月二十六日 (七四)秘台廳一字第○一一一九號函參照) 。如

財團法人財產中之股票數量增加者，為便於財產總額之計算及辦理財產總額變更登

記，似宜以票載面額為準。（七八○九三○(七八)秘台廳(一)字第○二○一○號）  

 

【財團法人具有公益性質，應係指其終局目的而言】 

財團法人之成立係以財產之集合為基礎，屬他律法人，徵諸民法總則第二章第二節第

三款「財團法人」之立法理由略謂：「謹按財團者，因為特定與繼續之目的，所使用

財產之集合而成之法人是也。其目的有公益目的 (如學校病院等) ，私益目的 (如親

屬救助等) 之二種。」故所稱財團法人具有公益性質應係指其終局目的而言，用以與

「營利法人」相區別。至財團法人之受益對象究為一般不特定多數人或特定多數人，

似均不影響財團法人之公益性質。七八○三二○(七八) 法律決字第五二二五號  

 

【財團法人財產中，上市股票之計算，均按票載面額為準】 

按設立財團者，應訂立捐助章程。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民法第六

十條定有明文，所捐財產中有上市股票時，若以捐助當時市價為準，將使財團法人之

財產總額變動不居，將發生應隨時辦理財產總額變更登記情事，徒增當事人勞費，故

本院各地方法院登記處，為便於財產總額之計算及辦理財產總額變更登記，一向以票

載面額為準。台端若認票載面額與市價之差距過大，非不得以附註之方式，於捐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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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註明捐助當時股票之市價，以彰顯捐助人之至意。（七九○一二五（七九）廳民

三字第○○七三號） 

【財團法人董事違反捐助章程之行為，在未依法經法院宣告無效前，仍為有效】 

按經法院調解成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六條第一項、第三百八十條第一項規定

即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來函所稱財團法人未依捐助章程約定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逕於法院成立調解，將所有房屋移轉登記他人，僅係財團董事違反捐助章程之行為，

依民法第六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宣告其行為為

無效，於法院未宣告無效前，該調解仍為有效。財團法人持該調解筆錄申請核備，主

管機關自應本其權責查明有無聲請法院宣告上開行為無效之判決而為處理；至申請移

轉登記須否另檢附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核准文件，亦宜由地政機關依有關法規辦理。 

（八○○四二三(八○) 秘台廳一字第○四一四三七號）  

 

【財團法人依章程在國外置分事務所時，須先經當地政府機關核准後，始得向國內主

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辦理分事務所登記】 

一  按財團法人之設立，係以社會公益為目的。為貫徹此項目的，依章程在國外設分

事務所，尚非法所不許。惟於國外置分事務所時，則須先經當地政府機關核准後，

始得向國內主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辦理分事務所登記「民法第六十一條、非

訟事件法第三十一條、民法總則施行法第十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規則

第廿六條第二項前段參照」。 

二  又財團法人可否於國外設立分會或辦事處等其他機構一節，若其組織性質與分事

務所相同，似可比照前開說明辦理。（八○○六一一(八○) 秘台廳 (一)字第○

一六一六號民國八○年六月一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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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面係本計畫所新增之行政函釋 

【關於財團法人出資成立之公益信託，該財團法人之董事是否得為受託人疑義】106 
一、（法務部）查有關財團法人出資成立之公益信託，該財團法人之董事是否得為

受託人，信託法及本部公益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並無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審查

時，是否應予許可，亦乏案例可供參考。然公益信託之委託人與受託人有一定

之利害關係，而公益信託有其目的並得接受捐贈，是否因此而易滋弊端，應否

禁止，均待研究探討建立法制。為此本部爰於九十三年九月二十九日邀集信託

法學者專家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後，綜合彙整與會學者專家意見，認

為對於類似之申請案，依法而言，主管機關似無法僅以受託人為自然人，或受

託人為委託人之董事，而不予許可，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審核時，應就個案

特別考量以下幾種情形：(一)董事與受託人地位之利益衝突。(二)受託人是否確
有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能力？如無執行能力，必要時得命受託人提供擔保(信
託法第七十二條規定參照)。(三)函請稅捐稽徵機關備案或請其就課稅問題表示
意見，如無任何稅賦優惠，主管機關宜向申請人(受託人)闡明，使其能再審慎考
量。(四)財團法人董事為受託人成立公益信託，是否符合董事義務本旨？是否符

合財團法人之本旨？即是否符合法定義務與責任。(五)為防止弊端，主管機關於
許可成立公益信託時，得依得行政程序法第九十三條規定附附款。尤於公益信

託剛開始實施之際，建制之初，更應審慎，一方面要有效運用該制度，另一方

面要有效管理，使符合信託本旨立法目的，避免被濫用。至於個案之審查，建

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能邀請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作深入的審核，應較

周延妥當。（法律字第 0930700550號） 

【就財團法人之員工具有律師資格者，未加入律師公會，以訴訟代理人之身分代理該

財團法人之訴訟，是否違反律師法規定】107 
一、按律師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律師非加入律師公會，不得執行職務」，因此

具有律師資格者而本於律師身分，辦理法律事務，即係執行律師職務，自有上開

規定之適用。 

二、台端來函所詢財團法人僱傭之員工雖具律師資格，惟其以受僱人身分就特定訴訟

案件受其所任職之財團法人委任以擔任訴訟代理人，於該訴訟事件中，有無執行

律師職務而應受前開律師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之規範，仍應依具體個案實際情
形予以審認之。（法檢決字第 0940803874號） 

                                                 
106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AAk%AB%DF+++++++++++++++++
+0930700550++&K1=財團法人（法務部公報第 340期 70-75頁）。 

107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AAk%C0%CB%A8M++++++++++++
+++++0940803874++&K1=財團法人（法務部）。 



 

 253

【信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所稱「受益人不特定或尚未存在」之定義】108 
一、（法務部）按旨揭條文所稱「受益人不特定」，係指受益人已存在但尚不能確定

孰為受益人之情形，如公益信託或信託行為訂定以校內成績最佳者為受益人，而

成績尚未計算出，或以身心障礙者為受益人等是；所稱「尚未存在」，係指在信

託設立之時，受益對象尚未出生(自然人)或尚未設立完成(法人)，如以胎兒為受
益人，或以籌設中之財團法人為受益人，屬之。至於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二第四項

及第三條之四第三項相同用語之解釋，請貴部參酌該法相關條文之立法意旨審認

之。（法律字第 0930010466號） 

【關於國立交通大學原經管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屬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檔案移

交釋疑】109 
一、（檔案管理局）按檔案法施行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機關改組時，其所有檔

案應移交至業務承接機關。所稱「改組」包括改隸(制)等情形，是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原所屬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於改制
為財團法人後，其原管有之公文檔案當依法移交予業務承接機關。至貴屬國立交

通大學經管該實驗室之檔案，自亦當依上開規定移交國科會管理。（檔徵字第

0920007807號） 

【函詢慈○大學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簽訂土地信託契約

案所涉信託法相關疑義一案】110 
一、（法務部）本件依貴部來函說明四，稱係「二個法人相互公益信託」，惟依信

託法第六十九條及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稱「公益信託」，指以慈善、文化、

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利益為目的，而其設立及其受託人，經

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由於貴部來函並未敘明該二公益信託之名稱為

何？其設立之公益目的分別為何？及是否已取得各該公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許可等，故無從就信託監察人是否妥適等表示意見。 

二、有關本件是否符合信託之精神乙節，依慈○大學九十二年七月四日慈大總保字第

○九二○○○○六二九號致貴部函說明三略謂：「謹尊照鈞部四月十六日會勘結論，

本校經詳細評估實際稅負負擔、法令規定，……由雙方簽訂土地信託契約，據

以辦理產權交換，……。依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信託移轉土地所有
權，並可免課徵土地增值稅，達減少雙方稅負負擔之原則」，由是觀之，本件

信託之目的，似為辦理土地交換，並期能減少租稅負擔，而非為使他人管理或

                                                 
108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AAk%AB%DF+++++++++++++++++
+0930010466++&K1=財團法人（法務部公報第 324期 23頁）。 

109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C0%C9%BCx+++++++++++++++++
+0920007807++&K1=財團法人（檔案管理局）。 

110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AAk%AB%DF+++++++++++++++++
+0920700525++&K1=財團法人（法務部公報第 314期 20-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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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信託財產，更非為特定之公益目的而設立，如此自與信託法第一條所定之

信託本旨有違。 

三、參照本件來函附件之二土地信託契約書，各該信託之受託人皆非信託業法所稱

之信託業，且均約定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係歸屬於委託人或委託人指定之

人，則縱該二信託為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之公益信託，亦不能享有稅法上之優

惠，是以，本件所涉稅負問題，宜請另函徵詢財政部之意見。（法律字第

0920700525號） 

 

【關於登記機關已辦理自益信託登記之土地，其受託人可否將該土地贈與他人疑義乙

案】111 
一、（法務部）按贈與乃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

力之行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條第二項、民法第四百零六條規定參照)，其對各
級政府、財團法人、公益信託等為贈與者，一般稱為「捐贈」。信託財產乃受益

人受益權之所繫，非為受託人之自有財產，倘受託人欲以「受託人名義」為捐贈，

縱為信託契約所約定，其約定亦與信託之本旨有違。 

三、次依信託法第一條規定，受託人須為受益人利益或特定目的管理、處分信託財產；

其因管理、處分信託財產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同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參照)。單純之拋棄或捐贈，未能取得任何對價，殊難解為係為受益人之利益(本
部九十二年四月十一日法律字第○九二○○一一六○七號函說明二參照)，況且是以
「受託人名義」為捐贈，縱稅法對個人或營利事業之捐贈有得列舉扣除或的列為

當年度費用等優惠(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三十六條規定參照)，受益人或委託人

(自益信託之情形)亦不能享有。而本件信託若係為使受託人假信託之方式而遂行

其節稅或其他脫法之目的，其信託行為自是無效。因貴部來函並未檢附信託契約

相關資料，本件仍請貴部參酌上開說明，本於職權就具體個案事實依法審酌之。

（法律字第 0920031754號） 

【財團法人文教基金會可否於捐助章程中明定當然董事或當然董事長疑義】112 
一、（法務部）院辦理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第十條第三款規定，法人之章程內容

有捐助人或其子孫永為該法人董事者，應認為違反設立目的，不准登記。但法

律另有特別規定者(例如私立學校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自應依其規定(司法院
地方法院登記業務講習會法律問題研究意見參考)。至於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得
否明定捐助人或其子孫以外之人為當然董事或董事長，是否予以許可，宜由貴

部參酌前揭意旨，本於職權審酌其是否違反設立目的而定。 
二、檢送司法院地方法院登記業務講習會法律問題研究意見資料影本乙份。（(87)

                                                 
111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AAk%AB%DF+++++++++++++++++
+0920031754++&K1=財團法人（法務部公報第 311期 107頁）。 

112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2887%29+%AAk%AB%DF++++++++
+++++046982++++++&K1=財團法人（法務部公報第 225期 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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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字第 046982號） 

【財團法人之董事兼任執行長並領有固定薪資是否符合財團法人之公益精神疑義】113 
一、（法務部）按法人須設董事，董事就法人一切事務，對外代表法人，民法第二

十七條定有明文，故董事為法人之必要機關。另財團法人之組織及管理方法，

依同法第六十二條規定，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定之，是以財團法人董事之酬勞

及得否兼任工作人員及領兼任酬勞等事項，民法並未規定，似宜由捐助人於捐

助章程定之。本案關於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慈善事業基金會無給職董事得否

兼任工作人員並領兼職之薪資，參酌上揭說明，民法既未規定，另該基金會捐

助章程及貴部所訂「內政部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亦未予明確規範，而貴部

為該基金會之主管機關，故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董事兼任執行長

並領有固定薪資是否符合財團法人之公益精神事宜，似屬事實認定問題，仍宜

由貴部本於職審認之。（(87)法律字第 035833號） 

【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所訂之事務所所在地應如何記載疑義】114 
一、（法務部）本件經轉准司法院秘書長八十六年十一月十三日(八六)秘台廳民三字
第二一三九二號函復略以：(一)財團法人一經登記成立，其捐助章程即告確定，

除依法(如民法第六十二條、第六十三條、第六十五條)得變更者外，不得變更。

又事務所固為財團法人設立時應登記事項之一，惟並非捐助章程之必要記載事

項，如章程載有事務所之地址而事後變更時，僅生法人已登記事項之變更，依法

應為變更登記之問題，與捐助章程之變更無涉，此觀民法第六十條第二項、第六

十一條至第六十三條、第六十五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三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

契約登記規則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五條及法院辦理財團法人登記注意

事項第三項等規定自明。(二)關於經濟事務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所訂事務所所在
地』應如何記載一節，民法及本院主管法規部分並無明文，且事涉經濟部主管法

令解釋問題，尚請本諸權責自行裁奪。惟於法人登記實務上，財團法人設立時，

參照民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六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

記規則第二十三條第一項附式一等規定，通常均應登記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之詳

細地址，以利定管轄及文書之送達。請參酌。（(86)法律決字第 045685號） 

【關於財團法人函請辦理變更法定代理人登記疑義】115 
一、（司法院）按私立學校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董事長、董事之改選、補選

及其他重要事項之變更，應送經主管教育機關核轉該管法院辦理變更記。查來

函謂財團法人景○技術學院業經貴部依私立學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解除

董事會全體董事之職務，並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於新董事會成立前，組織管理

                                                 
113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2887%29+%AAk%AB%DF++++++++
+++++035833++++++&K1=財團法人（法務部公報第 225期 187頁）。 

114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100%2886%29+%AAk%AB%DF%A8M+++
+++++++++045685++++++&K1=財團法人（法務部公報第 216期 98頁）。 

115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I00000%2890%29+%AF%B5%A5x%C6U%A5
%C1%A4T++++++++++27521+++++++&K1=財團法人（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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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代行董事會職權，至新董事會成立時為之，召集人為劉○達，此屬該
校重要事項之變更，該校自應將上開重要事項之變更送經貴部核轉該管法院辦

理變更登記。（(90)秘台廳民三字第 27521號） 

【按文教財團法人接受捐贈財產並指定該捐贈財產之用途，性質應屬附有負擔之贈

與，現行相關法規雖無禁止規定，惟財團法人係以公益為目的之他律法人，應依其

捐助章程所定之目的業務範圍運作，如該指定用途逾越章程所定之範圍時，自為法

所不許。又如於捐贈時指明「財產於變動處理時，原捐贈人得予優先購回」是否適

法乙節，應分別情形定之，例如財團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的歸屬依民法第四十

四條第一項但書及貴部(教育部)所頒「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不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利團體，本件捐贈人自不得優先購回。但如係財團法

人存續中所為財產之處分時，主管機關應有監督權(上開監督準則第十五條參照)，

上開優先購回捐贈財產之約定如不違反法令規定者，似無不可。】116 
（法務部）按文教財團法人接受捐贈財產並指定該捐贈財產之用途，性質應屬附有負

擔之贈與，現行相關法規雖無禁止規定，惟財團法人係以公益為目的之他律法人，應

依其捐助章程所定之目的業務範圍運作，如該指定用途逾越章程所定之範圍時，自為

法所不許。又如於捐贈時指明「財產於變動處理時，原捐贈人得予優先購回」是否適

法乙節，應分別情形定之，例如財團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的歸屬依民法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但書及貴部(教育部)所頒「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不

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利團體，本件捐贈人自不得優先購回。但如係財團法人存續中

所為財產之處分時，主管機關應有監督權(上開監督準則第十五條參照)，上開優先購
回捐贈財產之約定如不違反法令規定者，似無不可。（(83)法律字第 03164號） 

 

                                                 
116 2006 年 4月摘自：
http://moj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3H00000%2883%29+%AAk%AB%DF+++++++
++++++03164+++++++&K1=財團法人（法務部法規諮詢意見(二)(下冊)第 1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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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國科會處理審查財團法人設立許可申請流程圖 

（經本計畫修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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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一如何至地方法院辦理財團法人登記事項 

（已更新；參考臺北地方法院之網路資訊） 

（說明：下列表格係摘自台北地方法院網頁：http://tpd.judicial.gov.tw/03-01-03.htm，
上網日期 95 年 4月 14日。僅供參考，如欲辦理財團法人登記業務，請以該法人所

在地之各地方法院為準。） 

 
壹、財團法人設立登記之聲請及檢附文件 

一、財團法人設立登記之聲請及檢附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登記聲請書一份，逐欄詳細填寫，由

聲請人全體董事、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3至 9項文件應提出送經主管機關監督審核、驗印之正本證

明文件。） 

1. 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公函影本一份。 

2. 捐助及組織章程一份（捐助章程由捐助人、遺囑或遺囑執行人定之，章程

之內容應符合民法總則之規定，並應載明訂立之日期）。 

3. 捐助人會議紀錄（議定捐助章程及遴聘首屆董事，會議紀錄未端，應由主

席及紀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4. 第一屆董、監事會議紀錄（選舉董事長、常務董事、常務監事等）會議紀

錄末端應由主席及紀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5. 董、監事名冊一份（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董、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

地址）。 

6. 全體董、監事願任同意書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7. 法人印信（圖記）及董、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

為宜。印信 （圖記）及簽名式或印鑑式應與聲請書等文件之簽名或印鑑相

符。嗣後如有任何聲請，並以此印鑑章或簽名式為準）。 

8. 財產清冊一份。 

9. 捐助人名冊。捐助財產者應附承諾書，如係不動產者併附土地或建物登記

謄本，如係動產者併附銀行存款證明或公司股票證明。 

10. 全體董、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11.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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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12.聲請費新台幣１,０００元。 

二、法人名稱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

載明：（1）原法人名稱財團法人０００００００變更為新法人名稱財團法人０

００００００。（2）法人印信（圖記）變更。聲請人由現任董事半數以上簽名

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 

1. 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3. 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末端，應由主席及紀

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4. 更名後法人印信（圖記）式正本二份（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正本）。 

5.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6. 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

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7.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三、法人主事務所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

載明：原主事務所為台北市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變更為台北市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聲請人由董事長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 

1. 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3. 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末端，應由主席及紀

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4.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5. 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

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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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四、法人董、監事改選（任期屆滿改選）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

載明：（1）第０屆董、監事任期屆滿，改選產生第０屆董、監事，分別載明連

任者及新任者姓名。（2）代表法人之董事：０００。（3）董、監事印鑑（新任

董、監事印鑑）或（連任董、監事０００及新任董、監事印鑑）。由聲請人現

任董事（含連任及新任）半數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3至 5項文件應提出已送經主管機關監督審核、驗印之證明

文件正本。） 

1. 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3. 董、監事會議紀錄一份（董、監事變更，應依章程之規定產生，會議紀錄

末端，應由主席及紀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4. 董、監事名冊一份（應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董、監事住址應記載戶

籍地址）。 

5. 董、監事願任同意書正本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6. 新任董、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為宜，連任

董、監事印鑑若有變更，則須提出新印鑑式正本二份）。 

7. 新任董、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連任董、監事住所若

有變更，亦應提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8.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9. 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

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10.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五、法人董、監事改選（任期中改選）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

載明：（1）第０屆董、監事０００因．．．．．辭任，繼任董、監事０００變

更登記。（2）繼任董、監事印鑑。由聲請人現任董事（含原任及繼任）半數以

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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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送之文件：（第 3至 5項文件應提出已送經主管機關監督審核、驗印之證明

文件正本。） 

1. 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3. 董、監事會議紀錄一份（董、監事變更，應依章程之規定產生，會議紀錄

末端，應由主席及紀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4. 董、監事名冊一份（應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董、監事住址應記載戶

籍地址）。 

5. 繼任董、監事願任同意書正本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6. 辭任董、監事之辭任書。 

7. 繼任董、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為宜，原任

董、監事印鑑若有變更，則須提出新印鑑式正本二份）。 

8. 繼任董、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原任董、監事住所若

有變更，亦應提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9.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10.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

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11.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六、法人財產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

載明：原登記之財產總額為新台幣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整變更登記為新台幣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整。財產總額增加變更登記，聲請人由董事長簽名或蓋

章，並加蓋法人印信；財產總額減少變更登記，聲請人由現任董事半數以上簽

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 

1. 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3. 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末端，應由主席及紀

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262

4. 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財產清冊（財產清冊應分項載明原有財產，新增或減少

財產之金額，及現有財產，並各計其總計，同時併附各該不動產或動產之

證明文件。 

5.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6. 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

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7.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七、法人捐助章程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

載明：原捐助及組織章程第００條經董事會議通過變更，報經主管機關准予變

更；捐助章程變更須經法院裁定者，並應載明原捐助及組織章程第００條經貴

院００年度法字第０００號民事裁定確定准予補充變更。聲請變更登記之聲請

人應由現任董事半數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 

1. 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變更後之捐助及組織章程

及新舊條文對照表驗印正本各一份。 

3. 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末端，應由主席及紀

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4. 捐助章程如有民法第六十二條、第六十三條之情形須變更捐助及組織章程

者，應先具狀聲請法院民事庭裁定准許變更後，再檢同該裁定及其確定證

明書，始得辦理變更登記。 

5.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6. 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

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7.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八、解散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法人為解散之登記，由清算人聲請之。 

（二）解散登記附送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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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人解散登記聲請書：聲請書應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聲請書應記載解散之原因，可決之程序與日期，清算人之姓名、住所。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解散之公函影本。 

3.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4. 證明解散事由之文件。 

5. 清算人資格證明文件（選任清算人之會議紀錄及清算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或戶籍謄 本）。 

6. 法人資產負債表、財產清冊。 

7. 清算人已向法院就任聲報之證明文件。 

8. 清算人就任同意書。 

9. 清算人印鑑式正本二份。 

10.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11.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九、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由現任清算人聲請之。 

（二）聲請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附送之文件： 

1. 法人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清算人任免或決定變更之程

序、新任清算人之姓名與住所，由現任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

信）。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3. 決議任免、或變更清算人之會議記錄。 

4. 清算人已向法院就任聲報之證明文件。 

5. 現任清算人就任同意書（應記載其願就任之意思、清算人姓名與住所、就

任日期）。 

6. 清算人印鑑式正本二份。 

7. 清算人就任後所造具之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 

8. 前項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錄經承認之證明文件。 

9.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十、清算終結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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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算終結登記，應由清算人聲請之。 

（二）聲請清算終結登記附送之文件： 

1. 法人清算終結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民法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清算人職務執

行之情形與清算終結之日期，並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 

2. 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3. 清算後之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錄。 

4. 法人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業經依章程之規定處理或已歸屬於法人事

務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之證明文件。 

5. 清算各事項已得承認之證明文件。 

6. 清算完結已向法院聲報之證明文件。 

7.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十一、補發法人登記證書之聲請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民事訴訟狀一份，釋明聲請補發之原因。

聲請狀應由董事長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聲請費新台幣２００元。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設立登記聲請書一份，逐欄詳細

填寫，由聲請人全體董事、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 

(一)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公函影本一份。 

(二)捐助及組織章程一份（捐助章程由捐助人、遺囑或遺囑執行人定之，章程

之內容應符合民法總則之規定，並應載明訂立之日期）。 

(三)董、監事名冊一份（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董、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

地址）。 

(四)全體董、監事願任同意書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五)法人圖記及董、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卡）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為

宜。圖記及簽名式或印鑑章與聲請書等文件所簽名或所加蓋之印章應相

同。嗣後如有任何聲請，並以此一印章或簽名式為準）。 

(六)財產清冊一份。 

(七)捐助人名冊。捐助財產者應附承諾書，如係不動產者併附土地或建物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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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本（並附印鑑證明），如係動產者併附銀行存款證明或公司股票證明。 

(八)全體董、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九)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受任人（代理人）應請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

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十)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第(二)至(七)項文件應提出已送經主管機關監督審核、驗印之證明文件正

本。） 

貳、法人名稱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載

明：（一）原法人名稱財團法人○○○○○○○變更為新法人名稱財團法人○○

○○○○○。（二）法人圖記變更。聲請人由董事長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

信。 

二、附送之文件： 

(一)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三)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未端，應由紀錄及主

席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四)法人圖記式正本二份（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正本）。 

(五)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六)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受任人（代理人）應請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

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七)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參、法人主事務所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載

明：原主事務所為台北市○○○○○○○○○○變更為台北市○○○○○○○○

○○。聲請人由董事長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 

(一)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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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末端，應由紀錄及主

席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四)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五)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受任人（代理人）應請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

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六)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肆、法人董、監事改選（任期屆滿改選）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載

明：（一）第○屆董、監事任期屆滿，改選產生第○屆董、監事，分別載明連任

者及新任者姓名。（二）代表法人之董事：○○○。（三）董、監事印鑑（新任

董、監事印鑑）或（連任董、監事○○○及新任董、監事印鑑）。由聲請人現任

半數以上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文件： 

(一)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三)董、監事會議紀錄一份（董、監事變更，應依章程之規定產生，會議紀錄

末端，應由紀錄及主席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四)董、監事名冊一份(應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董、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

地址)。 

(五)董、監事願任同意書正本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六)新任董、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卡）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為宜，

連任董、監事印鑑若有變更，則須提出新印鑑式正本二份）。 

(七)新任董、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連任董、監事住所若

有變更，亦應提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八)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九)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受任人（代理人）應請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

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十)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第(三)至(五)項文件應提出已送經主管機關監督審核、驗印之證明文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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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伍、法人董、監事改選（任期中改選）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載

明：（一）第○屆董、監事○○○因⋯⋯辭任，繼任董、監事○○○變更登記。

（二）繼任董、監事印鑑。由聲請人現任半數以上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

人印信。 

二、附送文件： 

(一)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三)董、監事會議紀錄一份（董、監事變更，應依章程之規定產生，會議紀錄

末端，應由紀錄及主席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四)董、監事名冊一份(應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董、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

地址)。 

(五)繼任董、監事願任同意書正本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六)繼任董、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卡）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為宜，

連任董、監事印鑑若有變更，則須提出新印鑑式正本二份）。 

(七)繼任董、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連任董、監事住所若

有變更，亦應提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八)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九)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受任人（代理人）應請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

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十)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第(三)至(五)項文件應提出已送經主管機關監督審核、驗印之證明文件正

本。） 

陸、法人財產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載

明：原登記之財產總額為新台幣○○○○○○○○○元整變更登記為新台幣○○

○○○○○○○元整。聲請人由董事長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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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三)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末端，應由紀錄及主

席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四)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財產清冊（財產清冊應分項載明原有財產，新增或減少

財產之金額，及現有財產，並各計其總計，同時併附各該不動產或動產之

證明文件）。 

(五)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六)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受任人(代理人)應請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

話號碼(由聲請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七)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柒、法人捐助章程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變更登記聲請書一份，變更事項欄應載

明：原捐助及組織章程第○○條經董事會議通過變更，報經主管機關准予變更；

捐助章程變更須經法院裁定者，並應載明原捐助及章程第○○條經貴院○○年度

法字第○○○號民事裁定確定准予補充變更。聲請變更登記之聲請人應由現任半

數以上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文件： 

(一)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公函影本一份。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變更後之捐助及組織章程

及新舊條文對照表驗印正本各一份。 

(三)經主管機關驗印之董事會議紀錄正本一份（會議紀錄末端，應由紀錄及主

席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以期文件完整）。 

(四)捐助章程如有民法第六十二條、第六十三條之情形須變更捐助及組織章程

者，應先具狀聲請法院民事庭裁定准許變更後，再檢同該裁定及其確定證

明書，始得辦理變更登記。 

(五)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六)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受任人（代理人）應請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

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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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捌、解散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法人為解散之登記，由清算人聲請之。 

二、解散登記附送之文件： 

(一)法人解散登記聲請書：１．聲請書應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

信。２．聲請書應記載解散之原因，可決之程序與日期，清算人之姓名、

住所。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解散之公函影本。 

(三)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四)證明解散事由之文件。 

(五)清算人資格證明文件（選任清算人之會議紀錄及清算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或戶籍謄本）。 

(六)法人資產負債表、財產清冊。 

(七)清算人已向法院就任聲報之證明文件。 

(八)清算人就任同意書。 

(九)清算人印鑑式正本二份。 

(十)原法人登記證書原本。 

(十一)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玖、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由現任清算人聲請之。 

二、聲請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附送之文件： 

(一)法人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清算人任免或決定變更之程

序、新任清算人之姓名與住所，由現任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

信）。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三)決議任免、或變更清算人之會議紀錄。 

(四)清算人已向法院就任聲報之證明文件。 

(五)現任清算人就任同意書（應記載其願就任之意思、清算人姓名與住所、就

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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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清算人印鑑式正本二份。 

(七)清算人就任後所造具之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 

(八)前項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錄經承認之證明文件。 

(九)原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十)聲請費新台幣六十三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拾、清算終結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清算終結登記，應由清算人聲請之。 

二、聲請清算終結登記附送之文件： 

(一)法人清算終結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民法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清算人職務執

行之情形與清算終結之日期，並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 

(二)原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捐助及組織章程影本一份。 

(三)清算後之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錄。 

(四)法人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業經依章程之規定處理或已歸屬於法人事

務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之證明文件。 

(五)清算各事項已得承認之證明文件。 

(六)清算完結已向法院聲報之證明文件。 

(七)原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八)聲請費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元整（請向收費處繳納），雙掛號郵票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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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二 （本計畫建議增加部分；參考司法院之網路資訊） 
 

法 人 登 記 聲 請 書 117 
登 記

種 類
法 人                    登 記 登記冊號 第        冊、第        號、第        號 

法 人 名 稱 及 類 別  電話 

主 事 務 所 及 分 事 務 所  

目 的  

設立許可機關及年月日  

存 立 時 期  

財 產 總 額  

出 資 或 捐 助 方 法  

代表法人之董（理）事  

職別 姓名 住所（填載戶籍住所） 

聲請 

登記 

事項 

董（理）事姓名及住所設有

監察人（事）者，其姓名及

住所（全員填入，請勿遺漏。
   

                                                 
117 法人登記申請書摘自『法院法院服務處代撰書狀範例司法院法院服務處代撰書狀範例—非訟事件部分』 
（下載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assist/assist03/zc-1.doc；上網日期：95 年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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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依董事長、常務董事、董

事 等 順 序 填 載 。 ）
   

變更 

事項 
 

其他 

事項 
 

名 稱 件數 名 稱 件數 名 稱 件數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函   財 產 清 冊   
解散原因證明文件及清算人

資 格 證 明
 

 立案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   土 地 及建物登記簿謄本   清 算 人 變 更 證 明 文 件  

 捐 助 章 程 、 組 織 章 程   
捐助財產承諾書，捐助人印鑑

證 明 書
  清 算 人 願 任 同 意 書  

 
籌備會及社員（代表）成立大

會 會 議 紀 錄
  銀 行 存 款 證 明   清算人印 鑑 清 冊 （ 卡 ）  

 
第  屆第  次社員（代表）成

立 大 會 會 議 紀 錄
  社 員 （ 代 表 ） 名 冊   資 產 及 負 債 表  

 
捐助人會議紀錄（議訂捐助章

程 ）
  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戶籍謄本   法 人 登 記 證 書 正 本  

 
第  屆第  次董、理、監事會

議 紀 錄
  撤 銷 許可函、解散命令   委 任 狀  

 董 、 理 、 監 事 名 冊   
主管機關許可解散、許可清算

終 結 函
  民 事 裁 定 正 本 影 本  

 董、理、監 事 願 任 同意書   清算人就任聲報法院復函   民 事 裁 定 確 定 證 明 書  

附具 

文件 

 
法人及董、理、監事印鑑清冊

（ 卡 ）
  清算人完結聲報法院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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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此 致 

台灣  地方法院登記處    公鑒 

聲請人：法人名稱 

職 別 姓  名 蓋  章 

蓋印信處 

 

(法人圖記) 

   

代理人姓名

住 所 電 話 （簽名蓋章） 
說明： 

一、 法人登記種類應載明「設立」「變更」「解散」「清算人任免」「清算人變更」「清算終結」等類別。 

二、 設立登記應由全體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如其印信未經主管機關製發核備者，無須蓋用，但應於印信製發或核備後，即向法院登記處

補送印鑑，並附主管機關製發或核備文件印本。 

三、 法人因處分不動產，減少財產總額，任免董事而為變更登記時，其聲請書應由現任董事半數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其他事項的變更登

記，其聲請書得由代表法人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四、 法人核准設立文書，係指法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法人籌設及許可董事或董事會備案的文書。 

五、 董事資格證明文件應繳現任或新任董事的會議記錄或其他證明文件，董事願任董事會同意書及主管機關核准該董事備案文件。 

六、 董事應留存登記處的印鑑及簽名必須與本聲請書相同，若該董事因故不能親赴登記處辦理留存手續，得購用「法人登記簽名式或印鑑簿」用紙簽名

及加蓋印鑑後提出法院登記處，黏於法人登記簽名式或印鑑簿。 

七、 本聲請書各欄，不敷記載時，請黏貼延長之。 

八、 附具文件欄，應於提出之文件名稱上空格內作「ˇ」記號並載明件數，未填載的空欄及空白，務須劃線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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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三 （ 本 計 畫 建 議 增 加 部 分 ； 參 考 司 法 院 之 網 路 資 訊 ）  
 

法 人 登 記 簿
抄 錄

閱 覽
聲 請 書 118 

法 人 名 稱  

法 人 事 務 所  

聲 請 人 與 法 人 

之 利 害 關 係 
 

抄 錄 或 閱 覽 

法人登記簿之部分 
 

附 繳
抄錄
閱覽

費 用  

    上  呈 

臺灣    地方法院登記處 公鑒 

年 齡  

籍 貫  
姓 名  

職 業  
聲請人 

住 址  
蓋 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118 法人登記簿抄錄閱覽聲請書摘自『法院法院服務處代撰書狀範例司法院法院服務處代撰書狀範例—非訟事件部分』 
（下載 http://www.judicial.gov.tw/assist/assist03/zc-3.doc；上網日期：95 年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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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四   

　　血親　　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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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  2

血親及姻親系統參考表
本表係參考民法親屬編第967條、第 970條

及私立學校法之規定製作。　陳惠馨  擬 2006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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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研究計畫主持人至德國訪談報告書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國報告書 
 
 

九十四年度「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研究計畫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4－2818－C－004－001－ 
 
執行期間：九十四年五月一日至九十五年四月三十日 
 
 
 

 

計畫主持人：陳惠馨 教授 
 
計畫專任助理：徐明利（94 年 5月～94 年 8月） 

余秋淑（94 年 9月～95 年 4月） 
 
執行單位：國立政治大學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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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本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詞：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國科會、菲特烈‧艾爾柏特基金會、凱

撒基金會、德國研究聯合會、德國教育與研究部、馬普學院科學史研究中心、

柏林司法部） 

「科技事務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研究計畫，主要將針對國科會現有機

制運作、未來可能隨著行政法人法草案的訂定發展以及政府可能通過「財團法

人法」（草案）後，國科會在組織架構上可能有如何的改變以及因應之道加以

研究。這個計畫，主要希望透過對於德國兩個重要的全國性研究機構的運作情

形（也就是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Max-Planck-Institut）的組織架構

以及財政狀況加以瞭解，以便未來國科會在政府改組的過程中，能夠找到更好

的組織架構，使國科會對於其所監督財團法人的運作可以提出更有助於國內科

技研究與整合的發展的監督與輔導模式，以便可以結合不同的研究機構、國家

資源，面對國際社會的競爭與國內科技發展需求的新挑戰。 

Ⅱ、本計畫英文摘要 

（Keywords: a juridical person; a public person;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bbr. NSC）;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abbr. FES）; Caesar Foundation; 

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abbr. DFG）; Stif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abbr. BMBF）;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enate Administration for Justice） 

This plan of researching ”The Mechanism of Supervising and Managing 

Juridical Persons Dealing with Technical Affairs“ aims at points above after the 

drawing up and developing along with the draft of the law of a public body in the 

future and the government may pass the draft of the law of a juridical person dealing 

with technic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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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running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2. the probable change and the solving way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NSC. 

Wishes behind the plan is to figure out the running condition through study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with regard to two national 

researching institutions of great moment in Germany, namely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Max-Planck-Institut）, so as to find better a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NSC in the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the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Than 

the NSC with regard to the running of the juridical persons supervised by NSC can 

propose more beneficial models to supervising and be guidance to internal technical 

researching and coordinational development. So that it can integrate different 

researching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resources to confront new challenges of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and requirements of internal technical 

developments. 

壹、前言 

本計畫主持人陳惠馨教授曾於民國 82 年接受研考會委託與顏厥安教授、

林國全教授共同進行「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研究計畫，此項計畫係針對

財團法人監督問題從法規範的觀點加以研究，並且於民國 83 年 5月由行政院

研考會出版了《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陳惠馨、林國全、顏厥安著；行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共 404頁。目前已經再版）一書。 

民國 83 年陳惠馨教授與國立政治大學多位在不同領域研究非營利組織的

教授，組成非營利組織研究小組，從跨學科的角度思考我國非營利組織的相關

法規範，並在顧忠華教授的主持下，於 87 年 7月完成了以《我國傳統非營利

組織在現代法律地位之變遷——以宗教團體為例》為題之國科會研究計畫報

告，共計 165頁。 

自 90學年度第 2學期（民國 91 年 1月至 91 年 7月）開始，陳惠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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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大學法律學院及政治大學商學院企業管理研究所開設非營利組織的相

關課程，例如相關的法規研究、法律環境、政策遊說、環境與倡議等主題為專

題之課程。並多此受邀前往青輔會、文建會等相關機構邀請演講財團法人的法

律環境等議題。 

陳惠馨教授可以說是國內少數對於非營利組織此一議題有專精研究之法

律學者。 

本計畫主持人陳惠馨教授於 94 年接受國科會委託進行「科技事務財團法

人監督管理機制」計畫，計畫期間為 94 年 5月 1日至 95 年 4月 31日止，共

計 1 年。 

本此出訪德國相關科技法人機構，係依照本計畫書之規劃，計畫主持人陳

惠馨教授於 94 年 8月 12日～8月 28日以實地訪查之方式至德國考察相關的財

團法人制度與監督機制。其間拜訪了位於波昂（Bonn）的菲特烈‧艾爾柏特基

金會（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凱撒基金會（Caesar stiftung）、德國研究

聯合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位於埃森（Essen）的德國教育與

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uer Bildung und Forschung）、還有馬普學院

（Max-Planck-Institut）設置於柏林（Berlin）的科學史研究中心（Maxplanck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最後訪談了設置於柏林（Berlin）的柏林司

法部（Senatsverwaltung für Justiz）。共計 6個行程。 

貳、出國目的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陳惠馨已於 94 年 8月 12日～28日前往德國考察考察相

關的財團法人制度與監督機制。計畫主持人透過探討德國在相關研究機構的制

度設計以及對於財團法人監督管理制度上的設計，瞭解國家制度設計對於科技

發展的影響。 

茲將出國訪談行程及取得資料於「叄、出國行程」及「肆、觀察報告」中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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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出國行程 

1. 第一個行程 

本計畫主持人陳惠馨教授於 2005 年 8月 15日（星期一）上午在波昂

（Bonn），造訪菲特烈、艾爾柏特基金會（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縮寫

FES；英文名稱：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訪談對象為 FES國際發展合作

部（Abteilung Internationale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Referat 

Entwicklungspolitik）事務聯絡人 Dr. Ruediger Pintaer 博士。 

菲特烈‧艾爾柏特基金會（FES）網址：http://www.fes.de。 

訪問綱要： 

德國 Friederische EbertStiftung SPD政黨所設置的財團法人進行訪談，瞭解這

個財團法人跟德國政府的關係，此一財團法人主要發展並關心人文社會科學

相關議題，其財源除了私人捐款外，並接受政府的補助。此一訪問主要希望

知道其內部運作機制、財務處理情形，另外也希望瞭解政府對於此一財團法

人的補助情形與監督情形。 

2. 第二個行程 

2005 年 8月 15日下午繼續於波昂（Bonn）進行第二個訪談行程。第二

個訪問單位是凱撒基金會（Caesar stiftung；英文名稱：Caesar 

Foundation），訪談對象為凱撒基金會歐洲高等研究與調查中心（Center of 

Advanced European Studies and Research）的 Jur. Jürgen Reifarth 博

士。 

凱撒基金會（Caesar stiftung）網址：http://www.caesar.de。 

訪問綱要： 

訪問 Stiftung Caesar這一個民間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成立於 1995 年 7月 1

日。他的財政問題主要透過財團法人的基金大約 383,47mio歐元的支助（其

中由聯邦柏林／波昂的 Ausgleich 350,24mio歐元，這其中又有 97.15mio歐

元來自 Bau-und  Investitionsmassnahmen）。另外，33.23mio歐元來自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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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rheinwestfale邦。此一財團法人的監督機構是財團諮議會（Stiftungsrat），

此一諮議會是由三個聯邦指定的成員，三個由德國聯邦議會指派的代表、兩

個由 NW邦指派的代表組成。兩個由幫議會代表並外一個由聯邦德國首都

Bonn代表組成以及四個來自科學與經濟的代表。 

財團主要由董事會中科學以及行政的成員所領導。財團的諮議會與董事

會（Vorstand）透過由九個來自科學與經濟的九位代表組成一個諮議會

（Beirat）提供意見。由於這是一個新的財團法人，其組成與運作模式值得

理解。另外，此一財團跟政府的關係也值得進一步理解。 

3. 第三個行程 

2005 年 8月 16日（星期二）下午，至波昂（Bonn）的德國研究聯合會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縮寫 DFG；英文名稱：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進行第三個訪談。訪談對象為德國研究聯合會（DFG）日本、

南亞及東南亞的國際合作指導主管（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apa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Gernot Gad博士。 

德國研究聯合會（DFG）網址： http://www.dfg.de/。 

訪問綱要： 

前往德國研究研究聯合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瞭解該

研究聯合會的運作模式與其經費來源、其內部管理機制，其對於德國科技發

展與科際政策的影響方式，另外對於其財務狀況與監督機制進行瞭解。由於

此一機構主要對於德國各大學進行研究經費的補助，因此在訪談時將瞭解其

在進行補助時，如何確立補助原則與執行的方法。 

4. 第四個行程 

2005 年 8月 17日（星期三）上午，前往設立於埃森（Essen）的德國教

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uer Bildung und Forschung；縮寫 BMBF，

英文名稱為 Stif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拜訪了二位：一位是

德國基金會中心的全權負責人（Deutsches Stiftung szentrum Prokurist）Erich 



 

 284

Steinsdörfer 律師；另一位是規劃與基金首席代理秘書 General sekretär vom 

Stifterverband；英文名稱為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Head of Programme and 

Funding）Volker Meyer-Guckel博士。 

德國教育與研究部（BMBF）網址：http://www.stifterverband.de/。 

訪問綱要： 

拜訪德國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uer Bildung und 

Forschung），了解德國國家補助基金會或其他民間團體進行科際相關事務研

究發展的情形以及國家政策的形成的過程與機制。由哪些國家單位與研究單

位決定科際政策與發展方向。 

5. 第五個行程 

第五個行程為本計畫本次出國之重點行程。2005 年 8月 19日（星期五）

上午，安排前往馬普學院（Max-Planck-Institut）設置於柏林（Berlin）的

科學史研究中心（Maxplanck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英文名稱：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訪談對象為研究整合主管

（forschungskoordinator）Jochen Schneider 先生。 

馬普學院科學史研究中心（Maxplanck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網址：http://www.mpiwg-berlin.mpg.de。 

訪問綱要： 

訪問德國Maxplanck Institut 在柏林的科學史研究中心（Maxplanck 

Institut fu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瞭解該機構的組織運作、經費來源、

跟政府的關係，以及接受政府與民間捐助的情形、研究方向與研究政策的擬

定程序等問題。希望透過對於此一機構的訪談，瞭解德國Maxplanck Institut

在全國各個研究機構運作的方式。 

6. 第六個行程 

2005 年 8月 19日（星期五）下午，陳惠馨教授繼續於柏林（Berlin）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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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訪談，本次訪談主要對象是柏林司法部（Senatsverwaltung für Justiz；英譯

名稱：Senate Administration for Justice）的（Senatsrat Referatsleiter stiftungsrecht, 

Mitwirkungsangelegenheiten）Andreas Münch先生。 

柏林司法部（Senatsverwaltung für Justiz）網址：

http://www.berlin.de/senjust/index.html。 

訪問綱要： 

前往柏林司法部，瞭解柏林邦有關財團法人監督的情形與方法，對於財

團法人監督的相關法規在實際執行的狀況進行瞭解。 

 
肆、觀察報告 

 
一、菲特烈‧艾爾柏特基金會（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縮寫 FES） 

1. 訪問對象 

此次的訪談對象主要是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中負責東亞國際合

作的 Dr. Ruediger Pintaer 博士。我們共談了將近一小時。被訪談者是負責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組織中有關中國、韓國、蒙古合作的工作。例如

在韓國他們的工作重點討論南韓北韓的統一問題、討論北韓到南韓的難民

處理問題。在中國他們關心的是中國的民主化問題。在北京與上海都有辦

公室。因此才安排跟我對談。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主要根據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2004 年（2005 年出版）的年度報告書（Jahresbericht）內容加以討

論。 

2.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是社團而非財團（但卻用財團的名字） 

在訪談過程中，透過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的 2004 年的年度報告，

研究者發現這個組織顯然不是一個財團，而是一個社團。當我詢問被我訪

談的負責國際合作工作的 Ruediger Pintaer 博士時，他表示從來沒有想過這

個問題，因此也無法回答我為何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名為財團，但卻

實際上為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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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究者自行上網收集資料，找到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的歷史

發展紀錄。此基金會成立於 1925 年，當時為一個財團，這個財團在希特勒

執政時，被解散。在二次世界戰後，德國目前的執政黨的黨員們再度組織

重組，成立一個社團，但是始終還是沿用財團的名稱。 

有趣的是訪談者在訪談德國其他研究機構時，當訪談者談到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並非財團時，他們都非常的訝異，因為他們始終

認為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是一個財團。從這個個案，可以發現德國在

法人監督上，對於財團、社團法人名稱的混用似乎不認為這是有問題的。 

3.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的組織 

在透過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的 2004 年的年度報告，看到這個社

團組織共有下面幾個種類： 

（1）理事會（Vorstand） 

理事會的主席主要是重要的政治人物，例如 2005 年的資料顯示其主席

為 Frau Anke Fuchs。兩位代理主席。一位所謂的事務執行的理事會成

員。另外理事會還有六位成員。一位榮譽主席。 

（2）會員 

從 2005 年的資料看出 Friederische Eber-Stiftung的成員並不多。 

（3）第三種是所謂的監事會（不過在這個團體他不稱為 Beirat 而是

Kuratorium） 

監事會有一位主席，但是卻有許多的成員。從訪談過程可以看到監事

會的功能不大。 

（4）選舉委員會（Auswahlausschusse） 

選舉委員會主要選舉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的成員。在資料顯示也

是有一個榮譽主席、一位主席及一位主席的代理。另外並有多位成員。 

除此之外，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為了可以擴大他的影響，他們在

不同的學校邀請教授成為他們的指導教授，德文稱為（Vertrauendozenten），

這些指導教授基本上照顧各大學中，取得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的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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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的學生。 

這個社團在德國各邦均有其區域的辦公室：例如在 BadeWuerttemberg。 

4.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 財務上的公開情形 

這個財團法人每年均會從政府部門取得一定的經費支持。另外，如果

他們在從事發展中國家的支持時，他們會提出計畫書向國家的「發展中國

家協助經費」去取得一定的金額補助。這些計畫書通常為期三年。此基金

會必須依據相關補助規則使用經費。 

在 2005 年出版的 2004 年的年度報告書中可以看到此一非營利組織的

財務報表情形如下： 

FES2005 年收入及支出預算表  
時間：2005 年 1月 17日 單位：歐元 
一、收入  
 1. 贈與與補助  
  聯邦部會贈與 102,889,000 
  邦政府及其他區域體的贈與 2,687,000 
  其他贈與 2,596,000 
 2. 捐助 735,000 
 3. 與會者的費用 775,000 
 4. 其他收入 3,970,000 
二、支出  
 1. 依據章程所為之行為及計畫支出的使用  
  對學生及研究生之補助 11,505,000 
  國民及社會政治教育工作的費用 18,411,000 
  國際合作會議及研討會 61,996,000 
  出版品 0 
  研究計畫 6,387,000 
  文化及藝術補助 363,000 
  其他計畫支出 0 
 2. 國內人事費用 26,591,000 
 3. 行政事務支出  
  其他業務及行政支出 10,651,000 
 4. 其他業務支出 0 
 5. 其他支出 0 
 6. 投資及折舊支出 4,339,000 
三、年度預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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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主要的工作內容 

基金會的工作內容多樣，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進行政治教育工作以

及對於學生的獎學金的發送與輔導工作。政治教育主要是希望對於國民進

行有關社會相關的問題的教育。幾乎德國的政治團體都對於人民進行政治

教育。政治教育是希望所有重要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事項跟人民對

話，讓人民有討論空間與可能。例如討論民主制度、教育、勞工問題、東

西德結合後的問題、納粹時代的問題、德國進歐盟問題、家庭議題等。 

此一基金會也維持德國跟外國的關係，在多處的外國例如中國北京與

上海都有辦公室。另外，還有在第三世界國家均有成立有基金會的辦公室。

透過有辦公室才能有更多跟在地國有更深入的接觸並辦活動。他們在那些

有辦公處所的國家中，同時由基金會透過某些計畫或方案支持一些合作。

此一基金會在某個意義是為德國在進行外交政策。他們有許多的經費來自

外交部的經費。 

例如他們在跟某個國家的跟政府組織以外的政黨接觸時，他們就會由

基金會出面。或政黨的外圍組織負責。政治相關基金會在外國的活動主要

因為他的基金會成立目的各有不同，例如 Friederische Eber- Stiftung在國外

的活動比較著重於社會民主化議題。而其他的基金會也會因為他的重點有

所不同。 

6. 基金會跟政黨的關係 

根據被訪問者 Dr. Ruediger Pintaer的說法，FES跟政黨之間絕對沒有

財物上的流通，但是在舉辦活動時，當然會主要邀 SPD的政治人物來參

加。德國政黨的財產狀況主要透過黨員交黨費、他們有自己的財產或者相

關企業，除此之外他們也進行捐款活動。 

SPD政黨跟 FES之間在法律上基本上沒有關係，他們的關係是靠著基

金會與 SPD政黨間的政治人物間的關係形成的。 

7. FES今日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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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 在今日的主要任務在於補助或支持對於所有的人在不同的生活

領域中的政治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工作。他的主要目的在於傳遞民主與多元

的精神，讓有能力的年輕人可以透過獎學金進行學習與研究工作並支持國

際合作與國際的交流工作。 

目前基金會有幾百個工作人員，分別在德國 Bonn und Berlin 以及其

他國內單位工作以及超過 100個外國代表處。他的經費主要來自聯邦以及

各邦的預算。. 

在學習補助部分，到目前為止，共支持超過 12,000個學生。目前則有

1,700個學生。（每個學生每個月的生活費用可以在三萬元左右）。支持的對

象除了看他的能例外，還注重他們的社會積極的參與度。 

目前基金會有一個關於社會民主資料庫以及在 Bonn有一個圖書館。

在 Trier有一個 Karl-Marx-Haus in Trier（在此有一個世界最大關於社會使

以及勞工運動史的檔案及資料。 

從 1982 年開始每年基金會以一萬歐元的經費給予政治性相關書籍出

版支持及出版獎例如 „Das politische Buch“ zur Förderung wichtiger 

politischer Bücher. 這是對於 1933 年的納粹所進行的書籍燒毀行動的紀念。 

8. 基金會的成立歷史 

FES是為紀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帝國元首（Reichspräsident）Friedrich 

Ebert （1871～1925）命名。基金會在他於 1925 年過世後幾天根據他的遺

囑成立的基金會。 

基金會的基金來自於當時 SPD政黨的財庫以及其他參與喪禮者的捐

助。當時成立時的目的在於對抗對於勞動者在受教育的歧視。透過對於無

產階級、有能力的年輕人。被補助或支持者必須經過政黨的建議。 

到 1931 年共補助支持 295個學生，共 52,000馬克（約 1,040,000元台

幣）基金會的基金也因為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幾乎全部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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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1 年底，FES基金會的社會民主教育與文化設施以及到 1933 年

國家民主黨的政府也禁止了 SPD政黨以及基金會。1946 年 FES基金會在

社會德國學生聯盟的成立大會中再度成立。1954 年這個基金會被改造成為

一個公益性的社團（gemeinnützige Verein）主要是為了補助人民的民主教

育。基金會自此成為一個自主、獨立的機制（社團而不再是財團）。 

基金會自 60 年代開始加強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支柱（die 

Entwicklungshilfe）他們希望透過此支持民主化與解放運動，尤其在對抗希

臘、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獨裁政權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9. 對於基金會接受政府補助或者關於公益性的監督（Foederrichtlinien） 

在德國一個非營利組織如果經過三年被認為缺少公共性、公益性時，

那麼將會被處罰。大約 70,000 Geld（Bundes Rechnungshof Finanz 

Rechtslinier）。例如一個基金會如果出版一本書，並將他出賣，那麼可能

被認為他已經違背了公益性。或者被發現他們對於特定政黨補助，或者金

錢流向政黨。被發現後，將會被認定違背公益性（Gemeinnutzlichkeit）。 

財政部（Fianzamt）會對此加以檢查。如果在政府補助的方案或計畫，

沒有依據原來計畫進行或缺乏公益性時，並沒有任何說明時，將可能會被要

求返還補助金額。 

二、凱撒基金會 （Caesar stiftung） 

1. 訪問對象：Dr. Reifafrth 

2. 談為何這個財團成立 

因為德國統一之後（1989 年），大部分政府組織都將轉到 Berlin。為了

讓 Bonn的發展能夠持續，因此德國政府答應 Bonn的政府將一些組織移轉

到 Bonn，讓 Bonn可以繼續發展，例如在 Bonn成立新的專業高等學校

（Fachshochschul），或開闢新的飛機場、例如將聯合國的組織移到 Bonn。

這個財團的組織也是在這樣的想法中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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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何選擇財團型態 

希望透過這個財團可以在研究上有新的發展，在德國研究都在大學或

者其他研究機構中進行，而這些研究機構大部分以傳統科目的分類方式進

行研究。為了在原來的組織中成立新的組織進行研究，讓研究可以更為有

新的可能方式。因此有意識的選擇民法上的財團組織型態成立 Ceasar財團

法人。這個財團不是公法上的財團，而是民法（私法）上的財團，不受到

國家的財政預算的限制，因為不選擇公法上財團的形式，讓財團有較大的

自由空間，可以有自己的預算與支出平衡表（Gewinn und Verlust Ausgleich）

表，類似企業的形式。 

為了讓這個組織有更多的自由決定空間，這個財團利用利息及其他收

入來支持。這個財團發展成品，有自己的公司發展成就，接受委託，因此

也有其他支持此財團的收入。 

4. 在台灣並未存在所謂公法上的財團的觀念，過去三十年來，台灣政府常

利用私法財團的形式，成立一定的財團進行政府想做的事情，在德國既

然有公法上財團觀念為何還要選擇私法上的財團。 

得到的回答是：因為私法財團的運作較為靈活，可以在商業上競爭。 

5. 有關基金會（Stiftung）的組織部分： 

回答：（1）在我們財團的監督者是監督委員會（Aufsichtsrat）——在我

們的章程中有規定。基金會委員會（Stiftungsrat）根據章程第六條規

定，這是最高的組織。他負責所有重要事務的決定，一年聚會兩次，

所有重要事務在此決定。他們由聯邦政府有三位代表、三位國會代表

（他們往往對於財團的發展有自己的意見）（問：國會中有不同黨派的

代表，如何決定誰來？回答：由立法院院長根據政黨的比例決定三位

不同政黨的代表）；在邦的層次上，邦行政機構及邦國會代表各有兩位

代表。 

（2）兩個 Vorstand （負責整個財團的業務執行），理事僅有兩位，是專

任的。我們沒有其他的理事（Vorstand），他們決定財團事務的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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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大部分的財團僅有兩到五位的理事，如此許多決策才能有效進

行。 

（3）Beirat 負責諮詢性的任務 

6. 問：如何區分理事與 Geschaeftsfuehrer 

這個財團沒有業務執行長，理事本身就是一個組織的代表，他們負責

業務執行。 

Dr. Reifarrth 提到這個財團章程是由他所負責草擬的。 

7. 在他們的 Stiftungsrat的組織中，共有十五位成員，除了剛說的聯邦與邦

的代表外，另外將尋找經濟企業界的代表與學界代表。我問他們如何選

出這些代表，他提到他們透過一些搜尋方式。主要平常的理解並提出建

議名單，由 Aufsichtsrat 或 Beirat 或行政人員建議。 

8. 如何確定這個財團的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由我們的 Beirat 提出建議，根據章程決定。 

這個 Beirat 在財團成立時對於財團的成立文件（Grundungspapier）終

將我們的研究方向確定。主要是由經濟與學界代表決定。理事會（Vorstand）

是由科學委員會（Wissenschaftsrat）選出的（章程第九條）。 

9. Wissenschaftsrat科學委員會的成員是不支薪的，因此他們是義務性

質的。 

Ehrenamtlich，當我問他們為何願意做這個成員呢？如果他們完全沒有

任何報酬時，他們如何願意負擔這個工作。被訪談者的回答是：他們參與

會議，寫意見書，基本上在這個基金會是不給予任何報酬的。但是這些研

究者因為透過參與這個組織的運作，對於科學研究會有所影響，因此他們

願意參與，並且也接受沒有任何的報酬，但仍舊願意參與委員會的工作。 

這個訪談經驗，跟我在柏林訪談司法部的財團法人的監督負責人時，

被訪問的München先生卻提到許多財團的委員，雖然沒有支領薪水，但是



 

 293

他們因為開會的車費與住旅館的費用是可以由財團負責的， 

柏林司法部監督財團法人機構提供的資訊，顯然跟我在 Bonn 的

Stiftung Ceasar是不一樣的。顯然，在德國不同的財團法人對待他們義務職

的成員的報酬是有不同的方式的。這顯現出不同的財團法人自主的一的面

向。不過原則上德國財團法人的工作人員（包括董事）有區分專職與兼職

者，基本上有不少財團法人的董事人數不多，但是卻是專職者。 

10. Stiftung Ceasar的章程第十條第二項談的是科學委員會

（Wissenschaftsrat）跟理事（Vorstand）的關係有何不同？ 

理事（Vorstand）對於財團法人的各項事務要負法律上的責任，而科學

委員會的成員僅具有諮詢的角色， 基本上不負責財團的事務執行的責任。 

11. 在訪談過程中我要求 Dr Rreifarth給我看他們的會議記錄，發現他們的

會議記錄跟台灣財團的會議記錄比起來，詳細多了，幕僚工作者要負

責將所有的相關工作整理清楚，以便任何的會議（Beirat）或者

（Stiftungrat）；可以較為順利的進行會議。 

12. 我問到章程對於財團運作的影響 

被訪問者提到任何的會議中（尤其是有新的委員進入的會議）他們都

會將章程拿出來，將重要的條文念給大家聽，尤其是關於要決議的條文。 

而所有組織的會議中，理事（Vorstand）的成員都會列席各該會議。 

13. 關於財務報表問題 

在德國財團沒有義務要弄出一個財務報表，但是大的財團通常會參考

企業的財務報表。至於小的財團由於大部分的理事都是兼任的，因此他們

不需要做詳細的財務報表。 

小的財團的理事大約有五人，由幾位理事負責各種不同的事務。（法律

事務、一般業務、財務報告表等都是兼職的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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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邦的財團法人法規範有關財團的監督問題。德國不同的邦規定財團

監督機構各有不同，例如在柏林是由司法部負責，在其他多數邦是由

內政部負責。至於稅務問題都由財政部負責監督。 

15. 有關 Familienstiftung的組織如何？ 

在這種財團的稅法上的利益則要看德國的 Abgabordnung 

16. 你知道為何 Friderich Stiftung 不是財團而是 Verein 

答：我也不知道 FES是個 Verein而不是財團，不過在德國財團確實有較好

的名聲。 

17. 在他們的成立文件（Grundungspapier）我發現有聯邦與邦的代表簽名，

我問為什麼，答案是他們簽名，代表他們同意捐款。 

18. 當財團成立後，捐助者的影響不再，他們僅能在章程中將他們的影響

寫入，例如明白規定財團的目的、財團的理事如何產生等。 

19. Volkswagenstiftung 不是由 Volkswagen捐助而成的，他是由政府捐助成

立的不過當時是賣了一些 Volkswagen 的文件因此他們就以此為財團

的名稱。 

在訪談結束後，Dr Reifarth 讓我使用他們的圖書館，察看他所收藏的

財團相關書籍與文件。並讓我可以免費影印。我們的訪問結束在四點半左

右，我在圖書館察看資料到六點左右才回去旅館休息。 

三、德國研究聯合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縮寫 DFG） 

1. 被訪談人：Gernot Gad博士。 

在訪談 DFG的過程跟我在訪問德國的其他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經

驗一樣，受訪者主要拿出他們的章程，跟我討論他們的組織的運作方式。 

2. DFG成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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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G是德國由各大學研究機構成立關於科學研究的團體，是一個根據

德國民法成立的社團法人。章程是在 1951 年 8月 15日通過。目前他的章

程共有 13條。 

他們的組織的成立主要希望研究的方向不要受到政治的影響，而希望

讓研究者有自主管理的可能。這樣的科學研究組織主要因應德國做為一個

聯邦國家，希望將聯邦與各邦的研究的經費或及他的功能加以整合。 

2. DFG的成員主要是各個研究機構（大學及其他的研究機構），可以說德

國重要的研究機構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除了大學及其他機構外，還可

以有個人的成員。有關這個社團的成員住要規定在章程第三條。 

根據第三條社團的成員可以是：(1)高等學校；(2)其他研究機構；(3)德

國各類學術科學研究的成員；(4)一般科學組織其目的對於本社團具有意義

者。 

我們的整個訪談過程主要根據他們的章程來進行，被訪問者根據他們

的章程來說名他們整個機構運作的方式。 

3. 我在訪團過程中問到社團（Verein）與協會（Verband）的差異，其實對

於德國人來說兩者的差異好像沒有很大，不過他們對於企業組組成的團

體稱為 Verband，而不會稱之為 Verein。這兩個語言顯然沒有大差異，僅

因為歷史的因素加以使用。Verband比較被認為是一個利益團體。而社

團則是由社員組成比較屬於具有公共利益的組織。 

4. DFG的重要組織： 

DFG 的主要的政策決定者在於他們的董事會（Vorstand）與社員大會

（Mitgliederversammlung）。 

從 DFG的組織圖看我們看到在社員大會之下，有許多委員會，這些委

員會的名稱分別為： 

（1） Senat（有點像眾議院）其主要功能在於決定研究的策略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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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共研究政策建議並進行國內外的研究合作，共有 42個研究

者參與。 

（2） Praesidium主要負責日常業務，在我所訪問的 Bonn目前有 650

個工作人員。 

（3） Hauptausschuss 這個委員會主要由提供研究財政補助經費者。 

他們決定補助政策以及方案的計畫。這個委員會共有 39個成員 39

個參議員、16個聯邦的代表、16個各邦的代表。兩個德國捐助者

協會有兩個代表。 這個委員會決定整個研究政策。並確定董事會

的成員（根據民法第 26條），並決定 DFG的主席，秘書長

（Generalsekretaer ）以及秘書處。在秘書處組成 Praesidium，這

個組織主要是由主席、副主席、另外並由德國捐助人協會的主席以

及秘書長。後面兩者則僅能提出具有建議性的意見，並沒有決定權。 

5. 請問德國科學研究協會的角色跟德國教育與研究部的角色有何不同？ 

德國教育與研究部的角色除了負責研究之外，還負責一般學校教育事

務。他們主要負責行程教育與研究的環境的建立。在德國教育是邦的事項，

而在德國各大學主要是屬於邦的事務，而大學又負擔研究工作。因此研究

相關政策的決定主要是再邦來決定。聯邦在研究相關事務可以介入的僅在

跟聯邦事務有一定的關係時，例如在關於工業、企業與研究相關的事務上

大約屬於聯邦可以介入的事務。 

6. DFG對於德國研究政策與方向的影響 

DFG主要在協調不同的邦在研究上，不同的興趣或方向。希望透過

DFG的協調，也就是協調德國十七個邦不同的研究政策。而目前德國研究

協會的經費主要也是由德國十七個邦提供的。各邦也因此成為

Hauptausschuss 的代表。 

7. 在 DFG的組織下，我們可以發現還有一個機制那就是專業同事

（Fachkollegien），在這個機制下，德國的科學研究被分為四個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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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例如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以及行

為科學 

（2） Lebenswissenschaften：生物、醫學、農業及森林科學、園藝科學、

動物醫學等 

（3） Naturwissenschaften： 化學、物理、數學、地理學 

（4） Ingenieurwissenschaften：機械建造、生產技術、生產物質、電機、

資訊、系統技術、建築以及設計等 

這些領域的研究者選出他們的學科代表，共有 577個研究者

（Wissenschaftler），這些研究者主要由所有申請補助的研究者選出來。。 

8. 從上面的訪談可以發現德國 DFG 的功能類似台灣的國科會的功能。也

因此訪談者問到，當研究者提出申請時？由誰進行審查？審查者是否有

得到報酬。 

從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DFG的審查方式跟台灣國科會對於聲請補助

者的審查是差不多的。但是，DFG對於審查者的審查，基本上不付費，因

為他們認為當審查者審查他人的申請案，他們因為有時也會申請補助，因

此，審查工作等於是研究者的互助行為，因此原則上，DFG 不付費。但是

被訪談者提到，目前由於 DFG的申請者有時是要到國外進行研究，因此他

們必須邀請外國的研究者協助審查計畫。對於這些外國學者來說，他們並

沒有資格申請 DFG的補助，也因此對於他們的審查如何付費，就成為一個

值得思考的議題。 

9. 在 Fachkollegien的成員是否可提出申請補助 

在這個議題上，被訪問者提到在德國的一個慣例，當再決定是否補助

的會議中，會議一開始，首先必須問在場者，是否有人在這些審查案件中

有應迴避的事項。 

德文稱為（Gefangen），例如一個教授如果審查的是他所指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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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須說出在此一案件中，我可能需要迴避，因為提出申請者是我的學生、

是我的同事等等。 

10. 德國的研究政策如何形成 

基本上德國的研究政策主要由在各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研究者，透過他

們提出的申請補助案，逐漸形成。但是，DFG也會在每一年提出一些重點

研究領域（Schwerpunktforschung）。這些重點研究領域通常會在 DFG的網

站上公告。重點研究領域的形成主要在 Fachkollegien，由各領域的代表透

過討論，逐漸形成。 

11. 結論：透過討論被訪問者提到，他對於訪問者提出的問題並無法完全

回答，如果下次訪問者再前往德國，他將引介幾位關於 DFG

組織較為嫻熟的專家跟研究者繼續討論。台灣如何透過對於德

國 DFG的組織及機制的運作的理解，或許可以有許多值得互相

學習的地方。 

四、德國教育與研究部：捐助人聯盟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縮寫 BMBF） 

2005 年 8月 17日上午 11點在德國 Essen 訪問 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專業的專員 Dr. Erich Steinsdörfer以及他們的活動執行長

Dr. Volker Meyer-Guckel除了兩位專業負責人外，另外，有兩個該位機構年

輕的新進人員參與整個會談。我們共談了兩個半與三個小時，他們並邀請

我跟他們一起在他們的餐廳用餐，繼續討論財團議題。 

1. 台灣對於德國 Stiftersverband（捐助人聯盟）的理解不多，因此這次的

訪談具有很深的意義，我的訪問重點在於瞭解Stifterverband的運作情形。 

2. 被訪問者想瞭解我的訪談是否對於大學的結構也感興趣，還是我的研究

僅關心財團法人的監督。我提到我的整個研究希望可以從跟研究或教育

有關的組織架構出發，如果可以瞭解德國整個研究環境問題，是我所期

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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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訪談者提到，在德國他們大學的研究狀況其實不是很好，無法成為頂

尖研究單位，因為德國主要的研究單位在Max-Planck Institut 以及由

DFG所提共。 

4. 被訪談者提到他們的支助單位，也就是我所訪問的第二個財團法人：

Cesar Stiftung。 

5. 當時成立此一捐助者協會的主要目標為何 

從民法的規範看，當捐助者捐助財產成立財團時，從法律的架構上看

來，捐助者除非在章程中寫明他的角色，否則他跟財團幾乎沒有法律上的

關係。因此為何當時德國捐助者會成立這樣一個聯盟。根據他們的回應，

當時德國的企業捐助者，希望透過他們的協會對於在德國的研究財團給予

發展的協助，他們成立於五十年代，他們希望透過這個協會可以協助財團

的發展。目前在德國約有一萬三千個有權利能力的財團。但是類似財團的

組織，但沒有權利能力者的數量很多，例如許多的教堂、甚至大學等都不

是具有權利能力的法人。但他們的功能與財團相似。 

從九十年代開始德國的財團數量在大量增加中。 

6. 為何此一捐助人成立的是協會（Verband）而不是社團，究竟社團與

Verband有何不同。他們對此並未直接回答，但卻進一步討論在德國影

響一個團體選擇一個社團或財團的因素。 

7. 影響一個團體選擇自己是一個財團或社團的因素在哪裡？ 

在德國一個社團成立只要有 7個成員就可以成立社團，但在台灣要成

立一個社團卻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並需要有 30個成員，其中很多成員其

實是掛名的成員。在德國雖然主要有 7個人就可以成立社團，但有時候他

們也會招收比較消極的成員。 

被訪問者針對我的問題將德國財團與社團的區別做了說明，這些說明

跟台灣民法關於財團與社團的規定並無不同。根據被訪談者的說法，其實

一個登記的具有法人身份的財團與一個不具有法人身份的財團，其實在德



 

 300

國均能得到稅法上的優惠，尤其是具有傳統意義的財團，例如如果他是屬

於教會的、地方的自治體時。他們會考慮作為一個無法人身份的團體也是

否有稅務上的優惠，他們主要透過財政部取得稅法上的優惠。當一個非營

利組織想要有較大的發展與財務數量較大時，例如他有一個機構、醫院，

他們就有必要成為一個具有法人身份的財團。 

8. 訪談者感到興趣的是，如果一個登記的具有法人身份的財團與一個不具

有法人身份的財團，在德國均能得到稅法上的優惠時，那麼為何大家要

去登記為具有法人身份的財團呢？被訪談者認為如果一個財產的集合體

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時，那麼他們就會想要去取得法人資格。如果財產的

集合體的功能不大，他們可以考慮不要去登記為法人。例如如果一個財

產的集合想要經營醫院或老人院，那麼他們就會想要取得法人的身份。

否則他們無法好好的進行他們的事業。 

9. 我們討論到在德國社團成員僅要七位就可以成立登記，但是在台灣卻需

要三十個成員，才能登記成為社團。這中間的差異在哪裡？既然台灣繼

受德國的社團制度，為何在實際執行時，確有如此的差異？我們的討論

沒辦法得到結論，但是訪談者個人觀察認為這或許跟一個國家對於人民

的結社權的看法所導致的差異。 

10. 被訪問的單位其實也是一個社團，他們是由一群 3,500個社員所組成

的。訪談者好奇的是，如果你們有這麼多的社員，那麼你們在社員大會

時，如何可能達到做決定的可能？因為如果根據台灣的規定，社員大會

必須要有一半的會員出席，那麼這樣的會員大會如何可能。被訪談者提

到根據德國的規定，社員不一定要有一半的社員參與才能做決議，因此，

社員大會時，沒有出席多少社員的問題。這讓訪談者非常的訝異。接著

被訪談者提到，根據他們的瞭解，在德國任何社團內的委員會的成員數

要盡量不要太多，否則難以得到共識，並會影響整個決策的可能進行。 

11. 不同的財團的董事或者財團的組織如何共同合作與進行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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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的運作方式主要是由他們的事務執行者提出

建議於業務單位（Geschaeftsstelle）。這個組織的董事會有四十個董事，他

們的董事幾乎是德國重要的研究機構的負責人。 

而這些董事由於都是在德國負責科學研究機構或研究政策的人，因此

他們在決定這個組織發展的重點時，他們不需要非常多的討論時間，他們

決定事務執行者提出的年度預算或年度活動計畫。 

12. 訪談者提到某些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有所謂的諮詢委員會（Kuratoren）

組織的以及這些諮詢委員會對於財團或社團的事務有決定性的影響。

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的被訪問者則提到他們在德國各邦都有諮詢

委員會的存在，但是這個委員會的功能主要是要維持跟不同的捐款者的

聯繫關係，他們並沒有 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 的結構具有影響力的

決策能力，但是卻是維持這個組織可以跟他們捐款人良好關係的可能。 

13. 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的成員每年要繳的基本社員費用 

如果是各人會員每年必須繳 500元會費，如果是團體會員那麼他們的

會費則是 5,000元。這個團體大約有兩千個團體會員，其他則為個人會員。 

14. 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 提到由於他們的會員本身大都為企業界的人

時，有時他們捐款時，對於如何使用他們的捐款，應該在哪些領域進行

研究，有自己的意見，因此他們近年來，傾向於自己成立財團或團體來

執行他們想要的研究計畫。 

15. 結論： 

這次訪談這個 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 的經驗，可以發現，台灣在

法律上雖然繼受德國的財團與社團的制度，但是當我們將這個法律文字從

德文轉換成為中文時，由於我們對於財團與社團的發展在德國的社會、歷

史與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所知有限，因此我們其實對於財團或社團應該如

何組成或發展其實所知有限。在法學界，對於財團的研究（包括與理論與

實務）是很少的。我們在台灣的研究對於德國的理解也非常少。研究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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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研究與其他的台灣相關資料裡幾乎沒有看到這個被訪談的 Deutsche 

Stiftungsverband （德國捐助者學會）有所說明或有任何關於他們的組織與

功能的瞭解。 德國捐助者學會在德國民法公布後，對於德國財團的發展有

一定的影響力。他們或多或少對於財團這個制度在德國的發展有所討論與

發揮影響力。關於此一部分是台灣財團的發展過程中，所沒有的經驗。 

為台灣是否能在此一方面有所發展，還待進一步的研究。 

五、馬普學院科學史研究中心 
（Maxplanck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 訪談對象：Jochen Schneider 先生。 

由於在研究者前往Max-Planck-Institut fuer Wissesnschaftsgeschichte

（成立於 1998 年），進行訪問時，已經跟受訪者有書面來往說明為何要前

往訪問。因此，此一訪談很快就近入狀況。一開始研究者說明為何進行此

一研究。我提到為何Max-Planck-Gesellschaft的制度是以一個社團成立，

而非一個財團。當時的想法為何。 

2. 在訪談中特別提到為何要訪問Max-Planck-Gesellschaft（成立於 1948

年，全名為：Max-Planck-Gesellschaft zur Foederung der Wissenschaten 

e.v.），主要目的是要透過瞭解德國非財團的研究機構（社團），並透過此

可以更瞭解在德國科技財團法人的運作。 

3. Max-Planck-Institutg是一個社團（Verein） 為何選擇社團，主要是基於

傳統的因素。Max-Planck-Institut的前身是Kaiser Wihlerm Gesellschaft zur 

Foe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e. V.。 

4. 德國科際的發展深受德國聯邦制度的影響，他們主要透過聯邦以及邦的

相關預算組織來決定。Max-Planck-Gesellschaft 的經費主要是由國家的

預算所支持。他跟財團不同之處在於Max-Planck-Gesellschaft的年度經

費每年都要靠政府的預算編列給予的。如果他是財團，那麼他有固定的

經費，就不會受到政府經費預算太大的影響，有較大的自主性。 

5. 跟其他我所訪問的科際相關組織一樣，我們的訪問進行過程中，被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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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根據他們的章程跟我討論。我提到為何Max-Planck-Gesellschaft 做

為一個研究機構，其下面卻還成立好幾個組織，例如我所訪問的這個

Max-Planck-Institut fuer Wissesnschaftsgeschichte 中專門研究科學史的研

究機構。他也有自己的章程。這兩者間的關係究竟如何？這在法律上如

何可能。 

被訪談者拿出Max-Planck-Gesellschaft章程與 Institut 的章程一起討

論。 

我問究竟 Gesellschaft與 Institut 之間的關係如何？以及 Institute 之間

的關係如何？他們如何做出決策？如何合作。 

被訪談者提到不同的研究機構之間其實不會有太多的關連性，通常每

個機構會跟該機構所研究的對象有關連的研究者相聯繫，但機構與機構之

間不當然會有關連性。 

至於Max-Planck-Gesellschaft與 Institut 間的關係主要根據章程的規定

來進行。 

Max-Planck-Gesellschaft下的 Institut 每兩年聚會一次，每個機構提出

他們機構的發展計畫。 

6. DFG 跟Max-Planck-Institut 的不同何在? 

Max-Planck-Gesellschaft 下的 Institut 進行的是基礎科學的研究，DFG 

則是對於大學教育所進行的一般科學的補助與研究的支持。

Max-Planck-Gesellschaft有自己的研究機構，有些機構開設了，但也可能在

一段時間後，機構被關閉，例如如果研究機構的負責人離開了或者研究的

對象不再重要了，這個機構可能被關閉，例如當年非常有名的社會學家

Habmas 主持的『Institut fuer Lebensbedingungsforschung in der moderne 

Gesellschaft』的研究機構就被關閉。 

在德國統一之際，成立許多新的機構尤其在東德地區。

Max-Planck-Gesellschaft 有自己的研究機構以及經費、設備與房子，我所

訪問的Max-Planck-Institut fuer Wissesnschaftsgeschichte於1998年成立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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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房舍，但是新的房舍正在建設中，因此他們目前處於租房子狀況。 

DFG 則主要是透過研究計畫支持大學的研究，他們通常給予研究計畫

的支持，往往有一定時間，一年、兩年或三年等。而Max-Planck-Gesellschaft 

下的 Institut 則可能存在很久，由該機構的負責人決定研究的方向與內容，

當然他也會尋求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意見。 

7. Max-Planck-Gesellschaft zur Foederung der Wissenschaten e.V. 的章程於

1948 年 2月 26日通過。章程共有 34條。（僅翻譯幾條重要條文做為參

考） 

第一條 規範名稱與目的 

根據第一條第二項規定Max-Planck-Gesellschaft的機構自由且獨立的進行科

學研究。第一條第四項規定：社團的經費僅能依據章程目的加以使用，社

員因此不能從社團的經費得到贈與。任何人均不得為跟社團目的不符合的

支出，或者透過不相當的代價受到好處。 

第二條 社團的住所在柏林 

第三條 成員、社團的成員包括下列四種 

1 補助的會員 

2 科學性的會員 

3 法定會員 

4 榮譽會員。 

第四條 規定補助會員 

補助會員可以是自然人、公法或私法上的法人、非獨立性的財團與無法人

身份的組合體。有關會員資格的申請向社團的董事長為之。法人、非獨立

的財團以及無法人身份的組合體在申請書上任命該團體在社團的代表。如

果有所更換應該知會。會員年度會費自 1974 年 1月 1日為 250馬克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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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柏林司法部 （Senatsverwaltung für Justiz） 

1. 訪談對象：陳惠馨教授於 2005 年 8月 19日下午 2：50在柏林訪問柏林

司法部負責財團法人監督部門的負責人：Andreas München。 

2. 為何在柏林邦，有關財團法人的監督放在司法部中。 

答：這有歷史因素，在德國僅有兩個邦有司法部負責監督：柏林與漢堡。

其他各邦主要是由內政部。在德國對於財團法人的監督或成立主要由

十六個邦自行立法決定。過去幾年（2或 3 年前）德國民法對於財團

規定有所修正，透過這次修法，人民有權可以申請成立財團法人，過

去一個人民申請財團法人時，有時各邦的法律會規範可以規定另外要

滿足一定的條件否則可以加以拒絕。目前民法修正後，如果有捐助者

已經滿足了法律上的條件，那個各邦的行政單位必須給予同意成立財

團。否則人民將擁有請求成立權。2000 年德國的稅法也有所修正，對

於財團特別給予稅法上的優惠。 

問：這個特別優惠僅對於財團嗎？答案是因為社團只要 7位成員就可以成

立，財團則不然，他的目的一旦在章程中寫下，則必須被遵守，他的

成立是有一種永久性，不容易被解散。而社團則僅要七位會員或所有

會員同意解散就可以解散。甚至他的目的可以簡單的透過會員的決定

而改變。 

3. 成立最久的財團 

在柏林有一個財團法人成立了 750 年之久可以說是最早的財團，當年

他成立時是對於那些到耶路撒冷朝聖者的照顧為宗旨，由於現在這種朝聖

者已經逐漸消失了。目前這個財團已經轉為一個專門照顧老人的機構。由

於他們擁有的是不動產，因此他們的財務狀況沒有問題。另外，這些被照

顧的老人也要付費，不過他們雖然要付費，但是他的費用不可以超過一定

數額，讓財團可以因此營利。 

4. 誰來決定財團是否營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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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是否營利，主要是由財政部來監督，不是由司法部來監督，財政

部並因此決定他們是否可以取得稅法上的優惠。他們會對於財物的狀況加

以瞭解，對於財團的支出與收入間詳細的檢查。 

5. 對於財團財務狀況柏林司法部會如何監督 

我們會給他們一定的表格請他們填寫他們的財務報表。如果一個財團

的理事其行事違反財團的利益。我們會將該財團的理事解職，另請其他人

作為替代的理事。 

不過這種情形不常發生。大部分的財團會依據規範來行事。 

6. 如果財團非常低度的發展，你們會如何？ 

我們對於那些不太積極的財團基本上不會有什麼行動，但是如果他們

什麼都不做，我們則會對此加以詢問。 

7. 柏林大約有 520個財團，這些財團被分為兩個種類，類型較為相同的財

團，被分在一起。這些財團的相關資料是由一個出版社出版，柏林司法

部甚至也沒有這些出版的資料。在網路上其實也可以看到。（電話

6618484，Kultur Buchverlag； 

書名：Amtsblatt Nr6 auf 2004 Stiftungsverzeichung） 

8. 為何在德國分類財團為公法上與私法上的財團 

如何分類，所有依據民法的規定成立的財團法人均為私法上的財團。

但如果一個財團根據特別法成立，那麼根據該特別法，就可以成立公法上

的財團。這個財團可以是根據聯邦法或邦法成立（例如

Bundeskulturstiftung）這種財團的監督應該包括法律上的監督與專業上的監

督。在柏林對於私法上的財團法人僅進行法律上的監督，而不進行專業的

監督。 

在德國國家也可以依據民法上的規定成立財團法人，這種財團法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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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成立，捐助的政府單位則無法再對此財團加以監督。但是他們通常會透

過繼續的捐助或補助，而對於該財團加以監督。這種財團只要是依據民法

成立的，就屬於柏林司法部所監督。 

9. 財團申請成立時，必須僅在柏林的司法部的負責監督財團的單位申請，

並在取得登記後就取得法人的地位（會有附有號碼的證書），該財團不需

要再到地方法院登記。如果財團的代表要進行不動產的買賣，那麼該財

團的代表人要到柏林司法部請求取得一個證書，證明他是財團的代理

人。柏林司法部就要根據該財團的章程，確定該申請者是否為代理人，

如果合於章程規定，他們就會給予證明。 

10. 問：如果財團要購買不動產是否要得到司法部的同意？ 

答案是不需要，但是在年度財務報告時，他們必須將不動產或財產的變

動狀況向司法部報告。 

11. 德國柏林司法部也會提供財團成立時，章程的模範範例：關於此一部

分將會另外整理。 

12. 在柏林司法部共有四個半的工作人員負責五百個財團法人的監督。他

們原則上不對於財團進行訪談。不過他們會要求財團作具體的回答。究

竟哪些具體的回答？ 

13. 在財團的理事一般有多少？ 

答：大部分財團大約僅有 3位理事（董事），有的財團甚至僅有一個董事。

並不是每個財團均有監督單位，有的財團僅有 50,000歐元基金（約台

幣兩百萬）的財團，因此，他們不需要有太多的組織。 

如果財團基金很高的話，可能他們會有監督單位，例如 Kuratorium, 

Berat ‘Senat等名稱，完全根據捐助者（Stifter）的想法來決定名稱。

法律上並未有任何明確的規範。原則上越少的董事，一旦財團出問題，

他們當然要負法律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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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自問：為何在台灣我們的財團往往有 10或 15位董事？為何會有這

樣的發展實在令人好奇。 

14. 在新的德國邦或柏林邦，各邦負責財團法人監督的單位，有時會互相

聚會討論他們的監督政策。一般而言，這並非必然的活動。不過德國有

一個組織叫做 Stifterverband（這個單位就是訪問行程中第 4個訪談機

構），他們每年會舉辦一個聚會，交換各邦對於財團監督的情形。，但是

各邦的代表不當然一定會去參加。 

但是在幾年前，關於德國民法關於財團的規定有所修正，因此，各邦

負責財團法人事務者在聯邦司法部參與修正討論會議。平常大家並不有官

方的聚會或會議。 

15. 在其他各邦的財團情形 

柏林目前有五百多個財團，這在德國各邦算是少的，例如在巴伐利亞

邦至少有上千個財團法人。 

16. 請問財團提出的年度財務報表是否會上網？ 

答：在德國我們主要由主管機關負責監督各財團的財務報告，不將財團的

財務狀況上網，這跟在美國或加拿大不同，在美國財團的財務報表資

料會上網，由大眾負責監督財團的財務狀況。而在德國主要由國基負

責監督，德國雖然討論是否如此做，但是基於傳統的監督方法與對於

財團的資訊保障，目前還沒有考慮這樣做。 

另外，在德國財團的成立可能是為了私人的利益，例如所謂的家庭財

團（Familienstiftung），這種財團在稅法上的優惠較少。 

17. 在德國是否有財團，其章程雖然表明財團的成立是為一般公益存在，

但是在實際上卻僅讓某種特定人得到利益。 

回答：在德國確實也有這樣的財團，但是僅是少數，原則上我們無法對他

做什麼？不過如果一個財團這樣做，通常他也不會得到捐款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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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18. 在德國是否有企業成立財團，而這些財團主要的工作卻是配合企業的

宣傳或企業的活動而舉行活動。 

回答：München先生剛開始覺得這是不可能的，但思考後，覺得如果一個

企業這樣做，這個企業應該會因此受到質疑，也因此不會因此得利，

因此應該也不會如此做。但是如果一個企業這樣做，基本上他們也

無能為力。 

研究者認為：在台灣發生企業成立的財團法人幾乎成為該企業的公關的情

況，相對於德國，好像是台灣的特別狀況。關於此點有必要在未來

的研究，進一步瞭解德國其他各邦的財團法人跟企業的關係如何。 

19. 財團是一個現代為公共利益存在的一種制度，德國財團的主要目的為

何？ 

答：大約放在社會、文化或者教育等領域為多。所謂社會相關目的例如為

社會救助、健康支持等相關事務，被訪者的印象中大約百分之二十做

社會相關事務。在柏林對於德國的財團的財務狀況與他們一般的活動

並沒有相關的統計資料。 

20. 在德國對於財團的研究狀況如何 

答：就我所知這方面的研究確實有，但是主要在稅法中為主，尤其在德國因

為近年有對於財團稅法的改革，因此引起較多的討論與研究。 

伍、結論與建議 
由本次訪談行程發現，近十年多以來，德國的財團法人如雨後春筍般紛紛

成立，尤其是與教育、文化相關之法人團體。在這次訪談過程中，德國某些研

究機構，例如「捐助人聯盟」，對於台灣的發展甚感興趣，並且表示願意合作。

由於德國的財團法人的法律環境與台灣相類似，因此台灣對於德國的財團法人

法律環境之研究應持續，並鼓勵更多人參與，甚至創造更多與德國相關機構的

合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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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給各地方法院之問卷 

 
一、問卷格式 

中華民國各地方法院有關財團法人登記之調查表 

敬啟者： 

由於本人接受國科會委託進行「財團法人監督管理機制」之研

究計畫，為了解國內各地方法院辦理財團登記業務之執行現況，擬

請 貴單位就下列問題回答，若有不便叨擾之處，敬請見諒並謝謝

您的合作。 

陳惠馨 教授       2006 年 2月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聯絡電話：02-2939-3091轉 51609 

余助理   手機：0933-761-214 

E-mail:<nccuglaw@hotmail.com> 

地址：116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2段 64號 

http://www3.nccu.edu.tw/~hschen/ 

 

填表單位：         

聯絡人：    職稱：       

電話：(  )-    -    (分機    ) 

填表時間：民國 95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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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貴法院自何時開始辦理財團法人之登記？ 
自民國  年  月開始 

二、貴法院為財團、社團之設立登記時，是否分別編號？ 
（請勾選 ） 
 是，有分別編號 無，沒有分別編號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三、截至 2006 年 2月 15日止，貴法院所為設立登記之法人數目： 
財團法人  件 
社團法人  件 

四、貴法院至目前為止曾經辦理各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之件數： 
 變 更 內 容 件 數  
1 名稱及類別  件 
2 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件 
3 目的  件 
4 設立許可之機關  件 
5 成立時期  件 
6 財產總額  件 
7 董事姓名及住所  件 
8 監察人姓名及住所  件 
9 限制董事代表權者其限制  件 
10 其他  件 
 合 計 件 

請說明第四題「10其他」的詳細變更內容：       
                          
                          
                          
                        五、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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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是否曾經辦理財團法人之解散登記？ 
（請勾選 ） 

 無。     
( 有， 1.依民法第 36條：  件

（民法 36條：法人之目的或其行

為，有違反法律、公共秩序或善

良風俗者，法院得因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宣

告解散。） 

  2.依民法第 65條：  件
（民法第 65條：因情事變更，致

財團之目的不能達到時，主管機

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更其

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

之。） 

  3. 其他：  件  

請說明 1, 2, 3在實務上，其差別何在？          

                           

                           

                           

                           

六、貴法院是否曾經辦理財團法人之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 
 無。    
 有，件數：  件

七、貴法院是否曾經辦理財團法人之清算終結登記？ 

( 無。    

( 有， 件數：  件

八、法人因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依民法第 34條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後，貴法院為

如何之處置？（請說明）     

                          

                          

                          

（註：民法第 34條：法人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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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貴法院依民法第 62條對財團法人為必要之處分之件數  件； 

違反本條法律之必要處分之方式為何？（請列舉說明）   
                           
                           
                           
                           
                           
（註：民法第 62條：財團之組織及其管理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

定之。捐助章程或遺囑所定之組織不完全，或重要之管理方法不具備者，法院

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 

十、貴法院依民法第 63條所為變更財團組織之件數：  件； 
變更之內容為何？（請列舉說明）            
                           
                           
                           
                           
                           
（註：民法第 63條：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捐助人、董

事、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變更其組織。） 

 
 

 

感謝您填寫調查表  

 

請記得回信到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陳惠馨 教授 收 

116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2段 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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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方法院登記處回覆情形 

No 法院名稱 單位 地址 問卷回覆情形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登記處 臺北市博愛路 131號 已回覆 

2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登記處 
臺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 6段 91號內湖民事辦公
大樓 

未回 

3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登記處 臺北縣土城市青雲路 138號 已回信，問卷空白

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登記處 桃園縣桃園市仁愛路 120號  未回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登記處 新竹市中正路 136號 已回覆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登記處 苗栗市中正路 1149號 已回覆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登記處 臺中市自由路 1段 91號 已回覆 

8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登記處 南投市中興路 759號 未回 

9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登記處 彰化縣員林鎮中山路 2段 240號 未回 

10 臺灣雲林地方法院 登記處 雲林縣虎尾鎮明正路 38號 未回 

1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登記處 嘉義市東區中山路 94號 已回覆 

1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登記處 臺南市健康路 3段 308號 已回覆 

1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登記處 高雄市前金區河東路 188號 未回，電訪 

14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登記處 屏東市棒球路 9號 未回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登記處 台東市博愛路 128號 已回覆 

16 臺灣花蓮地方法院 登記處 花蓮市球崙一路 286 號花蓮簡易庭 未回 

17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登記處 宜蘭縣宜蘭市縣政西路 1號 已回覆 

18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登記處 基隆市東信路 176號 已回覆 

19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登記處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路 48號 未回 

20 福建金門地方法院 登記處 金門縣金城鎮民權路 178號 未回 

21 福建連江地方法院 登記處 連江縣南竿鄉復興村 209號 未回，電訪 

三、問卷統計 

（一）各地方法院有關財團法人登記相關情形 

No 法院名稱 
辦理財團法人

登記開始日期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是否分別編

號 

截至 2006 年 2月 15
日所登記之財團法人

數目 

截至 2006 年 2月 15
日所登記之社團法人

數目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948 年 10月 有 2677 1262 
3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未填寫 未填寫 未填寫 未填寫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947 年 8月 無 549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1997 年 5月 有 96 37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948 年 5月 有 810 597 

1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952 年 12月 有 244 113 
1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949 年 7月 有 未填寫 未填寫 
1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953年（電訪）  900多個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959 年 4月 無 102 46 
17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1958 年 1月 無 250 
18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1951 年 3月 有 118 55 

21 福建連江地方法院 2005年（電訪） 未填寫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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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方法院辦理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件數 
辦理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件數： 

No 法院名稱 
名稱

及類

別 

主事務

所及分

事務所

目

的

設立許

可之機

關 

成立

時期

財產

總額

董事姓

名及住

所 

監察人

姓名及

住所 

限制董

事代表

權者其

限制 

印鑑

變更 
章程

變更

合計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9,654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12 14 5 0 0 77 127 0 0 8 1 244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6 18   233 325 307     

（三）各地方法院辦理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之理由 
No 法院名稱 辦理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之理由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因本院 83 年以後始用電腦作業，且上列變更內容於電腦分案時，皆分法登

他案，並未再就各變更事項逐項分別編號，故未能就上表細分。本院 93 年

迄今辦理各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之件數約 9,654件。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變更登記未再以上述變更內容編案號，故此項無法填寫。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因變更之件數及次數甚多（如一法人一次同時聲請章程變更、主事務變更、

董（理）監事改選、財產變更⋯）致無從統計，且電腦亦無法分類。 

1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本院自民國 41 年 12月辦理第一件法人登記迄今，共有 357件法人設立登

記，法人設立登記後，至多 3 年就會變更董監事登記 1次，而章程、財產
亦常有變更登記，故法人變更登記案件可能上千件。 

17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91 年 48件、92 年 54件、93 年 51件、94 年 55件：因登記時並未分類登

載，且年代久遠，資料甚雜，故無法以細分項目統計。近一、二年變更事項

均以董監事改選變更登記居多數，幾件為財產變更，其他則無。 

（四）各地方法院辦理財團法人之解散登記情形 
No 法院名稱 是否曾經辦理財團法人之解散登

記？ 
依民法其他法條辦理財團法人之解

散登記件數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有，曾經辦理 未填寫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有，曾經辦理 未填寫 

1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17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有，曾經辦理 1（自行解散） 
18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五）各地方法院辦理財團法人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情形 
No 法院名稱 是否曾經辦理財團法人之

清算人任免或變更登記？

件數 是否曾辦理財團法人之

清算終結登記？ 
件數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有，曾經辦理 未填寫 有，曾經辦理 未填寫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有，曾經辦理 12件 有，曾經辦理 10件
1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17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18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無，不曾辦理 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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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各地方法院依民法第 34條、第 62條處理財團法人之情形 
No 法院名稱 法人因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依民

法第 34條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
後，為如何之處置？ 

依民法第 62條對
財團法人為必要

之處分之件數 

違反民法第62條之必
要處分方式為何？ 

1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登記處接獲主管機關撤銷許可通

知後，將撤銷許可事由登記於法人

登記簿。 

未填寫 未填寫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張貼該法人撤銷設立登記之公

告，如已發「法人登記證書」函請

該法人繳回，並函知稅捐機關，並

通知該法人撤銷登記後，不得以法

人名義從事任何活動。 

難以查出 

依民法第62條之章程
處分屬民事庭業務，

非登記處業務。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無 0件 未填寫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發函給該主管機管轉知該法人應

向本院聲請辦理法人解散等及清

算終結登記，以結銷法人之登記。

同時將主管機關來函及撤銷之原

因登載於法人登記簿上。 

未填寫 

章程處分係本院民事

庭之權責，本院登記

處無從了解其件數多

少。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未填寫 0件 未填寫 
17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本院尚未有該類案件 未填寫 未填寫 

（七）各地方法院登記處依民法第 63條辦理變更財團組織之情形 
No 法院名稱 依民法第 63條所為變

更財團組織之件數？

依民法第 63條所為變更財團組織之內容為何？

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難以查出 

依民法第 63條之章程處分，屬民事庭業務，非登
記處業務。民法第 62、63條條文內所稱「法院」，
係指法院民事庭，而非登記處。登記處對法人登

記只作程序審查，至於實質審查事項需由民事庭

為之。 

6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0件 未填寫 

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未填寫 章程處分係本院民事庭之權責，本院登記處無從

了解其件數多少。 

1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未填寫 未填寫 

15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0件 未填寫 

（八）其他意見或建議 
No 法院名稱 其他意見或建議 

1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本件調查表第 4項以後各項，必需調閱各個卷宗閱後，才能提供正確資料，

相關卷宗數量龐大，若要逐一調閱，所需人力甚巨，經與陳教授之助理聯繫

後，余助理稱之依本院目前可能提供的資料填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