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表

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資產 ００年月日 ００年月日 負債 ００年月日 ００年月日

金額 ％ 金額 ％ 及淨值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短期借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流動
應付短期票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應付票據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 應付帳款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 其他應付款

應收票據 本期所得稅負債

應收帳款 預收款項

其他應收款 負債準備-流動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入保證金－流動

存貨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預付款項 其他流動負債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非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非流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長期借款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負債準備-非流動

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其他非流動負債

基金

投資性不動產 負債總計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淨值

無形資產 永久受限淨值

其他非流動資產 暫時受限淨值

未受限淨值

淨值其他項目

淨值總額

資產總計 100 1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100 100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本表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規定辦理。

1.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例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分別列示土地、建築物、機器設備及運輸設備等。

2.百分比計算公式：百分比請以整數列記，小數點後請採四捨五入進整數位。

     資產面（左方）下各項目之百分比，請以該年度資產總額為為母數（100％）計算

     負債及淨值面（右方）下各項目之百分比，請以該年度負債及淨值總額為母數（100％）計算

3.００年０月０日左側為本年度，右側為上年度。

4.會計主管係指處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5.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附件一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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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名稱 )

營運活動表

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００年度 ００年度 差異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運收入 100 100

長照收入

其他收入

營運成本

營運毛利

營運費用

營運利益（損失）

非營運收益及費損

捐贈收入-受限

捐贈收入-未受限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股利收入

利息費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淨損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兌換損益

處分投資損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益

減損損失

減損迴轉利益

XX費用

XX收入

其他非營運收益及費損

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利益)

繼續營運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損益(稅後)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未實現重估增值(註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

暫時受限收入

與其他綜合損益相關之所得稅(註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稅後淨額)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本表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規定辦理。

1.利息收入、利息費用及研究計畫收入費用，不得互抵，應分別列示。

2.００年度左側為本年度，右側為上年度。

3.會計主管係指處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4.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

  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5.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如營運費用項下之會計項目等。

註1：未實現重估增值係指依法令辦理資產重估所產生者。

註2：機構可以下列方式之一列報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

     (a)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後之淨額，或

     (b)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前各項目之金額，並用一金額列示與該等項目相關之所得稅彙總金額。

項目

附件二 營運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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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研究發展、長照宣導教育及

社會福利

提升員工薪資待遇及

人才培訓 其他

X1年01月01日餘額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X1年01月01日調整後餘額

X1年稅後淨利(淨損)

X1年受限淨值提撥(註)

X1年淨值增加(減少)

X1年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入

X1年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出(註)

X1年其他綜合損益

X1年12月31日餘額

X2年01月01日餘額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X2年01月01日調整後餘額

X2年稅後淨利(淨損)

X2年受限淨值提撥(註)

X2年淨值增加(減少)

X2年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入

X2年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出(註)

X2年其他綜合損益

X2年12月31日餘額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本表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1.會計主管係指處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2.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3.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

註：與表5研究發展、長照宣導教育、社會福利、提升員工薪資待遇及人才培訓提撥變動表相互索引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表

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合計

永久受限
項目

指定用途淨值累積結餘(虧損)
淨值其他項目

未受限淨值受限淨值

暫時受限

附件三 淨值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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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名稱)

現金流量表

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００年度 ００年度

金額 金額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運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股利收入

利息費用

呆帳費用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出售資產損益

XXXX

與營運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存貨增加(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應付費用增加(減少)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

支付之利息

支付之所得稅

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債券及權益工具

出售設備

購買土地及房屋

收取之利息

收取之股利

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長期借款增加(減少)

暫時受限收入現金流量

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1.本格式係採間接法報導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亦可採用直接法報導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2.支付利息及發放現金股利可分類為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收取之

        利息與股利可分類為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3.００年度左側為本年度，右側為上年度。

      4.會計主管係指管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5.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

        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6.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

附件四 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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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表

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資產 ００年月日 ００年月日 負債 ００年月日 ００年月日

金額 ％ 金額 ％ 及淨值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短期借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流動
應付短期票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

債-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應付票據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流動 應付帳款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 其他應付款

應收票據 本期所得稅負債

應收帳款 預收款項

其他應收款 負債準備-流動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入保證金-流動

存貨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

債

預付款項 其他流動負債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非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

債-非流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長期借款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

動
負債準備－非流動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非流動 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其他非流動負債

基金

投資性不動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 負債總額

淨值

資本

資本公積

小計

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

法定盈餘公積(營運資金)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小計

淨值其他項目

淨值總額

資產總額 100 100 負債及淨值總額 100 100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本表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規定辦理。

1.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例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分別列示土地、建築物、機器設備及運輸設備等。

2.百分比計算公式：百分比請以整數列記，小數點後請採四捨五入進整數位。

     資產面（左方）下各項目之百分比，請以該年度資產總額為為母數（100％）計算

     負債及淨值面（右方）下各項目之百分比，請以該年度負債及淨值總額為母數（100％）計算

3.００年０月０日左側為本年度，右側為上年度。

4.會計主管係指處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5.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附件五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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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名稱)

綜合損益表

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００年度 ００年度 差異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運收入(A) 100 100

長照收入

其他收入

營運成本(B)

營運毛利(C=A-B)

營運費用(D)

營運利益(損失)

非營運收益及費損

捐贈收入─受限

捐贈收入─未受限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股利收入

利息費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

債）淨損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兌換損益

處分投資損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益

減損損失

減損迴轉利益

XX費用

XX收入

其他非營運收益及費損

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利益)

繼續營運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損益(稅後)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未實現重估增值(註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

與其他綜合損益相關之所得稅(註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稅後淨額)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本表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規定辦理。

1.利息收入、利息費用及研究計畫收入費用，不得互抵，應分別列示。

2.００年度左側為本年度，右側為上年度。

3.會計主管係指處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4.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

  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5.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如營運費用項下之會計項目等。

註1：未實現重估增值係指依法令辦理資產重估所產生者。

註2：機構可以下列方式之一列報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

     (a)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後之淨額，或

     (b)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前各項目之金額，並用一金額列示與該等項目相關之所得稅彙總金額。

項目

附件六 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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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表

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資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餘 淨值 合計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其他項目

X1年01月01日餘額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X1年01月01日調整後餘額

盈餘提撥及分配

法定盈餘公積(註1)

特別盈餘公積(註2)

股利

X1年稅後淨利(淨損)

X1年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

避險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

差額

未實現重估增值

現金增資

X1年特別盈餘公積限制解除轉出(註

2)

X1年12月31日餘額

X2年01月01日餘額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X2年01月01日調整後餘額

盈餘提撥及分配

法定盈餘公積(註1)

特別盈餘公積(註2)

股利

X2年稅後淨利(淨損)

X2年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未實現重估增值

現金增資

X2年特別盈餘公積限制解除轉出(註2)

X2年12月31日餘額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本表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1.會計主管係指管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2.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3.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

註1：法定盈餘公積(營運資金)應根據當年度稅後淨利計算，並於當年度提撥。

註2：與表5研究發展、人才培訓、長照宣導教育、社會福利提撥變動表相互索引。

附件七 淨值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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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名稱)

現金流量表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千元

項目 ００年度 ００年度

金額 金額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運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股利收入

利息費用

呆帳費用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出售資產損益

XXX

與營運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存貨(增加)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應付費用增加(減少)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

支付之利息

支付之所得稅

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債券及權益工具

出售設備

購買土地及房屋

收取之利息

收取之股利

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結餘分配

現金增資

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董事長：

說明：1.本格式係採間接法報導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亦可採用直接法報導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2.支付利息及發放現金股利可分類為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收取之

        利息與股利可分類為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3.００年度左側為本年度，右側為上年度。

      4.會計主管係指管理長照機構法人會計業務之最高主管。

      5.本表依目前企業會計準則編製，若企業會計準則修訂，本表將同步修正。

        採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亦同。

      6.機構得視實際需要增減報表之會計項目。

附件八 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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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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