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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88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5月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274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榮璋、施義芳、江永昌、吳秉叡、陳賴素美等 19
人，有鑑於會計法自二十四年制定以來，僅於六十一年進行
全文檢討修正，與現今之政府會計實務顯有落差，部分過時
規定或與其他法律相衝突，或造成機關間適用疑義，或有礙
財務表達方式與國際接軌。爰擬具「會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王榮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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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秉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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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郭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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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孫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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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瑩

鄭運鵬

周春米

蔡易餘

蔡適應

邱泰源

陳曼麗

蔡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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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會計法自二十四年制定以來，歷經六次修正，其中僅六十一年為全文修正。與現今之政府會
計實務顯有落差，部分過時規定或與其他法律相衝突，或造成機關間適用疑義，或有礙財務表達方
式與國際接軌。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由於本法現行條文第四條對於公有事業機關與公有營業機關之區分，與現今政府實務運作顯有
落差。為避免滋生疑義，爰比照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統計法第三條、商業會計法第一條
、政府採購法第三條，及檔案法第二十八條，將現行條文「公有事業機關」及「公有營業機
關」用語，合併修正為「公營事業機關」。（修正條文第四、七、六十、六十五、六十六、
九十三條）
二、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二條文規定，直轄市之區由山地
鄉改制者，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
表會及區公所，分別為山地原住民區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
委辦事項。山地原住民之自治，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法關於鄉（鎮、市）之規定；其
與直轄市之關係，準用本法關於縣與鄉（鎮、市）關係之規定。本法現行條文第十條規定，
中央、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之會計，各為一總會計。依前述地方制度法第八十
三條之二條文規定，已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且準用地方制度法關於鄉
（鎮、市）之規定。本法第十條條文，既將中央及地方自治團體，納入為總會計規範之範疇
，自應配合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二之條文，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會計為總會計，
以為法規關連規範之一致性。（修正條文第十條）
三、依據現行條文第二十九條，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除列入歲入之財物及彌補預算虧絀之固定
負債外，應分別列表或編目錄，不得列入帄衡表。爰各機關動用年度預算經費購置的財物，
以及政府為推動各項政務需要所舉借的債務，係採另列表或編目錄方式，而未列入帄衡表表
達。此種編表方式較著重於預算遵循的結果，與國外先進國家係於帄衡表即完整表達政府整
體財務資訊之狀況有別。鑑於帄衡表為政府重要財務報表之一，亦為國際評鑑各國政府財務
狀況良窳之重要資訊來源，為能符合國際政府會計之潮流趨勢，宜將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
等財務資訊均列入帄衡表中，以完整呈現我國政府財務狀況，爰刪除第二十九條條文。（刪
除條文第二十九條）
四、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五條規定，民間團體接受政府公款，分為補助與
捐助兩類。查二十四年七月五日制定本法時通過文字為「輔助」，疑似為書寫錯誤。爰比照
審計法第七十九條用語，修正為「補助」。（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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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前條會計事項之事務
，依其性質，分下列四類：
一、普通公務之會計事務：
謂公務機關一般之會計事
務。
二、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
謂特種公務機關除前款之
會計事務外，所辦之會計

第四條 前條會計事項之事務
，依其性質，分左列五類：
一、普通公務之會計事務：
謂公務機關一般之會計事
務。
二、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
謂特種公務機關除前款之
會計事務外，所辦之會計

一、修正第一項第三款，並刪
除第四款，原條文第五款變
更為第四款，並於序言酌作
文字修正。
二、刪除第二項。
三、由於本項原條文對於公有
事業機關與公有營業機關之
區分，與實務運作顯有落差

事務。
三、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
謂公營事業機關之會計事
務。
四、非常事件之會計事務：
謂有非常性質之事件，及
其他不隨會計年度開始與
終了之重大事件，其主辦

事務。
三、公有事業之會計事務：
謂公有事業機關之會計事
務。
四、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
謂公有營業機關之會計事
務。
五、非常事件之會計事務：

。為避免滋生疑義，爰參考
我國多數法規（例如：預算
法第六十二條之一、統計法
第三條、商業會計法第一條
、政府採購法第三條、檔案
法第二十八條）之用語，將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公
有事業機關」及第四款「公

機關或臨時組織對於處理
該事件之會計事務。

謂有非常性質之事件，及
其他不隨會計年度開始與
終了之重大事件，其主辦
機關或臨時組織對於處理
該事件之會計事務。
凡政府所屬機關，專為
供給財物、勞務或其他利益
，而以營利為目的，或取相
當之代價者，為公有營業機
關；其不以營利為目的者，
為公有事業機關。

有營業機關」，合併修正為
「公營事業機關」。

第七條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
，為下列四種：
一、營業歲計之會計事務：
謂營業預算之實施，及其
實施之收支，與因處理收
支而發生之債權、債務，
及計算歲計盈虧與營業損
益之會計事務。
二、營業成本之會計事務：
謂計算營業之出品或勞務
每單位所費成本之會計事

第七條 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
，為左列四種：
一、營業歲計之會計事務：
謂營業預算之實施，及其
實施之收支，與因處理收
支而發生之債權、債務，
及計算歲計盈虧與營業損
益之會計事務。
二、營業成本之會計事務：
謂計算營業之出品或勞務
每單位所費成本之會計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
正，將第一項「公有營業」
用語，修正為「公營事業」
。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
正，刪除第二項至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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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務。

三、營業出納之會計事務：
謂營業上之現金、票據、
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
之會計事務。

三、營業出納之會計事務：
謂營業上之現金、票據、
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
之會計事務。

四、營業財物之會計事務：
謂營業上使用及運用之財
產增減、保管、移轉之會
計事務。

四、營業財物之會計事務：
謂營業上使用及運用之財
產增減、保管、移轉之會
計事務。
公有事業之會計事務，
準用前項之規定，但不為損
益之計算。
有作業行為之各機關，
其作業部分之會計事務，得
按其性質，分別準用前二項
之規定。
公務機關附帶為事業或
營業之行為而別有一部分之
組織者，其組織為作業組織
；公有事業或公有營業機關
，於其本業外，附帶為他種
事業或營業之行為而別有一
部分之組織者，其組織亦得
視為作業組織。

第十條 中央、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之會計，各
為一總會計。

第十條 中央、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之會計
，各為一總會計。

為配合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八
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八
十三條之二將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列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規定
，爰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之會計為總會計。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政府之財物及固
定負債，除列入歲入之財物
及彌補預算虧絀之固定負債
外，應分別列表或編目錄，
不得列入帄衡表。但營業基
金、事業基金及其他特種基
金之財物及固定負債為其基
金本身之一部分時，應列入
其帄衡表。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條現行規定，政府之
財物及固定負債，除列入歲
入之財物及彌補預算虧絀之
固定負債外，應分別列表或
編目錄，不得列入帄衡表。
爰各機關動用年度預算經費
購置的財物，以及政府為推
動各項政務需要所舉借的債
務，係採另列表或編目錄方
式，而未列入帄衡表表達。
此種編表方式較著重於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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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結果，與國外先進國
家係於帄衡表即完整表達政
府整體財務資訊之狀況有別
。
三、鑑於帄衡表為政府重要財
務報表之一，亦為國際評鑑
各國政府財務狀況良窳之重
要資訊來源，為能符合國際
政府會計之潮流趨勢，宜將
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等財
務資訊均列入帄衡表中，以
完整呈現我國政府財務狀況
，爰刪除本條。
第六十條 公營事業有永久性
財物之折舊，與無永久性財
物之盤存消耗，應以成本為
標準；其成本無可稽考者，
以初次入帳時之估價為標準
。

第六十條 公有營業有永久性
財物之折舊，與無永久性財
物之盤存消耗，應以成本為
標準；其成本無可稽考者，
以初次入帳時之估價為標準
。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
將本條「公有營業」用語，修
正為「公營事業」。

第六十五條 各種分類帳簿之
各帳目所有預收、預付、到

第六十五條 各種分類帳簿之
各帳目所有預收、預付、到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
將第二項「公有營業」用語，

期未收、到期未付及其他權
責已發生而帳簿尚未登記之
各事項，均應於結帳前先為
整理紀錄。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
除為前項之整理紀錄外，對
於呆帳、折舊、耗竭、攤銷
，及材料、用品、產品等盤

期未收、到期未付及其他權
責已發生而帳簿尚未登記之
各事項，均應於結帳前先為
整理紀錄。
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
除為前項之整理紀錄外，對
於呆帳、折舊、耗竭、攤銷
，及材料、用品、產品等盤

存，與內部損益銷轉，或其
他應為整理之事項，均應為
整理紀錄。
各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
會計有所屬分會計者，應俟
其所屬分會計之結帳報告到
達後，再為整理紀錄。但所
屬分會計因特殊事故，其結
帳報告不能按期到達時，各
該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
得先行整理結帳，加註說明
，俟所屬分會計報告到達後
，再行補作紀錄，整理結帳

存，與內部損益銷轉，或其
他應為整理之事項，均應為
整理紀錄。
各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
會計有所屬分會計者，應俟
其所屬分會計之結帳報告到
達後，再為整理紀錄。但所
屬分會計因特殊事故，其結
帳報告不能按期到達時，各
該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
得先行整理結帳，加註說明
，俟所屬分會計報告到達後
，再行補作紀錄，整理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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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十六條 各帳目整理後，
其借方、貸方之餘額，應依

第六十六條 各帳目整理後，
其借方、貸方之餘額，應依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
正，將第一項「公有事業之

左列規定處理之：
一、公務之會計事務，各收
支帳目之餘額，應分別結
入歲入預算及經費預算之

左列規定處理之：
一、公務之會計事務及公有
事業之會計事務，各收支
帳目之餘額，應分別結入

會計事務」刪除，並酌作文
字調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
正，將第二項「公有營業」

各種帳目，以計算歲入及
經費之餘絀。
二、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
各損益帳目之餘額，應結

歲入預算及經費預算之各
種帳目，以計算歲入及經
費之餘絀。
二、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

用語，修正為「公營事業」
。

入總損益之各種帳目，以
為損益之計算。
三、前二款會計事務，有關
資產、負債性質各帳目之
餘額，應轉入下年度或下
期各該帳目。

各損益帳目之餘額，應結
入總損益之各種帳目，以
為損益之計算。
三、前二款會計事務，有關
資產、負債性質各帳目之
餘額，應轉入下年度或下
期各該帳目。

第九十三條 各公務機關掌理
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者，應
辦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之

第九十三條 各公務機關掌理
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者，應
辦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之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

會計事務；其兼辦公營事業
者，並應辦理公營事業之會
計事務。
非政府所屬機關代理政
府事務者，對於所代理之事
務，應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會計事務。

會計事務；其兼辦公有營業
或其他公有事業者，並應辦
理公有營業或公有事業之會
計事務。
非政府所屬機關代理政
府事務者，對於所代理之事
務，應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會計事務。

正，將第一項「公有營業或
其他公有事業」及「公有營
業或公有事業」用語，均修
正為「公營事業」。

第一百二十一條 受政府補助
之民間團體及公私合營之事
業，其會計制度及其會計報
告程序，準用本法之規定；
其適用範圍，由中央主計機
關酌定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 受政府輔助
之民間團體及公私合營之事
業，其會計制度及其會計報
告程序，準用本法之規定；
其適用範圍，由中央主計機
關酌定之。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五條規
定，民間團體接受政府公款
，分為補助與捐助兩類。查
二十四年七月五日制定本法
，當時通過文字為「輔助」
，疑似為書寫錯誤。爰比照
審計法第七十九條用語，修
正為「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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