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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109年度 

 

壹、 財團法人概況說明 

依照本會之捐助章程相關規定。本會為了實現融合真、善、美的真文明及追求世界永

久的和平，進行之各項活動：自然生態之教育及其研究、自然生態保護之活動及其研究，

為了追求人類之健康與幸福，並為了確保全地球之生態，進而普及研究自然農業耕作方

法，並推動整合醫療及美術文化活動及各種社會福利活動。為促進台日兩國間之親善與

理解，推展各種自然生態文化及有機農業之交流活動。為了環境與永續農業發展，推行

及辦理農產品驗證工作，以及其他符合本會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之相關事務活動。 

貳、年度工作報告 

（一）業務工作報告 

單位：新臺幣元 

工作 

項目 
內容 

實際支用 

金額 

達成 

效益 

有機農產

品及有機

農產加工

品驗證業

務 

1. 使生產者了解其驗證流程。 

2. 使基金會執行驗證更專注於包括查驗、

驗證及分析檢定標準的公正客觀性給多

申請者更公平且沒有偏袒現象發生。 

3. 以維護消費者飲食安全之權益。 

4. 以期驗證作符合各方需求。 

5. 透過國際間有機農產經營之參觀，學習

其優點。 

【含：銷貨成本(標章)、勞務成本(驗證成本、外聘

員工薪資及交通費用)、員工薪資、訓練費、交通等

費用。】 

5,308,894 

維持驗證事務符

會法規及認證相

關規範。維持基

金會業務執行之

正常運作。 

自然生態

活動與研

究 

1. 推廣有機及自然生態教育。 

2. 宣導環境保護、節能減碳、美化、健康

保健、飲食安全…，等觀念建立與實踐。  

3. 協助MOA自然農法實施、流通業者、愛

好自然農法者前往日本MOA相關農

場、普及會、流通中心研習。  

660,147 

推動有機、自然

農法之相關活

動，以達符合本

會設立之目的。 

 

實際支用金額小計 5,96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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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金運用計劃報告：無 

（三）其他：無 

 

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詳附件一) 

（二）現金流量實：(詳附件二) 

（三）淨值變動實況：(詳附件三) 

（四）資產負債實況：(詳附件四) 

 

肆、其他（無） 



金額
(3)=(2)-(1)

%

(4)=(3)/(1)*100

收入

    業務收入

3,214,745         勞務收入 3,300,000 5,219,518 1,919,518 58.17

2,576,656         銷貨收入 1,200,000 1,130,892 -69,108 -5.76

3,608,747         受贈收入 3,800,000 2,918,500 -881,500 -23.20

        附屬作業組織收益

    業務外收入

167,715         財務收入 200,000 158,616 -41,384 -20.69

9,567,863     收入合計 8,500,000 9,427,526 927,526 10.91

支出

    業務支出

3,559,412         勞務成本 3,500,000 4,657,894 1,157,894 33.08

1,627,684         管理成本 1,500,000 1,638,990 138,990 9.27

1,796,940         銷貨成本 1,500,000 1,311,147 -188,853 -12.59

1,835,127         其他業務支出 1,600,000 1,206,668 -393,332 -24.58

    業務外支出

        財務費用

261,718         其他業務外支出 400,000 381,370 -18,630 -4.66

        所得稅費用(利益)

9,080,881     支出合計 8,500,000 9,196,069 696,069 8.19

486,982 三、本期稅前餘(絀) 231,457

四、所得稅

486,982 五、本期賸餘（絀） 231,457

上年度

決算數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收支營運決算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本年度

決算數
(2)

本年度

預算數
(1)

比較增(減-)

＜附件一＞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231,457 489,200 -257,743 -52.69

  利息股利之調整 0

    利息收入 -158,616 -186,097 27,481 -14.77

    股利收入 0

    利息費用 0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72,841 303,103 -230,262 -75.97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及攤銷 25,723 0 25,723

  呆帳 0

  實物捐贈收入 0

    處分短期投資損失(利益) 0

  依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利益) 0

  金融資產評價損失（利益） 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利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0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0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0

  存貨(增加)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0

  短期墊款(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0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47,642 -335,733 383,375 -114.19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170 -12,686 12,516 -98.66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468,047 156,864 -624,911 -398.38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 0

    收取利息(說明3) 158,616 186,097 -27,481 -14.77

    收取股利(說明3) 0

    支付利息(說明3) 0

    支付所得稅 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63,395 297,645 -461,04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0

   購入流動金融資產 0

   處分流動金融資產價款 0

   購入採權益法之投資

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現金流量決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09年度

＜附件二＞ 



   處分採權益法之投資價款

   購入非流動金融資產

   處分非流動金融資產價款

   準備金（增加）減少 0

   購買投資性不動產 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價款 0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0

   購入無形資產 0

   處分無形資產價款 0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0

   收取利息(說明3) 0

   收取股利(說明3) 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債務增加(減少) 0

   長期負債增加(減少) 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0

   支付利息(說明3) 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63,395 297,645 -461,040 -154.9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637,364 1,339,719 297,645 22.2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473,969 1,637,364 -163,395 -9.98

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等。

2.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應於附註說明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3.收取利息和收取股利可分類為業務活動或投資活動；支付利息可分類為業務活動或籌資活動。

編製說明：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基金

登記基金 0 0

創立基金 17,000,000 0 0 17,000,000

捐贈基金

其他登記基金

其他基金

公積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累積短絀 218,868 231,457 450,325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之淨短絀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淨值變動表

民國109年12月31日

科目
本年度期初

餘額

本年度 本年度期末

餘額
增減說明

合       計 17,218,868 231,457 17,450,325

單位：新臺幣元

＜附件三＞ 



金額
(3)=(2)-(1)

%

(4)=(3)/(1)*100

流動資產

現金 1,473,969 1,637,364 163,395 11.09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

準備金 17,000,000 17,000,000 0 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850,640 850,640 0 0.00

減:累計折舊 824,916 799,193 -25,723 -3.12 

固定資產總額 25,724 51,447 25,723 100.00

資產總計 18,499,693 18,688,811 189,118 1.02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915,380 867,738 -47,642 -5.20 

預收款項

其他流動負債 121,085 589,132 468,047 386.54

代收檢驗費 6,752 6,752

代收勞保費 6,740 3,560 -3,180 -47.18 

代收健保費 6,163 2,761 -3,402 -55.20 

負債總計 1,049,368 1,469,943 420,575 40.08

淨值

登記基金

創立基金 17,000,000 17,000,000 0 0.00

累積餘絀 0

累積賸餘 0

累積餘絀 450,325 218,868 -231,457 51.40

淨值總計 17,450,325 17,218,868 -231,457 -1.33 

負債及淨值總計 18,499,693 18,688,811 189,118 1.02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

決算數
(1)

上年度

決算數
(2)

科目

比較增(減-)

民國109年12月31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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