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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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方面

有機農產品及

有機農產加工

品驗證

1. 驗證合格客戶：有機農糧產品個別驗證

共有172戶；有機農糧產品集團驗證8 戶；

有機農糧加工品驗證17 戶。

2. 核發驗證合格標章： 有機農產品標章

1,717,000 枚，有機進口 46,000 枚，轉

型期標章102,000 枚。共 計 核 發 標 章

1,865,000 枚。

3. 執行追查工作共183場。經稽核、審議

後，不符規定取消驗證資格者1件。

4. 執行市售抽查共8件，皆以產品品質抽

測，均符合相關法規要求。

5,661,522

1. 110 年度：有機農糧產品

驗證戶數—增加5戶；有機農

糧產品集團驗證未異動。

2. 驗證面積共約769公頃，

較109年度增加約24公頃。

會務工作
法人會務相關工作、本會基本開銷、召開

董事會議。
2,196,524

已分別於110年4月22日、110

年11月15日召開第十一屆第

一次及第十一屆第二次董事

會議。

二、資金運用計畫報告

無

三、其他

無

貳、年度工作報告

一、設立依據：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七十九年四月九日 農林字第九一一三二九九A號設立。

實際支用金額小計 7,858,046

5. 110年度執行市售抽查共8件，皆以產品品質抽測，均符合相關法規要求。

1. 通過驗證之驗證戶數：截至110年12月底止。個別驗證和集團驗證通過驗證戶數分別為172戶、8戶；有

機農糧加工品驗證戶通過17件。

2. 驗證通過之生產總面積約769公頃。

3. 核發驗證合格標章數： 有機農產品標章 1,717,000枚； 有機進口46,000枚；轉型期標章102,000枚，共計

核發標章1,865,000枚。

4. 110年度執行追查共183件，經稽核、審議後，不符規定取消驗證資格者1件。

三、組織概況：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生態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設立依據、設立目的、組織概況）

二、設立目的：實現融合真、善、美的真文明及追求世界永久的和平。



參、 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本期賸餘（絀）-55620元。

二、現金流量實況
驗證標章較前一年度減少189,000 枚，收入降低。
應付款項增加，另因日幣走低，造成捐款收入產生匯損情形。

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減少55620元。

四、 資產負債實況
負債較上年度增加2.27%。

肆、其他
無



金額

(3)=(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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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收入

    業務收入

5,219,518         勞務收入 3,630,000 3,680,700 50,700 1.40

1,130,892         銷貨收入 1,000,000 1,475,066 475,066 47.51

2,918,500         受贈收入 2,670,000 2,504,701 -165,299 -6.19

        附屬作業組織收益

    業務外收入

158,616         財務收入 200,000 141,959 -58,041 -29.02

9,427,526     收入合計 7,500,000 7,802,426 302,426 4.03

支出

    業務支出

4,657,894         勞務成本 4,100,000 4,224,035 124,035 3.03

1,638,990         管理成本 2,000,000 2,196,524 196,524 9.83

1,311,147         銷貨成本 1,400,000 1,437,487 37,487 2.68

1,206,668         其他業務支出 0

    業務外支出

        財務費用

381,370         其他業務外支出 0

        所得稅費用(利益)

9,196,069     支出合計 7,500,000 7,858,046 358,046 4.77

231,457 三、本期稅前餘(絀) -55,620

四、所得稅

231,457 五、本期賸餘（絀） -5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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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營運決算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上年度

決算數
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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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325 55,620 39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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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製表：

17,394,705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淨值變動表

民國110年12月31日

本年度期初餘額
本年度

本年度期末餘額 增減說明科目

合       計 17,450,325 55,620



金額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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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50,000 -55,620 -105,620 -211.24

  利息股利之調整 -200,000 -141,959 58,041 -29.02

    利息收入 200,000 141,959 -58,041 -29.02

    股利收入

    利息費用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150,000 -197,579 -47,579 31.72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及攤銷

  呆帳

  實物捐贈收入

    處分短期投資損失(利益)

  依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利益)

  金融資產評價損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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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存貨(增加)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短期墊款(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200,000 -233,321 -33,321 16.66

    代收款項增加（減少） 0 -1,137 -1,137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100,000 -121,085 -21,085 21.09

  存出保證金(增加)減少 0 -84,000 -84,000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

    收取利息(說明3)

    收取股利(說明3)

    支付利息(說明3)

    支付所得稅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50,000 -495,163 -245,163 64.4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入流動金融資產

   處分流動金融資產價款

   購入採權益法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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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投資性不動產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價款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購入無形資產

   處分無形資產價款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收取利息(說明3)

   收取股利(說明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債務增加(減少)

   長期負債增加(減少)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支付利息(說明3)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250,000 -495,163 -161,163 64.4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473,969 1,473,969 0 0.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223,969 978,806 -245,163 -20.03

董事長 審核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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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現金流量表

項(科)目名稱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單位：新台幣元                                         中華民國110年度



金額

(3)=(2)-(1)

%

(4)=(3)/(1)*10

0

流動資產

    現金 978,806 1,473,969 495,163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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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916 824,916 0 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25,724 25,724 0 0.00

其他資產

 遞延資產

  什項資產

    存出保證金 84,000 0 -84,000 -100.00 

資產總計 18,088,530 18,499,693 411,163 2.27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682,059 915,380 233,321 34.21

    預收款項

    其他流動負債 0 121,085 121,085 0.00

    代收檢驗費 0

    代收勞保費 5,508 6,740 1,232 22.37

    代收健保費 6,258 6,163 -95 -1.52 

負債總計 693,825 1,049,368 355,543 51.24

淨值

登記基金

創立基金 17,000,000 17,000,000 0 0.00

累積賸餘 394,705 450,325 55,620 -14.09 

累積餘絀

淨值總計 17,394,705 17,450,325 55,620 0.32

負債及淨值總計 18,088,530 18,499,693 411,163 2.27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資產負債表

民國110年12月31日

科目

本年度

決算數

(1)

上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