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4,850,112 13.74%     其他應付款 $29,700 0.08%

    其他應收款 $191,101 0.54%     其他流動負債 $72,040 0.20%

    預付費用 $8,493 0.02%     流動負債小計 $101,740 0.29%

    流動資產小計 $5,049,706 14.30%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基金 $30,000,000 84.98%     存入保證金 $30,000 0.0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0,535 0.71%     非流動負債小計 $30,000 0.08%

    存出保證金 $900 0.00%

    基金及投資小計 $30,251,435 85.70% 負債總計 $131,740 0.37%

淨值

    永久受限淨值

      創設基金 $30,000,000 84.98%

    未受限淨值

      指定用途基金淨值-未受限 $1,434,717 4.06%

      累積餘絀-未受限 $3,734,684 10.58%

$5,169,401 14.64%

    淨值總計 $35,169,401 99.63%

資產總計 $35,301,141 100.00% 負債、基金及餘絀總額 $35,301,141 100.00%

董事長：                                     總幹事：                                      會計：

負 債 及 基 金 餘 絀資                     產

中華民國  一○五  年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財團法人臺安基金會

資產負債平衡表



小計 合計

經費收入

　　捐贈收入 2,170,850

　　利息收入 355,345

　　專案收入 1,709,144 政府補助

    其他收入 375

收入合計 4,235,714

經費支出

    營運費用 1,234,660

　　    薪資支出 902,718

　　    文具用品

　　    旅費

　    　運費

　    　保險費 98,154

　　    捐贈支出

　　    折舊

    　　伙食費 30,822

        勞務費

        活動費 146,072

　    　交通費

　    　雜費 56,894

    專案支出 4,360,308 活動費

支出合計 5,594,968

本期稅前餘絀 (1,359,254)

所得稅費用

本期稅後餘絀 (1,359,254)

財團法人臺安基金會
一○五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民國1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董事長：　　　　　　　　　　　審核：　　　　　　　　　　　製表：

結算金額
項目 說明



項　　　　　目 % 項　　　　　目 % 效益人次

捐　贈　收　入 $2,170,850 00 51.25 兒　童　福　利 $1,634,198 00 29.21 15,883

利　息　收　入 $355,345 00 8.39 老　人　福　利 $1,433,708 00 25.62 9,461

專　案　收　入 $1,709,144 00 40.35 急　難　救　助 $246,829 00 4.41 46

 其    他    收    入 $375 $0 0.01 人　　事　　費 $1,031,694 00 18.44

事　　務　　費 $202,966 00 3.63

社    區    關    懷 $790,198 00 14.12 6,232

扶    助    計    劃 $255,375 00 4.56 12

合　　　　　計 $4,235,714 00 100.00 合　　　　　計 $5,594,968 00 100.00

年度經費運用情形概況表

董事長：                                                     總幹事(秘書長)：                                                    製表人：

金　　　　　額 金　　　　　額

收　　入　　部　　份 支　　出　　部　　份

財團法人臺安基金會  一○五  年度經費運用情形概況表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

甜蜜的家建造計劃 90 0.00 新起點健康基金 28,675 1.08

義賣品開發基金 1,120 0.05 甜蜜的家建造計劃 69,895 2.63

快樂手作包 656,265 27.37 義賣品開發基金 20 0.00

健康推廣及行銷 31,185 1.30 快樂手作包 604,192 22.78

原住民青少年文化成長班 598,400 24.96 健康推廣及行銷 23,573 0.89

建山老人社區照顧專案 804,000 33.53 急難救助金 171,200 6.45

吾愛吾家返鄉計畫 100,824 4.20 周灶春獎學金 4,956 0.19

部落食堂 205,920 8.59 八八水災專案 38,840 1.46

原住民青少年文化成長班 598,400 22.56

建山老人社區照顧專案 806,158 30.39

吾愛吾家返鄉計畫 100,824 3.80

部落食堂 205,920 7.76

合　　　　　計 $2,397,804 100.00 合　　　　　計 $2,652,653 100.00

董事長：                                                           總幹事：                                                     會計：

財 團 法 人 臺 安 基 金 會

基  金  收  支  報  告  書

自105年01月01日

至105年12月31日

收                      入 支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