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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設施受資助設施受資助設施受資助設施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案指南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案指南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案指南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案指南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局於 2008 年開始推行資助設施財務會計制度，為了鞏固各受資助機構服務

人員的會計基礎知識及加深對財務報表的填寫技巧，本局分別編制了「資助設

施財務會計制度–問題摘要及解答」及「資助設施財務會計制度–例題集」，

並將有關資料上載至本局網頁，以供各受資助機構查閱，協助填寫財務報表。 

 

本局檢視了各受資助機構 2008 年至 2010 年財務報表，發現部份受資助機構在

填報上仍然存在各種不同問題，故現在編制了「受資助設施財務報表 - 常見

問題及解決方案指南」，將各受資助機構填寫報表時經常遇見的問題進行

篩選及整合，針對性地作出解釋及提出解決方案，期望藉此令各受資助機

構更容易及清晰地填寫財務報表，並改善現時所遇見的填寫問題。 

 

本指南分成五個主要部份，分別是【損益表(A1)】、【資產負債表(A2)】、【固定

資產折舊表(A3)】、【固定資產盤點清單】及【財務報表-範例】五部份，將受

資助機構填寫財務報表時，經常出現的問題列示出來，並針對性地編寫範例分

析，以提供正確之會計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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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    (A1)(A1)(A1)(A1)    

(1)(1)(1)(1) 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    

由於本局要求各機構的會計科目要一致，因此，機構不適宜自行增加會

計科目。 若有需要時，可根據其實際營運情況在現有的會計科目中再設

立明細的子科目，倘若在記賬時選用會計科目遇有困難，可電郵至本局

(ngoacc@ias.gov.mo)查詢。 

(2)(2)(2)(2)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1 2.1 2.1 2.1 ＜＜＜＜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經常性開支資助經常性開支資助經常性開支資助經常性開支資助＞＞＞＞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没有按照交易之發生時間記賬，例如將兩個月資助收入記賬入

同一個月份之賬目上，而另一個月則不作任何資助收入記賬，這將影響

報表不能反映真實的營運結果。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機構應根據權責發生制，按資助所屬月份記賬，並反映在相關月份之財

務報表上。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A) 假設機構在 7月 3日收到本局 7月份之固定資助$80,000，乃於 7

月 29 日預先收到本局 8月份的固定資助$80,000。其會計處理： 

 

---- 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 

 

7 月之會計分錄 

 

7 月 3 日資助款存入銀行賬戶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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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80,000 

貸方 21901  社會工作局- 經常性開支資助    $80,000 

 

7 月 29 日資助款存入銀行賬戶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80,000 

貸方 21901  社會工作局- 經常性開支資助    $80,000 

 

8 月之會計分錄 

 

没有相關會計分錄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7 月之會計分錄 

 

7 月 3 日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80,000 

貸方 21901  社會工作局- 經常性開支資助    $80,000 

 

7 月 29 日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8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80,000 

 

8 月之會計分錄 

由預收資助款轉入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80,000 

貸方 41101  社會工作局 - 經常性開支資助    $80,000 

 

(B) 假設機構在 7月時未收到本局當月的固定資助$80,000，在 8月時

一併收到 7月及 8月之固定資助，合計$160,000。其會計處理： 

 

---- 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 

 

7 月不作任何會計記賬。 

 

8 月之會計分錄 

 

資助款存入銀行賬戶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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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 21901  社會工作局 - 經常性開支資助   $160,000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7 月之會計分錄 

 

記錄應收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12101  應收資助款      $80,000 

貸方 41101  社會工作局 - 經常性開支資助    $80,000 

 

8 月之會計分錄 

 

資助款存入銀行賬戶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60,000 

貸方 12101  應收資助款          $80,000 

貸方 41101  社會工作局 - 經常性開支資助    $80,000 

 

2.22.22.22.2    ＜＜＜＜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維修維修維修維修////改建工程資助改建工程資助改建工程資助改建工程資助＞＞＞＞及及及及＜＜＜＜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設備資助設備資助設備資助＞＞＞＞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a) 本局資助機構添置設備或維修/改建工程，資助金額超過

$100,000，部份機構没有按照本局指引填報，錯誤將全部資助金

額記賬在損益表中的收入科目＜本局-維修/改建工程資助＞或

＜本局-設備資助＞。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上述情況，應根據本局指引將添置設備的資助金額記賬入「財產設備

基金」內，然後每年按有關受資助購置之固定資產/裝修工程之折舊年

期沖銷該基金，轉入損益賬中之資助收入。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A) 假設機構向本局申請資助$600,000添置設備及維修/改建工程，

而本局亦審批資助$600,000予機構添置設備及維修/改建工程，

於 2010 年 5月存入機構之銀行戶口，機構於同年 6月添置教學/

活動設備$150,000，7 月購買寢室用品共$20,000(每件價值低於



6 

 

$2,000)，並於 6 月份開始進行擴建工程，分別在 7 月、9 月及

10 月支付工程款$100,000、$130,000 及 200,000，合計總開支

$430,000，該擴建工程於同年 10 月完工。 

 

---- 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 

 

機構在購入設備時，直接將本局資助款記賬入《損益表》中的「資助

收入」，没有將設備的資助金額記賬入《資產負債表》中的「財產設

備基金」。其會計處理： 

 

5月之會計分錄 

 

資助款存入銀行賬戶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0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600,000 

 

6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教學/活動設備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2  教學/活動設備        $15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50,000 

 

記賬入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150,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150,000 

       

7 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2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0 

 

記賬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20,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20,000 

 

 記賬裝修工程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430,000 

貸方 41103  社會工作局-維修/改建工程資助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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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程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10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00,000 

 

9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工程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13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30,000 

 

10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工程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20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00 

 

裝修工程完成時之會計處理 

借方 17101  裝修工程             $430,000 

貸方 181   未完成資產           $430,000 

  

12 月之會計分錄 

 

計算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202  教學/活動設備折舊       $25,000 

貸方 19202  折舊備底-教學/活動設備         $25,000 

     (150,000/6年) 

 

借方 55701  裝修工程攤銷         $143,333.33 

貸方 19701  累積攤銷-裝修工程            $143,333.33 

     (430,000/3 年)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5月之會計分錄 

 

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0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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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教學/活動設備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2  教學/活動設備       $15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50,000 

 

將資助收入記賬入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150,000 

貸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150,000 

 

7 月之會計分錄 

 

分析：由於購入的寢室用品每件價值低於$2,000，不符合本局對固定

資產定義的規定，故有關開支列作費用處理。(根據本局指引，固定資

產是指購入或贈與的固定資產每件之價值須超過$2,000，並且其耐用性須

超過一年，而其餘價值在$2,000 或以下及耐用性低於一年之物品，則直接

記入費用中。) 

 

購買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2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0 

 

記賬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20,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20,000 

 

分析：支付擴建工程款$100,000，由於該擴建工程仍在進行中，有關

支出應記賬入資產中的“未完成資產”，待工程完成後再記賬入“裝

修工程”。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10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00,000 

 

9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工程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13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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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工程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20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00 

 

分析：由於擴建工程於 10 月完工，該工程需確認為遞延費用，並將有

關資助款同時記賬入“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17101  裝修工程             $430,000 

貸方 181   未完成資產            $430,000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430,000 

貸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430,000 

 

12 月之會計分錄 

 

分析：機構在年底計算折舊費用時，需將曾記賬入「財產設備基金」

之資產，按相同折舊年期沖銷該基金，及將沖銷基金之相同金額記入

損益賬中之資助收入。(在計算折舊時可採用每年年底計算一次的方法

或採用每月月底計算的方法(全年共 12 次)， 折舊年期或折舊率按本

局指引計算) 

 

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202  教學/活動設備折舊        $25,000 

貸方 19202  折舊備底-教學/活動設備            $25,000 

     (150,000/6年) 

 

沖銷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25,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25,000 

 

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701  裝修工程攤銷        $143,333.33 

貸方 19701  累積攤銷-裝修工程             $143,333.33 

     (430,000/3 年) 

 

沖銷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143,333.33 



10 

 

貸方 41103  ＜社會工作局-維修/改建工程資助＞ $143,333.33 

(B) 假設機構向本局申請資助$600,000添置設備及維修/改建工程，

而本局審批資助$480,000予機構添置設備及維修/改建工程，於

2010 年 5月存入機構之銀行戶口，機構於同年 6月添置教學/活

動設備$150,000，7 月購買寢室用品共$20,000(每件價值低於

$2,000)，並於 6 月份開始進行擴建工程，分別在 7 月、9 月及

10 月支付工程款$100,000、$130,000 及 200,000，合計總開支

$430,000，該擴建工程於同年 10 月完工。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5月之會計分錄 

 

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48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480,000 

 

6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教學/活動設備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2  教學/活動設備        $15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50,000 

 

分析：由於本局資助$480,000予機構購買設備及維修/改建工程，資助

款佔其總添置金額 80%，故有關受資助購買之設備及維修/改建工程之

資助金額，按比例轉入「財產設備基金」及資助收入。 

 

將資助收入記賬入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120,000 

貸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120,000 

     (150,000 * 80%) 

 

7 月之會計分錄 

 

分析：由於購入的寢室用品每件價值低於$2,000，不符合本局對固定

資產定義的規定，故有關開支列作費用處理。(根據本局指引，固定資

產是指購入或贈與的固定資產每件之價值須超過$2,000，並且其耐用性須

超過一年，而其餘價值在$2,000 或以下及耐用性低於一年之物品，則直接

記入費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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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2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0 

 

記賬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16,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16,000 

     (20,000 * 80%) 

 

分析：支付擴建工程款$100,000，由於該擴建工程仍在進行中，有關

支出應記賬入資產中的“未完成資產”，待工程完成後再記賬入“裝

修工程”。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10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00,000 

 

9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工程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13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30,000 

 

10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工程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81   未完成資產              $20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00 

 

分析：由於擴建工程於 10 月完工，該工程需確認為遞延費用，並將有

關資助款同時記賬入“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17101  裝修工程              $430,000 

貸方 181   未完成資產             $430,000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344,000 

貸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344,000 

     (430,000 * 80%) 

 

12 月之會計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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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機構在年底計算折舊費用時，需將曾記賬入「財產設備基金」

之資產，按相同折舊年期沖銷該基金，及將沖銷基金之相同金額記入

損益賬中之資助收入。(在計算折舊時可採用每年年底計算一次的方法

或採用每月月底計算的方法(全年共 12 次)， 折舊年期或折舊率按本

局指引計算) 

 

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202  教學/活動設備折舊        $25,000 

貸方 19202  折舊備底-教學/活動設備            $25,000 

     (150,000/6年) 

 

沖銷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20,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20,000 

     (120,000 / 6年) 

 

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701  裝修工程攤銷        $143,333.33 

貸方 19701  累積攤銷-裝修工程             $143,333.33 

     (430,000/3 年) 

 

沖銷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114,666.67 

貸方 41103  ＜社會工作局-維修/改建工程資助＞  $114,666.67 

     (344,000 / 3 年) 

 

(C) 假設機構向本局申請資助$200,000購買輕型車輛，而本局審批資

助$150,000予機構添置汽車設備，並於 2010 年 6月存入機構之

銀行戶口，機構於同年 7月添置輕型車輛$180,000，並在即月支

付有關車款。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6月之會計分錄 

 

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5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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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及支付車款時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401  輕型車輛        $180,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80,000 

 

將資助收入記賬入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150,000 

貸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150,000 

 

12 月之會計分錄 

 

分析：由於本局之資助金額不是輕型車輛的原值，在計算沖銷「財產

設備基金」時，應以資助金額$150,000 計算，按輕型車輛相同的折舊

年期沖銷該基金，及將沖銷基金之相同金額記入損益賬中之資助收入。

(在計算折舊時可採用每年年底計算一次的方法或採用每月月底計算

的方法(全年共 12次)，折舊年期或折舊率按本局指引計算) 

 

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401  輕型車輛折舊        $36,000 

貸方 19401  折舊備底-輕型車輛            $36,000 

     (180,000/5年) 

 

沖銷財產設備基金 

借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30,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30,000 

     (150,000/5年)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b) 本局資助機構購買設備用品時，部份機構在收到款項時全數記賬

入收入項目，但相關支出卻不在同月反映。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應按照應計基礎的原則於同一月份內確認收入及費

用，故機構在收到本局資助款，相關資助的費用仍未發生時，應先記賬

入“預收資助款”，待相關費用實際發生時，則同時確認收入及費用，

並記賬在損益表內；倘若費用開支發生在不同月份，不可以在同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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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確認全額資助收入，應按其實際發生之月份按其資助金額確認資助收

入。 

 

範例分析範例分析範例分析範例分析：：：：    

 

假設本局審批資助$60,000 予托兒所購買寢室用品，包括被套、枕頭，

以更新舊有的用品，於 2010 年 6 月份存入托兒所之銀行戶口，托兒所

在收取款項後於 8 月份購買相關用品，總開支為$63,580 元，並於同月

支付相關款項。 

 

---- 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 

 

6月之會計分錄 

 

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0,000 

貸方 41105  ＜社會工作局-其他資助＞         $60,000 

 

8 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63,58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3,580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6月之會計分錄 

 

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60,000 

 

8 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63,58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3,580 

 

將預先收取的資助款轉入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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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60,000 

貸方 41105  ＜社會工作局 - 其他資助＞          $60,000 

 

續上例：假設托兒所分別在 7 份購買寢室用品$33,580，及 8 月購買了

$30,000，並於 8月支付相關款項$63,580。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分析：由於分開兩次購買及在不同月份發生，在確認收入及費用時，需

要按實際發生的月份記賬，雖然托兒所在 8月一次過付款，但實際購買

的月份是 7月及 8月，有關事項要在 7月及 8月之賬目反映。 

 

6月之會計分錄 

 

收到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60,000 

 

7 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33,580 

貸方 201   應付賬款           $33,580 

 

將預先收取的資助款轉入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33,580 

貸方 41105  ＜社會工作局 - 其他資助＞         $33,580 

 

8 月之會計分錄 

 

購買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30,000 

貸方 201   應付賬款           $30,000 

 

支付寢室用品款項之會計處理 

借方 201   應付賬款          $63,58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63,580 

 

將預先收取的資助款轉入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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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26,420 

貸方 41105  ＜社會工作局 - 其他資助＞         $26,420 

     (60,000 – 33,580 = 26,420) 

 

2.32.32.32.3＜＜＜＜本局本局本局本局----其他資助其他資助其他資助其他資助＞＞＞＞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獲發放活動或其他資助，於活動完結後，按實際開支報銷時，

本局的資助款及相關其他收入多於實際開支，需要退回餘款予本局，機

構將該金額以借方數記賬在＜社會工作局 - 其他資助＞會計科目。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屬於本年度或跨年度退回本局資助活動或購置設備之

餘額，應記賬在損益表中「其他費用」之＜資助退款＞。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本局資助老人院員工到香港參加專業培訓課程$50,000，於 2010 年 7

月存入老人院之銀行賬戶，老人院員工於 8 月到香港參加專業培訓課程，

並於同月支付相關費用$48,000，在 9 月向本局報銷實際開支時，並將餘款

$2,000 退回予本局。 

 

---- 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 

 

7 月之會計分錄 

 

資助款存入銀行賬戶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50,000 

貸方 41105  ＜社會工作局-其他資助＞        $50,000 

 

8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員工培訓課程開支之會計處理 

借方 52206  員工培訓             $48,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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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之會計分錄 

 

資助餘款退回本局之會計處理 

借方 41105  ＜社會工作局 - 其他資助＞      $2,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分析：由於專業培訓課程之實際開支在 8月發生，該資助收入及開支應

於同月反映在損益表內，同時資助退款不可以記賬入＜社會工作局-其他

資助＞，直接沖銷該收入。 

 

7 月之會計分錄 

 

資助款存入銀行賬戶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50,000 

貸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50,000 

 

8 月之會計分錄 

 

記賬資助收入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901  預收資助款           $50,000 

貸方 41105  ＜社會工作局-其他資助＞          $50,000 

 

支付員工培訓課程開支之會計處理 

借方 52206  員工培訓              $48,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48,000 

 

資助餘款需要退回本局之會計處理 

借方 567   資助退款          $2,000 

貸方 216   其他應付款         $2,000 

 

9 月之會計分錄 

 

銀行支付資助退款給本局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6   其他應付款            $2,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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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2.4 2.4 ＜＜＜＜其他政府部門資助其他政府部門資助其他政府部門資助其他政府部門資助＞＞＞＞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獲其他政府部門資助，在呈交財務報表時没有提供相關的資助

明細表。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當受資助機構收取除本局外之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時，

須遞交相關明細表，包括列出政府部門之名稱及收受之金額。 

倘若機構只接受本局外一個政府部門資助，可在損益表該會計科目列示之

金額後方填上給予資助之政府部門名稱；倘若機構接受多於一個政府部門

資助時，則在遞交財務報表時，需要連同『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明細表』一

併呈交。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托兒所於 2010 年 10 月份同時收到教育暨青年局資助款$50,000，及澳

門基金會資助款$30,000，其會計處理及財務披露之方法是： 

 

10 月之會計分錄 

 

收到教育暨青年局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50,000 

貸方 41109  其他政府部門資助              $50,000 

 

收到澳門基金會資助款之會計處理 

借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30,000 

貸方 41109  其他政府部門資助              $30,000 

 

分析： 

由於托兒所在10月時收到的＜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涉及2個政府部門，

故在呈交 10 月之財務報表時，需連同『其他政府門部資助明細表』一

併附上。（格式可參考《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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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成本及費用項目成本及費用項目成本及費用項目成本及費用項目    

3.1 3.1 3.1 3.1 ＜＜＜＜營運費用營運費用營運費用營運費用＞＞＞＞    

----    3.1.13.1.13.1.13.1.1 水費水費水費水費、、、、電費電費電費電費、、、、燃料費燃料費燃料費燃料費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没有按權責發生制原則記賬，費用的確認没有依據其實際發生

月確認其所屬會計期間，部份機構根據款項支付時之月份確認為費用處

理。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財務報表須採用權責發生制原則記賬，這一原則是

以交易之發生時間作為確認基礎。具體來說，凡屬於本期的費用，無論

款項是否已經支出，都應作為本期的費用處理。 

  在實務上，若機構所涉及的費用金額較少，倘每月計算按權責發生制記賬，

會增加機構的工作負擔及記賬較繁複，為了簡化機構記賬處理，費用倘屬

日常營運開支，可按實際付款時才記賬，倘涉及以本局資助購買之設備、

維修/改建工程及偶發性活動等開支，則仍需按本指引上述說明之處理方

法，每年年結時，所有費用開支均要採用權發生制原則記賬，即在每年

12 月，屬於該年度之費用開支，即使未付款，亦需要在 12 月記賬入該年

度費用。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頤康中心於 11 月之電費單$1,450，機構在 12 月付款，機構可按以下

會計記賬處理： 

 

  12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電費開支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12  電費              $1,450 

貸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450 

 

  續上例，假設頤康中心於 2011 年 1 月收到 2010 年 12 月之電費單$1,500，

機構在 2011 年 1 月支付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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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分析：由於頤康中心 2010 年 12 月之電費單屬於 2010 年之會計期間費用

開支，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該電費開支仍需要記賬入 2010 年度，故該

電費在 12 月時要記賬。 

 

  2010 年 12 月之會計分錄 

 

確認電費開支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12  電費              $1,500 

貸方 211   應付費用                 $1,500 

 

2011 年 1 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電費之會計處理 

借方 211   應付費用             $1,5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500 

 

 

- 3.1.23.1.23.1.23.1.2 易耗用品易耗用品易耗用品易耗用品、、、、廚房用品廚房用品廚房用品廚房用品、、、、電器及零件電器及零件電器及零件電器及零件、、、、電腦用品電腦用品電腦用品電腦用品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購入上述用品時，雖然每件價格及耐用性均符合固定資產的要

求，但機構仍直接記入損益表中費用項目。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每件價值在$2,000或以下，且耐用性少於一年之設

備或用品，直接記入費用中；倘若每件價值在$2,000 以上，且其耐用性

多於一年，則記入固定資產。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安老院於 2010 年 5 月購入電器用品共$35,000，包括 (1) 雪櫃 3

部，每件成本價值$1,800、(2) 40吋 LCD電視機 1部 15,000， (3) 洗

衣機 2 部，其中一部$1,900，另一部$2,500， (4) 冷氣機 3 部，每件

成本價值$3,400，並於購買時支付相關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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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分析： 

(1)雖然機構添置之雪櫃 3 部共$5,400，其耐用性多於一年，但由於每

件成本價值低於$2,000，未符合本局對固定資產定義之指引，所以應記

賬入相關費用中。 

 

(2) 40 吋 LCD 電視機 1 部$15,000，由於其每件成本價值超過$2,000，

及其耐用性多於一年，完全符合本局對固定資產定義之指引，所以應記

賬入資產負債表中的固定資產。 

 

(3)洗衣機 2 部共$4,400，其中一部洗衣機其價值$1,900，雖然其耐用

性多於一年，但由於每件成本價值低於$2,000，未符合本局對固定資產

定義之指引，所以應記賬入相關費用中；而另一部洗衣機其價值$2,500，

由於其每件成本價值超過$2,000，及其耐用性多於一年，完全符合本局

對固定資產定義之指引，所以應記賬入資產負債表中的固定資產。 

 

(4)冷氣機 3部共$10,200，由於其每件成本價值超過$2,000，及其耐用

性多於一年，完全符合本局對固定資產定義之指引，所以應記賬入資產

負債表中的固定資產。 

 

5月之會計分錄 

 

購入雪櫃 3 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4  電器及零件          $5,4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5,400 

 

購入電視機 1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5  電器設備          $15,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5,000 

 

購入洗衣機 2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5  電器設備          $2,500 

借方 51204  電器及零件          $1,9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4,400 

 

購入冷氣機 3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5  電器設備          $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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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0,200 

 

溫馨提示：上述「固定資產」需要計算折舊費用，有關折舊費用之計算

方法及折舊率可參考本局『折舊及攤銷費用』指引。 

3.3.3.3.2222    ＜＜＜＜人事費用人事費用人事費用人事費用＞＞＞＞    

----    員工薪金員工薪金員工薪金員工薪金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記賬員工薪金時，没有按本局指引將薪金分類記賬，將薪酬總

額記賬入同一個會計科目，同時並没有提交薪金分類明細表。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員工薪金應按其職務分類記賬入＜主管薪金＞、＜專

業職級人員薪金＞、＜服務人員薪金＞及＜支援人員薪金＞，倘若機構因某

種原因不可以在財務報表分類列示，則機構需要另行呈交一份薪金明細表給

予本局，明細表內應將機構當月的薪金支出總額，按財務報表的科目分類

列示。 

 

以下是財務報表中員工之薪金分類： 

 

a) ＜主管薪金＞ 

 －主要包括正/副主管、正/副所長、正/副院長及正/副主任的薪金。 

 

b) ＜專業職級人員薪金＞ 

 － 主要包括社工、助理社工、醫生、護士長、護士、助理護士、物理治

療師、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家庭服務隊隊長、教師、特教老師、

心理輔導員等人員的薪金。 

 

c) ＜服務人員薪金＞ 

 －主要包括物理治療師助理、職業治療師助理、訓練員、家援服務助理

員、家務助理、個人護理員、活動協調員、教育助理、導師、保育員、

舍監／舍家長、助理技術員等人員的薪金。 

 

d) ＜支援人員薪金＞ 

 －主要包括會計、財務、文員、秘書、總務、庶務總管、廚師、廚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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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園丁、助理人員、工人、清潔員、司機、接線生、接待員、看更、

值班人員等人員的薪金。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托兒所於 6 月支付 6 月份之員工薪金共$165,000，包括主管一名

$16,000、幼師 2名共$28,000、教育助理 2名共$16,000、保育員 8名共

$83,000、會計員一名$10,000 及清潔員 2名共$12,000，在 6月記錄員工

薪金時，其會計處理應是： 

 

6月之會計分錄 

 

支付 6月份員工薪金之會計處理 

借方 52101  主管薪金          $16,000 

借方 52102  專業職級人員薪金        $28,000 

借方 52103  服務人員薪金          $99,000 

借方 52103  支援人員薪金          $22,0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65,000 

 

續上例：假設該托兒所因保密原因，不可以在損益表中分類列示，故將

薪金總額$165,000歸納於＜服務人員薪金＞會計科目記賬，在呈交其財

務報表予本局時，需連同『員工薪金明細表』一併呈上（格式可參考《附

表 2》）。 

 

3.3.3.3.3 3 3 3 ＜＜＜＜折舊及攤銷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没有按本局指引規定之折舊率計提折舊費用。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機構應按本局的規定計算折舊費用，並記賬入【損

益表】。下列為各類固定資產每年的折舊率： 

 

 55101  商業及住宅樓宇折舊   折舊率：2% 

   55201  傢俱設備折舊     折舊率：16.66%  (1/6) 

   55202  教學/活動設備折舊   折舊率：16.6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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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03  寢室設備折舊     折舊率：16.66%  (1/6) 

   55204  玩具及康樂設備折舊   折舊率：16.66%  (1/6) 

   55205  電器設備折舊     折舊率：20% 

   55206  電話及通訊設備折舊   折舊率：10% 

   55207  消防設備折舊     折舊率：10% 

   55208  升降機折舊     折舊率：10% 

   55209  其他設備折舊     折舊率：10% 

   55301  廚房用具及器具折舊   折舊率：50% 

 55302  診治及護理用具折舊   折舊率：33.33%  (1/3) 

   55309  其他工具及器具折舊   折舊率：33.33%  (1/3) 

 55401  輕型車輛折舊     折舊率：20% 

   55402  重型車輛折舊 折舊率：16.66%  (1/6) 

   55403  電單車折舊 折舊率：20% 

   55501  辦公室傢俬折舊 折舊率：20% 

   55502  辦公室設備折舊 折舊率：20% 

   55503  電腦設備折舊 折舊率：25% 

   55504  電腦軟件折舊 折舊率：33.33%  (1/3) 

   55509  其他行政傢俬及設備折舊 折舊率：20% 

   55701  裝修工程攤銷 折舊率：33.33%  (1/3) 

   55702  重大維修攤銷 折舊率：33.33%  (1/3) 

   55709  其他遞延費用攤銷 折舊率：33.33%  (1/3) 

 

 受資助機構在計算折舊時可採用按年計算一次的方法或採用按月計算的方

法(全年共 12次)。採用每月計算時應將上述的折舊率除以 12，以計算每月

的折舊費用。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安老院於 2010 年 6 月購入冷氣機 3 部，每部成本價值$3,500，及

於同年 7 月份購入電腦 1 部$8,000，預計該兩類固定資產均没有殘值，

而機構是採用每年計算一次折舊費用。 

 

分析：購入的設備每件成本價值超過$2,000，及其耐用性多於一年，符

合本局之指引，可定性為固定資產；根據本局之指引，固定資產需要按

上述折舊率計算每年的折舊費用，可按年計算或按月計算，決定採用那

種計算方法後，不可以隨意更改。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25 

 

採用每年年底計算一次之方法： 

 

6月之會計分錄 

 

購入冷氣機 3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5  電器設備                $10,5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0,500 

 

7 月之會計分錄 

 

購入電腦 1 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503  電腦設備                  $8,000 

貸方 1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8,000 

 

12 月之會計分錄 

 

方法一： 

 

2010 年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205  電器設備折舊                  $1,225 

貸方 19205  折舊備底-電器設備          $1,225 

     (10,500 * 20% / 12 個月 * 7 個月) 

 

借方 55503  電腦設備折舊              $1,000 

貸方 19503  折舊備底-電腦設備               $1,000 

     (8,000 * 25% / 12 個月 * 6個月) 

 

或 

 

方法二： 

 

借方 55205  電器設備折舊                  $2,100 

貸方 19205  折舊備底-電器設備          $2,100 

     (10,500 * 20%) 

 

借方 55503  電腦設備折舊              $2,000 

貸方 19503  折舊備底-電腦設備               $2,000 

     (8,00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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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 2種方法均可以，但以方法二較簡便。 

 

續上例：假設安老院採用每月計算一次折舊費用。 

 

分析：根據本局之指引，採用每月計算折舊應將折舊率除以 12，以計算每

月的折舊費用。 

 

6月之會計分錄 

 

購入冷氣機 3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5  電器設備                $10,5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10,500 

 

新添置之冷氣機首次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205  電器設備折舊                     $175 

貸方 19205  折舊備底-電器設備            $175 

     (10,500 * 20% /12 個月) 

 

7 月之會計分錄 

 

購入電腦 1 部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503  電腦設備                  $8,000 

貸方 1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8,000 

 

新添置之冷氣機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205  電器設備折舊                    $175 

貸方 19205  折舊備底-電器設備            $175 

     (10,500 * 20% /12 個月) 

 

新添置之電腦首次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503  電腦設備折舊             $166.67 

貸方 19503  折舊備底-電腦設備              $166.67 

     (8,000 * 25% /12 個月) 

 

8 月至 12 月之會計分錄 

 

記賬折舊費用之會計處理 

借方 55205  電器設備折舊                    $175 

貸方 19205  折舊備底-電器設備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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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 * 20% /12 個月) 

 

借方 55503  電腦設備折舊            $166.67 

貸方 19503  折舊備底-電腦設備              $166.67 

     (8,000 * 25%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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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A2)(A2)(A2)(A2)    

(1)(1)(1)(1) 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機構自行增加會計科目    

由於本局要求各機構的會計科目要一致，因此，機構不適宜自行增加會

計科目。 若有需要時，可根據其實際營運情況在現有的會計科目中再設

立明細的子科目，倘若在記賬時選用會計科目遇有困難，可電郵至本局

(ngoacc@ias.gov.mo)查詢。 

 

(2)(2)(2)(2) 資產負債表不平衡資產負債表不平衡資產負債表不平衡資產負債表不平衡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之資產負債表計算錯誤，“資產” 總額不等於 “負債及權益” 

總額 。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報表內資產的總額，必須等於負債與權益的總額，若不相等，表示報表

存有錯誤，會計員應小心查核，找出錯誤的會計分錄，並將該分錄正確

調整。 

 

(3)(3)(3)(3) 流動資產項目流動資產項目流動資產項目流動資產項目    

3333.1 .1 .1 .1 ＜＜＜＜零用現金零用現金零用現金零用現金＞＞＞＞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機構通常運用零用現金支付金額較小的日常開支，有時由於現金不足，

未能及時向公司領取現金，於是由員工臨時墊支付款，在這種情況下，

部份機構在會計記賬時，零用現金結餘往往出現負數。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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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現金結餘是不應該出現負數的，由員工墊支付款是不正當處理方法。

機構應審慎評估其日常現金開支所需，以現金支付之開支，應盡快記賬

及填補所缺之現金，以確保有足夠之現金餘額應付日常小額開支，倘屬

大額開支，應採用銀行支票支付。 

3333.2 .2 .2 .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支票戶口銀行支票戶口銀行支票戶口＞＞＞＞及及及及＜＜＜＜銀行儲蓄戶口銀行儲蓄戶口銀行儲蓄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資產負債表】內『銀行往來』之＜銀行支票戶口＞及＜銀行

儲蓄戶口＞金額結餘出現負數。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在正常情況下，＜銀行支票戶口＞及＜銀行儲蓄戶口＞金額結餘應該是

正數的，倘若戶口結餘出現負數，機構之會計員應該細心查核，會否在

處理會計記賬時出現錯誤，機構於開具支票時，須留意銀行戶口結餘，

預防不小心開出空頭支票。 

 

3333.3 .3 .3 .3 ＜＜＜＜總會往來總會往來總會往來總會往來＞＞＞＞及及及及＜＜＜＜關聯機構往來關聯機構往來關聯機構往來關聯機構往來＞＞＞＞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資產負債表】內『資產』下之＜總會往來＞及＜關聯機構往

來＞金額結餘出現負數或在『負債』下之＜總會往來＞及＜關聯機構往

來＞金額結餘出現負數。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在任何情況下，＜總會往來＞及＜關聯機構往來＞金額結餘是正數的，

倘若受資助機構欠下總會/關聯機構款項，該機構是需要償還債款的，

則總會/關聯機構是受資助機構的債權人，該金額結餘應以正數列示在

【資產負債表】內『負債』下之＜總會往來＞及＜關聯機構往來＞，而

不應該以負數列示在『資產』下之＜總會往來＞及＜關聯機構往來＞；

倘若總會/關聯機構代受資助機構領取款項，或受資助機構代總會/關聯

機構墊支款項，則總會/關聯機構是受資助機構的債務人，該金額結餘

應以正數列示在【資產負債表】內『資產』下之＜總會往來＞及＜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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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往來＞，卻不應該以負數列示在『負債』下之＜總會往來＞及＜關

聯機構往來＞。 

   

(4)(4)(4)(4) 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a) 部份機構添置設備用品時，其每件價值或耐用性不符合固定資產的要

求，機構卻因合計開支金額大，而將設備用品記賬入『固定資產』科

目。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固定資產是指購入或贈與的固定資產每件之價值須

超過$2,000，並且其耐用性須超過一年，而其餘價值在$2,000 或以下及耐

用性低於一年之物品，則直接記入費用中。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 ABC 托兒所於 7 月添置新的寢室用品給嬰幼兒使用，分別購入小童椅

子 50張，每張價值$280，床褥 50張，每張價值$250，被套 80套，每套價

值$380，合計購入寢室設備$56,900（包括小童椅子$14,000、床褥$12,500

及被套$30,400） 

 

- 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錯誤的會計處理方法： 

 

7 月之會計分錄 

 

購入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16203      寢室設備        $56,9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56,900 

 

- 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正確的會計處理方法： 

 

分析：雖然 ABC 托兒所購入的寢室用品，其耐用性均超過一年，及總開

支金額較大$56,900，但由於每件價值是$250 至$380，每件價值低於本

局填寫指引的要求，故該開支應直接記入【損益表】中之營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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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之會計分錄 

 

購入寢室用品之會計處理 

借方 51203      寢室用品        $56,900 

貸方 111/112  銀行支票戶口/銀行儲蓄戶口      $56,900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b) 部份機構將上年度【資產負債表】內各類固定資產年結時之淨值，錯

誤地記賬入下一年度各類固定資產原值，没有分開列示各類固定資產

之歷史成本及累計折舊。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正確的會計處理是在【資產負債表】中，分別記錄及列示各類固定資產

的原值、累計折舊及淨值；固定資產淨值是等於“固定資產原值”- 

“固定資產累計折舊”，這樣可反映固定資產的現存賬面價值，有助于

了解固定資產的新舊程度，決不可以將固定資產之淨值記賬在固定資產

原值上，不列示固定資產真實的原值及累計折舊，會隱藏了固定資產的

原有價值，及因使用過程中損耗和陳舊過時等因素而逐漸地下降的價

值。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c) 部份機構同月份內報表互相不銜接，【資產負債表】內各類固定資產

原值，累計折舊及淨值，不等於【固定資產折舊表】內相對應的科目

金額。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在正常情況下，【資產負債表】內各類固定資產原值、累計折舊及淨值，

應與【固定資產折舊表】內相對應的科目金額相符，倘若不相符，報表

存在錯誤，會計員應細心查核，找出錯誤的地方作出調整。 

 

請參考本指南之【財務報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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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權益項目權益項目權益項目權益項目    

5555.1 .1 .1 .1 ＜＜＜＜財產設備基金財產設備基金財產設備基金財產設備基金＞＞＞＞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對獲受資助的財產設備而設立的『財產設備基金』，於每年資

產折舊記賬入損益表時，没有根據本局指引沖銷『財產設備基金』，及

將金額記入【損益表】中之資助收入。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根據本局填寫指引，獲受資助或捐贈之固定資產而設立之『財產設備基

金』，於每年計算其折舊費用記賬入【損益表】時，須同時按相同折舊

年期沖銷該『財產設備基金』，及將沖銷基金之相同金額記入【損益表】

中之資助收入或捐贈收入。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假設快樂復康服務中心，於 2009 年 3 月份獲本局全數資助$240,000購

買輕型車輛一部，於同月付款購買，並將相關資助金額全數記入＜財產

設備基金＞科目。該中心是每年年末計算折舊費用，並在 2009 年計算

折舊費用時，同時沖銷該『財產設備基金』。 

 

快樂復康服務中心於 2010 年的經營結果是虧損$28,000，並發現該中心

會計員處理會計賬目時，出現以下問題：- 

 

會計員在記賬獲資助車輛之折舊費用時，忘記沖銷該＜財產設備基金＞

及忘記將應沖銷基金之相同金額記賬入【損益表】中之資助收入。會計

員在記賬時作出下列會計分錄： 

   

記賬折舊費用 

借方 55401  輕型車輛折舊                 $48,000 

貸方 19401  折舊備底-輕型車輛         $48,000 

     (240,000 / 5年使用年限) 

 

快樂復康服務中心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年結時，由於没有沖銷該輕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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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之＜財產設備基金＞，引致該年度之＜財產設備基金＞結餘仍維持與

2009 年 12 月 31 日$192,000，而忘記將$48,000轉入資助收入，導致該

年出現虧損。 

 

- 正確的正確的正確的正確的調整方法調整方法調整方法調整方法： 

 

除記賬上述折舊費用外，同時亦需記賬以下會計分錄：- 

 

借方 30201  財產設備基金                $48,000 

貸方 41102  社會工作局 – 設備資助       $48,000 

     (240,000 / 5年) 

 

(註：沖銷基金之金額按相同折舊年期計算) 

 

調整正確後，快樂復康服務中心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年結時，輕型車輛

之＜財產設備基金＞結餘為$144,000，2010 年之營運結果應是盈餘

$20,000。 

 

5555.2 .2 .2 .2 ＜＜＜＜累積盈虧結餘累積盈虧結餘累積盈虧結餘累積盈虧結餘＞＞＞＞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資產負債表】內『權益』之＜累積盈虧結餘＞年初結餘不等

於上年度年結時之期末結餘，由於機構於上年度完結後，在下一年度發

現仍有上年度開支忘記在上年度記賬入應付款項/應付費用，於是在下

年度直接扣減＜累積盈虧結餘＞。 

 

正確處理正確處理正確處理正確處理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根據會計準則，機構不應隨意調整＜累積盈虧結餘＞。倘調整屬
不可避免，則機構除必須於財務報表上註明修改內容及原因外
（＜累積盈虧結餘＞變動表），並應將調整之會計憑証或傳票
副本一併交至本局。  

變動表之格式可參考《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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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3 .3 .3 .3 ＜＜＜＜上期盈虧結餘上期盈虧結餘上期盈虧結餘上期盈虧結餘＞＞＞＞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部份機構接連 2 個月的【資產負債表】內『權益』之＜上期盈虧

結餘＞ /＜本年度盈虧結餘＞不銜接。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倘若機構仍未採用會計應用軟件編制財務報表，在接連 2 個月

的【資產負債表】核對＜上期盈虧結餘＞是否正確時，可通過核

對上月【資產負債表】內的“上期盈虧結餘”+ “本月份盈餘/(虧

損)”等於本月【資產負債表】內的“上期盈虧結餘”，便可得知接

連 2 個月的【資產負債表】是否銜接。  

 

請參考本指南之【財務報表-範例】。 

 

倘若機構已採用會計應用軟件編制財務報表，在接連 2 個月的

【資產負債表】，可通過核對上月【資產負債表】內的“本年度盈

虧結餘”+ 本月份【損益表】的“本月份盈餘/(虧損)”等於本月【資

產負債表】內的“本年度盈虧結餘”，便可得知接連 2 個月的【資

產負債表】是否銜接。  

 

機構會計員可通過上述方法以檢核連接 2 個月的【資產負債表】

是否銜接，倘發現不銜接，即表示報表存在錯誤，會計員應重

新檢視，作出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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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A3)(A3)(A3)(A3)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1)(1)(1) 機構自行修改報表格式機構自行修改報表格式機構自行修改報表格式機構自行修改報表格式    

    

部份機構没有按本局提供之格式填報，另外，個別機構没有按月提交有

關報表，而是以年報表之方式於年尾提交。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由於本局要求各機構提交之報表格式一致，因此，機構不適宜自行修改

報表格式，且應按月提交。 

 

(2)(2)(2)(2) 連續連續連續連續 2222 個月報表不銜接個月報表不銜接個月報表不銜接個月報表不銜接    

 

部份機構上月【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各類固定資產的原值及累積折舊之

期末結餘，不等於本月【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各類固定資產的原值及累

積折舊之期初結餘。其原因： 

 

a) 機構將上月添置之固定資產金額，仍然記賬入本月添置欄上； 

b) 機構將上年度計提折舊，仍然記賬入本月折舊； 

 

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正確處理方法：：：：    

    

基本上，接連 2 個報表之間的數據要互相銜接，上月【固定資產折舊表】

內各類固定資產的原值，應等於本月【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各類固定資

產的原值之期初結餘金額；上月【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各類固定資產的

累積折舊，應等於本月【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各類固定資產的累積折舊

之期初結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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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盤點清單固定資產盤點清單固定資產盤點清單固定資產盤點清單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1)(1)(1) 報表没有將固定資產分類列示及加總報表没有將固定資產分類列示及加總報表没有將固定資產分類列示及加總報表没有將固定資產分類列示及加總。。。。    

【固定資產盤點清單】為反映機構所擁有固定資產的詳細記錄，應按固

定資產類別而分別開設賬頁，並計算其類別總額及固定資產總額，以核

對其金額與【資產負債表】及【固定資產折舊表】一致（請參考本指南

財務報表-範例）。 

 

(2)(2)(2)(2) 報表互相不銜接報表互相不銜接報表互相不銜接報表互相不銜接    

    

個別機構每年 12 月所遞交【固定資產盤點清單】的每類資產總額，與

【資產負債表】及【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各類固定資產原值總額不相符。 

   

正正正正確確確確處處處處理理理理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在正常情況下，【資產負債表】及【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各類固定資產

總額，必須與【固定資產盤點清單】相對應的資產總額相符；由於【固

定資產盤點清單】是每年年末對固定資產進行實物盤點，核對時以【固

定資產盤點清單】為主要依據，倘若報表間數據不相符，應存在錯誤，

會計員要小心檢查，觀察會否出現『固定資產』盤盈/盤虧情況，以作

出適當及時調整。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表 1 – 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明細表範本 

   附表 2 – 員工薪金明細表範本 

   附表 3 - ＜累積盈虧結餘＞變動表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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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明細表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明細表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明細表其他政府部門資助明細表範本範本範本範本    

    

 

    

xxxxxxxx 托兒所托兒所托兒所托兒所    

201201201201xxxx 年年年年 xxxxxxxx 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政府部門名稱政府部門名稱政府部門名稱政府部門名稱    資助金額資助金額資助金額資助金額((((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    

教育暨青年局 50,000 

澳門基金會 30,000 

合計 80,000 

  機構負責人簽機構負責人簽機構負責人簽機構負責人簽    名及機構蓋章名及機構蓋章名及機構蓋章名及機構蓋章：：：：        陳大文 

    

製表製表製表製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02/1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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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    

    

員工薪金明細表範本員工薪金明細表範本員工薪金明細表範本員工薪金明細表範本    

    

    

xxxxxxxx 托兒所托兒所托兒所托兒所    

201201201201xxxx 年年年年 xxxxxxxx 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員工薪金分類員工薪金分類員工薪金分類員工薪金分類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澳門元))))    

主管薪金 16,000 

專業職級人員薪金 28,000 

服務人員薪金 99,000 

支援人員薪金 22,000 

合計 165,000 

  

  

  

機構負責人簽名機構負責人簽名機構負責人簽名機構負責人簽名    

及機構蓋章及機構蓋章及機構蓋章及機構蓋章：：：：                        陳大文 

    

    

製表製表製表製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3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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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    

    

＜＜＜＜累積盈虧結餘累積盈虧結餘累積盈虧結餘累積盈虧結餘＞＞＞＞變動表範本變動表範本變動表範本變動表範本    

                 

 XXXXXXXXXXXX 家庭服務中心家庭服務中心家庭服務中心家庭服務中心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111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調整原因調整原因調整原因調整原因        2009年 12月 31日之累積盈餘  $168,000       
  減：2009 年 12 月份之員工加班費  ($36,000)  參 考 附 件 一( 傳 票 編 號201101003)  於 2009 年 12 月份没有記賬入損益表，對整體累積盈餘影響較大，所以調整前年度盈虧結餘   
  減：2009 年 12 月舉辦兩日一夜親子活動之導師費用  ($50,000)  參 考 附 件 二( 傳 票 編 號201101089)  於 2009 年 12 月份没有記賬入損益表，對整體累積盈餘影響較大，所以調整前年度盈虧結餘   
  2010 年 1月 31 日之＜累積盈虧結餘＞  $82,000                   附件： 一.  xxx 二.  xxx          機構負責人簽機構負責人簽機構負責人簽機構負責人簽    名及機構蓋章名及機構蓋章名及機構蓋章名及機構蓋章：：：：        陳大文    製表製表製表製表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31/1/2010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

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

由由由由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日 至 日 至 日 至 日 至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1111】】】】 服務收入:

服務收入                    -

活動收入                    -

銷售/勞務提供收入                    -

會費收入                    -

其他服務收入                    - 0.00

【【【【2222】】】】 減 :直接服務成本

食品及飲品             333.00

活動支出

-食品及飲品             101.80

-交通及住宿費                    -

-廣告宣傳費                    -

-獎金,獎項及禮物                    -

-裝飾及佈置用品                    -

-租金                    -

-攝影及錄影費用                    -

-用品                    -

(A1)

-用品                    -

-講師及導師費                    -

-保險費                    -

-分擔總會活動費                    -

-其他活動支出                    -             101.80

教材費               12.00

玩具,康樂用品及活動設備                    -

圖書                    -

醫藥及護理用品                    -

物料購貨                    -

服務收費扣減                    -

服務對象-其他支出                    -

存貨變動：

期初存貨 - 用品存貨                    -

減：期末存貨 - 用品存貨                    -                    -

期初存貨 - 食品存貨                    -

減：期末存貨 - 食品存貨                    -                    - 446.80

經營盈餘/(虧損) -446.80

【【【【3333】】】】 資助收入:

社會工作局-經常性開支資助        37,127.00

社會工作局-設備資助                    -

社會工作局-維修/改建工程資助                    -

社會工作局-偶發性活動資助                    -

社會工作局-其他資助                    -        37,127.00社會工作局-其他資助                    -        37,127.00

4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

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

由由由由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日 至 日 至 日 至 日 至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A1)

其他政府部門資助                    -

總會資助                    -

關聯機構資助                    - 37,127.00

捐贈收入:

私人捐款-現金                    -

私人捐款-實物                    - 0.00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6.11

其他財務收入                    - 66.11

其他收入:

固定資產變賣收入                    -

兌換收入                    -

其他收入                    - 0.00

36,746.31

【【【【4444】】】】 减:營運費用:

水費                    -

電費                    -

燃料費                    -

維修保養費                    -

郵電費               61.99

保險費                    -

租金                    -

交際費                    -

廣告及宣傳費                    -

大廈管理費                    -

清潔費用                    -

交通費及旅費             162.50

會計師費          6,500.00

律師費                    -

顧問費                    -

保安費                    -

導師費                    -

雜費               32.00

易耗用品             314.50

廚房用品                    -

寢室用品                    -

電器及零件                    -

衛生及清潔用品             187.20

文具用品             908.60文具用品             9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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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

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

由由由由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日 至 日 至 日 至 日 至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A1)

電腦用品             200.00

報刊及雜誌費               84.00          8,450.79

減:人事费用:

主管薪酬        25,548.00

專業職級人員薪金        44,919.00

服務人員薪金                    -

支援人員薪金          4,800.00

員工額外報酬                    -

員工津貼                    -

員工保险费                    -

員工福利                    -

員工膳食             628.00

員工培訓          2,000.00

員工制服                    -

員工醫藥費                    -

社会保障基金                    -

公積金          2,190.00

退休金                    -退休金                    -

員工其他支出                    -        80,085.00

減:稅項:

房屋稅                    -

地租                    -

招牌稅                    -

汽車版稅                    -

其他稅項                    -                    -

减:財務費用:

银行透支利息                    -

银行借款利息                    -

銀行手續費                1.00

其他借款利息                    -

其他財務支出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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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

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

由由由由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日 至 日 至 日 至 日 至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A1)

減:折舊及攤銷費用:

商業及住宅樓宇折舊 -                 

傢俱設備折舊 -                 

教學/活動設備折舊 2,496.67         

寢室設備折舊 -                 

玩具及康樂設備折舊 -                 

電器設備折舊 640.00           

電話及通訊設備折舊 -                 

消防設備折舊 -                 

升降機折舊 -                 

其他設備折舊 -                 

廚房用具及器具折舊 -                 

診治及護理用具折舊 -                 

其他工具及器具折舊 -                 

輕型車輛折舊 -                 

重型車輛折舊 -                 

電單車折舊 -                 

辦公室傢俬折舊 950.00           

辦公室設備折舊 2,641.92         

金額應等於金額應等於金額應等於金額應等於【【【【固定資固定資固定資固定資

產折舊表產折舊表產折舊表產折舊表】】】】內的內的內的內的<<<<本本本本

月折舊月折舊月折舊月折舊>>>>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辦公室設備折舊 2,641.92         

電腦設備折舊 13,765.50       

電腦軟件折舊 1,500.00         

其他行政傢俬及設備折舊 -                 

裝修工程攤銷 -                 

重大維修攤銷 -                 

其他遞延費用攤銷 -                        21,994.09

減:其他費用:

罰款                    -

壞賬                    -

資助及援助金                    -

固定資產變賣損失                    -

固定資產報廢損失                    -

兌換損失                    -

資助退款                    -

特殊費用支出                    -                    - 110,530.88

本月份盈餘/(虧損) -73,784.57應等於應等於應等於應等於【【【【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內內內內<<<<本月份盈餘本月份盈餘本月份盈餘本月份盈餘/(/(/(/(虧損虧損虧損虧損)>)>)>)>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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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201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1】】】】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現金現金現金現金:零用現金 470.50專頂活動備用金 0.00庫存現金 0.00 470.50银银银银行往來行往來行往來行往來:銀行支票戶口 50,081.89銀行儲蓄戶口 7,307.60銀行定期存款 90,000.00員工公積金/退休金銀行存款戶口 0.00 147,389.49存貨存貨存貨存貨:用品存貨 0.00食品存貨 0.00 0.00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債務人:應收資助款 0.00應收款項 0.00暫付款項 0.00按金支出 0.00預付費用 0.00員工貸款 0.00其他貸出款 0.00其他應收款 0.00 0.00 147,859.99

(A2)

其他應收款 0.00 0.00 147,859.99關聯方往來關聯方往來關聯方往來關聯方往來:服務單位負責人往來 0.00總會往來 0.00關聯機構往來 0.00 0.00未完成資產 0.00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商業及住宅 0.00折舊備底-商業及住宅 0.00商業及住宅-净值 0.00傢俱設備 0.00減 :折舊備底-傢俱設備 0.00傢俱設備-净值 0.00教學/活動設備 14,980.00減 :折舊備底-教學/活動設備 9,323.33教學/活動設備-净值 5,656.67寢室設備 0.00減 :折舊備底-寢室設備 0.00寢室設備-净值 0.00玩具及康樂設備 0.00減 :折舊備底-玩具及康樂設備 0.00玩具及康樂設備-净值 0.00電器設備 3,200.0044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201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A2)減 :折舊備底-電器設備 2,560.00電器設備-净值 640.00電話及通訊設備 0.00減 :折舊備底-電話及通訊設備 0.00電話及通訊設備-净值 0.00消防設備 0.00減 :折舊備底-消防設備 0.00消防設備-净值 0.00升降機 0.00減 :折舊備底-升降機 0.00升降機-净值 0.00其他設備 0.00減 :折舊備底-其他設備 0.00其他設備-净值 0.00廚房用具及器具 0.00減 :折舊備底-廚房用具及器具 0.00廚房用具及器具-净值 0.00診治及護理用具 0.00

 : - 0.00

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內的對應金額相符內的對應金額相符內的對應金額相符內的對應金額相符。。。。減 :折舊備底-診治及護理用具 0.00診治及護理用具-净值 0.00其他工具及器具 0.00減 :折舊備底-其他工具及器具 0.00其他工具及器具-净值 0.00輕型車輛 0.00減 :折舊備底-輕型車輛 0.00輕型車輛-净值 0.00重型車輛 0.00減 :折舊備底-重型車輛 0.00重型車輛-净值 0.00電單車 0.00減 :折舊備底-電單車 0.00電單車-净值 0.00辦公室傢俬 4,750.00減 :折舊備底-辦公室傢俬 2,850.00辦公室傢俬-净值 1,900.00辦公室設備 13,209.60減 :折舊備底-辦公室設備 5,283.84辦公室設備-净值 7,925.76電腦設備 55,062.00減 :折舊備底-電腦設備 27,531.00電腦設備-净值 27,531.00

內的對應金額相符內的對應金額相符內的對應金額相符內的對應金額相符。。。。
原值金額應與原值金額應與原值金額應與原值金額應與【【【【固定資產盤點固定資產盤點固定資產盤點固定資產盤點清單清單清單清單】】】】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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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201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A2)電腦軟件 4,498.00減 :折舊備底-電腦軟件 4,498.00電腦軟件-净值 0.00其他行政傢俬及設備 0.00減 :折舊備底-其他行政傢俬及設備 0.00其他行政傢俬及設備-净值 0.00裝修工程 0.00減 :累積攤銷-裝修工程 0.00裝修工程-净值 0.00重大維修 0.00減 :累積攤銷-重大維修 0.00重大維修-净值 0.00其他遞延費用 0.00減 :累積攤銷-其他遞延費用 0.00其他遞延費用-净值 0.00 43,653.43總資產 191,513.42【【【【2】】】】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流動負債:

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負債和權益負債和權益負債和權益負債和權益總額總額總額總額>>>>相同相同相同相同流動負債:債權人:應付賬款 0.00應付費用 0.00應付工資及其他報酬 0.00應付固定資產供款 0.00應付員工公積金/退休金 0.00應付公積金/退休金供款 0.00其他應付款 0.00 0.00暫收款 0.00按金收入 0.00預收資助款 0.00預收捐款 0.00預收款項-其他 0.00 0.00 0.00關聯方往來:單位負責人往來 0.00總會往來 10,957.00關聯機構往來 5,902.00 16,859.00長期負債:銀行借款 0.00其他人士借款 0.00 0.00總負債 16,859.00【【【【3】】】】 權益:基金:流動基金:一般流動基金 0.00受限制流動基金 0.00 0.0046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201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澳門幣(A2)財產設備基金 0.00捐助基金永久性捐助基金 0.00有條件捐助基金 0.00 0.00 0.00公積:退休金儲備 0.00公積金儲備 0.00其他儲備金 0.00 0.00累積盈虧結餘 127,748.98上期盈虧結餘 120,690.01本月份盈餘/(虧損) -73,784.57 174,654.42總權益 174,654.42負債和權益合計 191,513.42

應等於應等於應等於應等於【【【【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本月本月本月本月份盈餘份盈餘份盈餘份盈餘/(/(/(/(虧損虧損虧損虧損)”)”)”)”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相同相同相同相同。。。。
應等於上月應等於上月應等於上月應等於上月【【【【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上期上期上期上期盈虧結餘盈虧結餘盈虧結餘盈虧結餘”  + “本月份盈餘本月份盈餘本月份盈餘本月份盈餘/(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應等於應等於應等於應等於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累積累積累積累積盈虧結餘盈虧結餘盈虧結餘盈虧結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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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由由由由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日 至 日 至 日 至 日 至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教學/活動設備 電器設備 辦公室傢俬 辦公室設備 電腦設備 電腦軟件 合計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原值原值原值原值：：：：期初結餘 14,980.00       3,200.00     4,750.00     13,209.60       55,062.00          4,498.00         95,699.60          本月添置 -                 -             -             -                 -                   -                 -                   本月變賣/報銷 -                 -             -             -                 -                   -                 -                   14,980.00       3,200.00     4,750.00     13,209.60       55,062.00          4,498.00         95,699.60          減減減減：：：：累積折舊累積折舊累積折舊累積折舊：：：：期初結餘 6,826.66         1,920.00     1,900.00     2,641.92         13,765.50          2,998.00         30,052.08          本月折舊 2,496.672,496.672,496.672,496.67                                640.00640.00640.00640.00                            950.00950.00950.00950.00                            2,641.922,641.922,641.922,641.92                                13,765.5013,765.5013,765.5013,765.50                                1,500.001,500.001,500.001,500.00                                21,994.0921,994.0921,994.0921,994.09                                本月變賣/報銷 -                 -             -             -                 -                   -                 -                   累積折舊總額 9,323.33         2,560.00     2,850.00     5,283.84         27,531.00          4,498.00         52,046.17          淨值淨值淨值淨值：：：： 5,656.67         640.00        1,900.00     7,925.76         27,531.00          -                 43,653.43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由由由由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日 至 日 至 日 至 日 至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教學/活動設備 電器設備 辦公室傢俬 辦公室設備 電腦設備 電腦軟件 合計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原值原值原值原值：：：：期初結餘 14,980.00       3,200.00     4,750.00     13,209.60       55,062.00          4,498.00         95,699.60          本月添置 -                 -             -             -                 -                   -                 -                   本月變賣/報銷 -                 -             -             -                 -                   -                 -                   
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損益結算表】】】】之折舊費用對應相符之折舊費用對應相符之折舊費用對應相符之折舊費用對應相符

本月變賣/報銷 -                 -             -             -                 -                   -                 -                   14,980.0014,980.0014,980.0014,980.00                        3,200.003,200.003,200.003,200.00                    4,750.004,750.004,750.004,750.00                    13,209.6013,209.6013,209.6013,209.60                        55,062.0055,062.0055,062.0055,062.00                                4,498.004,498.004,498.004,498.00                                95,699.6095,699.6095,699.6095,699.60                                減減減減：：：：累積折舊累積折舊累積折舊累積折舊：：：：期初結餘 6,826.66         1,920.00     1,900.00     2,641.92         13,765.50          2,998.00         30,052.08          本月折舊 2,496.67         640.00        950.00        2,641.92         13,765.50          1,500.00         21,994.09          本月變賣/報銷 -                 -             -             -                 -                   -                 -                   累積折舊總額 9,323.33         2,560.00     2,850.00     5,283.84         27,531.00          4,498.00         52,046.17          淨值淨值淨值淨值：：：： 5,656.67         640.00        1,900.00     7,925.76         27,531.00          -                 43,653.43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由由由由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日 至 日 至 日 至 日 至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教學/活動設備 電器設備 辦公室傢俬 辦公室設備 電腦設備 電腦軟件 合計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原值原值原值原值：：：：期初結餘 14,980.00       3,200.00     4,750.00     13,209.60       55,062.00          4,498.00         95,699.60          本月添置 -                 -             -             -                 -                   -                 -                   本月變賣/報銷 -                 -             -             -                 -                   -                 -                   14,980.0014,980.0014,980.0014,980.00                        3,200.003,200.003,200.003,200.00                    4,750.004,750.004,750.004,750.00                    13,209.6013,209.6013,209.6013,209.60                        55,062.0055,062.0055,062.0055,062.00                                4,498.004,498.004,498.004,498.00                                95,699.6095,699.6095,699.6095,699.60                                減減減減：：：：累積折舊累積折舊累積折舊累積折舊：：：：期初結餘 6,826.66         1,920.00     1,900.00     2,641.92         13,765.50          2,998.00         30,052.08          本月折舊 2,496.67         640.00        950.00        2,641.92         13,765.50          1,500.00         21,994.09          本月變賣/報銷 -                 -             -             -                 -                   -                 -                   累積折舊總額 9,323.339,323.339,323.339,323.33                                2,560.002,560.002,560.002,560.00                    2,850.002,850.002,850.002,850.00                    5,283.845,283.845,283.845,283.84                                27,531.0027,531.0027,531.0027,531.00                                4,498.004,498.004,498.004,498.00                                52,046.1752,046.1752,046.1752,046.17                                淨值淨值淨值淨值：：：： 5,656.67         640.00        1,900.00     7,925.76         27,531.00          -                 43,653.43          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內內內內<<<<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對應科目之對應金對應科目之對應金對應科目之對應金對應科目之對應金

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固定資產盤點清固定資產盤點清固定資產盤點清固定資產盤點清單單單單】】】】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

額相符額相符額相符額相符48 ]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ABC ABC ABC ABC 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機構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固定資產盤點清單  固定資產盤點清單  固定資產盤點清單  固定資產盤點清單  [[[[包括由單位自購包括由單位自購包括由單位自購包括由單位自購，，，，由其他機構贈與或由社工局資助購買的資產由其他機構贈與或由社工局資助購買的資產由其他機構贈與或由社工局資助購買的資產由其他機構贈與或由社工局資助購買的資產]]]] (以澳門幣為單位)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第   1   頁   /   共    1    頁會 計 科 目 資 產 名 稱 購入日期 數 量 購買單價 估價 合計金額 放 置 地 點 出售/報銷 出售金額 備  註16202 教學/活動設備 Sanyo投影機 2007年7月 1 11,000.00 11,000.00    活動室 社工局資助購買16202 教學/活動設備 流動擴音器連無線手提咪一支 2008年2月 1 3,980.00  3,980.00     活動室小計 14,980.00    16205 電器設備 樂聲牌冷氣機一匹 2007年2月 1 3,200.00  3,200.00     辦公室小計 3,200.00     16501 辦公室傢俬 辦公室寫字枱 2008年3月 1 2,250.00  2,250.00     辦公室16501 辦公室傢俬 辦公室文件櫃 2008年3月 1 2,500.00  2,500.00     辦公室小計 4,750.00     16502 辦公室設備 富士施樂影印機(XC205) 2009年5 1 13,209.60 13,209.60    辦公室 社工局資助購買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金額應與【【【【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及及及及【【【【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固定資產折舊表】】】】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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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2 辦公室設備 富士施樂影印機(XC205) 2009年5 1 13,209.60 13,209.60    辦公室 社工局資助購買小計 13,209.60    16503 電腦設備 Dell桌上電腦 2009年2月 4 5,000.00  20,000.00    辦公室16503 電腦設備 Dell桌上電腦 2009年2月 1 6,000.00  6,000.00     會議室16503 電腦設備 Dell桌上電腦 2009年2月 2 6,000.00  12,000.00    活動室16503 電腦設備 INSI4R 手提電腦 2009年5月 2 8,531.00  17,062.00    辦公室 社工局資助購買小計 55,062.00    16504 電腦軟件 SPSS電腦統計軟件 2008年3月 1 4,498.00  4,498.00     辦公室小計 4,498.00     總計 95,699.60                     覆核：何小明 日期：2011年1月4日 制表：陳大文 日期：2011年1月3日

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內對應科目金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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