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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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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九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

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

金會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強調事項

如財務報表附註九所述，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因受委辦理「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專案合約終止而與相對人核算結清應歸墊之款項尚於雙方協商程序中，本會計師未因此而修正

查核意見。

其他事項

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民國一○八年度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並於民國

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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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財團法人人工

智慧科技基金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

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

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
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

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財團法人人工
智慧科技基金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

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

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

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財團法人人

工智慧科技基金會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

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民  國  一一○  年  五  月  十四  日

chishimyu
新建印章



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

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元

109.12.31 108.12.31
金　　額 ％ 金　　額 ％

　資　　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五(一)) $ 4,229,623 11 28,867,063 36
　應收帳款 682,500 2 - -
　其他應收款 14,293,592 37 200,030 -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五(六)) 15,100,000 40 29,600,000 37
　其他流動資產 40,949 - 323,529 -
　　流流動資產合計 34,346,664 90 58,990,622 73
非流動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五(六)) - - 10,000,000 1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五(二)) 3,667,384 9 11,387,935 14
　無形資產 103,457 - 352,742 1
　存出保證金 251,200 1 19,000 -
　　非非流動資產合計 4,022,041 10 21,759,677 27
資產總計 $ 38,368,705 100 80,750,299 100
　負債及淨值

流動負債：

　應付薪資 $ 5,098,179 13 9,505,982 12
　其他應付款 9,080,217 24 403 -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附註六) - - 36,413,607 45
　本期所得稅負債(附註五(五)) - - 2,107,228 3
　其他流動負債 89,595 - 256,042 -
　　流流動負債合計 14,267,991 37 48,283,262 60
　　負債總計 14,267,991 37 48,283,262 60
永久受限淨值(附註五(六))：

　基金 10,000,000 26 10,000,000 12
未受限淨值

　累積餘絀 14,100,714 37 22,467,037 28
　　淨值總計 24,100,714 63 32,467,037 40
負債及淨值總計 $ 38,368,705 100 80,750,299 100

(請詳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執行長： 主辦會計：



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

收支餘絀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元

109年度 108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收入：

　業務收入 $ 33,077,357 69 126,951,444 97
　利息收入 207,037 1 90,326 -
　捐贈收入 14,474,141 30 3,175,000 3
　其他收入 101,333 - 547,590 -

 收入合計 47,859,868 100 130,764,360 100
支出：(附註五(三)、(四)、(七)及六)

　業務支出 (14,247,107) (30) (59,968,894) (46)
　行政管理支出 (41,484,399) (87) (60,435,315) (46)
　其他支出 (494,685) (1) - -

支出合計 (56,226,191) (118) (120,404,209) (92)
本期餘絀 (8,366,323) (18) 10,360,151 8
所得稅費用(附註五(五)) - - (2,107,228) (2)
本期稅後餘絀 $ (8,366,323) (18) 8,252,923 6

(請詳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執行長： 主辦會計：



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

淨值變動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元

109年度 108年度
永久受限淨值：

永久受限期初淨值 $ 10,000,000 10,000,000
永久受限期末淨值 10,000,000 10,000,000

未受限淨值：

未受限本期稅後餘絀 (8,366,323) 8,252,923
未受限期初淨值 22,467,037 14,214,114
未受限期末淨值 14,100,714 22,467,037

淨值總計 $ 24,100,714 32,467,037

(請詳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執行長： 主辦會計：



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元

109年度 108年度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餘(絀) $ (8,366,323) 10,360,151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207,037) (90,326)
　　　折舊費用 6,687,896 7,273,129
　　　攤銷費用 175,736 224,81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356,499 -
　　　報廢無形資產損失 73,549 -

(1,279,680) 17,767,765
　　與營運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帳款增加 (682,500) -
　　　其他應收款 (14,093,562) (30)
　　　其他流動資產 282,580 (52,171)
　　　應付薪資 (4,407,803) 5,564,314
　　　其他應付款 2,079,814 (5,380,096)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29,413,607) 30,592,938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166,447) (374,205)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47,681,205) 48,118,515
　　收取之利息 207,037 90,326
　　支付之所得稅 (2,107,228) (3,553,528)
　　　　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9,581,396) 44,655,31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24,500,000 (29,600,00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4,825) (5,252,21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40,981 -
　取得無形資產 - (18,807)
　存出保證金增加 (232,200) (4,33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4,943,956 (34,875,34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24,637,440) 9,779,96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8,867,063 19,087,09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4,229,623 28,867,063

(請詳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執行長： 主辦會計：



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一○九年度及一○八年度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以下稱「本基金會」)原始捐贈人係台灣資料科學協

會，依照民法暨「臺北市財團法人暫行管理規則」組織，為執行「台灣人工智慧學校」計

畫專案及推動台灣產業人工智慧之應用相關業務，依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中華民國一○

七年一月十七日北市產業工字第10730047900號函核准設立，後因變更管轄機關所需於民
國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向新北地方法院完成相關法人變更登記程序。本基金會以促進人工

智慧科技之產業提升、科學發展及社會永續為宗旨。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一一○年五月十四日經董事會通過發佈。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下列會計政策已一致適用於本財務

報表之所有表達期間。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及其解釋(以下稱「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編製。

(二)編製基礎
1.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
2.功能性貨幣及表達貨幣

本基金會係以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為其功能性貨幣。本財務報告係以本基

金會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三)外幣
外幣交易依交易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於後續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以下

稱「報導日」)之外幣貨幣性項目依當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其兌換差額認列

為當期損益。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則依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四)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為非

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或

〜1〜



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
限制者。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為非

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或
4.本基金會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當現金係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

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定期存款符合前述定義且持有目的係滿足短

期現金承諾而非投資或其他目的者，列報於約當現金。

(六)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係於本基金會成為該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

1.金融資產
本基金會之金融資產分類為放款及應收款。

(1)放款及應收款
放款及應收款係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付款金額之金融資

產，包括其他應收款。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

後續採有效利率法以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損失衡量，惟短期應收款項之利息認列

不具重大性之情況除外。依交易慣例購買或出售金融資產時，採用交易日會計處

理。

利息收入係列報於收入。

(2)金融資產減損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每個報導日評估減損。當有客觀

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件，致使該資產之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金融資產減損之客觀證據包括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違約(如利

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債務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

增，及由於財務困難而使該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等。

針對某些種類之金融資產，如應收帳款，該資產經個別評估未有減損後，另

再以組合基礎評估減損。應收款組合之客觀減損證據可能包含本基金會過去收款

經驗、該組合超過平均授信期間之延遲付款增加情況，以及與應收款拖欠有關之

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勢變化。

〜2〜



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之帳面金額與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所有金融資產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當判斷該金融資產無法收回

時，係沖銷備抵帳戶。原先已沖銷而後續收回之款項則貸記備抵帳戶。備抵帳戶

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於損益。

當金融資產以攤銷後成本衡量時，若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少，且該減少

客觀地連結至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予以迴轉認列於損

益，惟該投資於減損迴轉日之帳面金額不得大於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應有之攤銷

後成本。

(3)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基金會僅於對來自該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終止，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

該資產所有權幾乎所有之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若一項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之對價之差額係認列為其

他收入或其他支出。

2.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
(1)負債或權益之分類

本基金會發行之債務及權益工具係依據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及權益工

具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權益工具係指表彰本基金會於資產減除其所有負債後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

本基金會發行之權益工具係以取得之價款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之金額認列。

(2)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非屬持有供交易且未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包括其他

應付款)，原始認列時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評價採

有效利率法以攤銷後成本衡量。

(3)金融負債之除列
本基金會係於合約義務已履行、取消或到期時，除列金融負債。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應支付對價總額(包含任何所移轉

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其他收入或其他支出。

(4)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僅於本基金會有法定權利進行互抵及有意圖以淨額交割

或同時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方予以互抵並以淨額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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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認列與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係依成本(包括資本化之借款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

累計減損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處分利益或損失係認列於其他收入或其他支出。

2.後續支出
後續支出僅於其他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基金會時始予以資本化。

3.折舊
折舊係依資產成本減除殘值計算，並採直線法於估計耐用年限內認列於支出。

當期及比較期間之估計耐用年限如下： 

(1)租賃改良：2年
(2)電腦通訊設備：3年
(3)辦公設備：3年
(4)其他：3年

(八)租賃
本基金會之租賃屬營業租賃，其租金給付(不包括保險及維護等服務成本)係依直

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支出。

(九)無形資產
1.認列及衡量

本基金會取得有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攤銷與累計減損後之

金額衡量。

2.攤銷
攤銷係依資產成本減除估計殘值計算，並自無形資產達可供使用狀態起，採直

線法於其估計耐用年限內認列為支出。

當期及比較期間之估計耐用年限如下：

(1)電腦軟體：1〜3年
(2)其他：3年

(十)非金融資產減損
本基金會於每一報導日評估是否有跡象顯示非金融資產（除遞延所得稅資產外）

之帳面金額可能已減損。若有任一跡象存在，則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額。

可回收金額為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與其使用價值孰高

者。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帳面金額，則認列減損損失。

減損損失係就該單位內其他各資產帳面金額之比例減少各該資產帳面金額立即認

列於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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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非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僅在不超過該資產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

之帳面金額（減除折舊或攤銷）之範圍內迴轉。

(十一)收入認列
業務收入及捐贈收入係按合約及應計基礎認列。

(十二)員工福利
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之提撥義務係於員工提供勞務期間內認列為支出。

(十三)所得稅
本基金會係屬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所稱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若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符合行政院發布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另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

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

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包括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並應認列於收支。

當期所得稅包括當年度課稅所得（損失）按報導日之法定稅率計算之預計應付所

得稅或應收退稅款及任何對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或應收退稅款之調整。

遞延所得稅係以資產或負債於資產負債表之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礎間之暫時性差

異金額認列。

遞延所得稅資產在很有可能有未來課稅所得可供使用之範圍內認列，並於年度報

導日予以重評估，若未來課稅所得使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回收變成很有可能，則於回收

之範圍內認列先前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資產或

負債實現當期之稅率衡量，並以報導日之法定稅率為基礎。

四、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管理階層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編製本財務報表時，必須作出假設及估計，其將對會計

政策之採用及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報導金額有所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存有差

異。

管理階層持續檢視估計及基本假設，會計估計變動於變動期間及受影響之未來期間予

以認列。

對於假設及估計之不確定性中，存有重大風險將於次一年度造成重大調整之相關資

訊，請詳附註九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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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五、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09.12.31 108.12.31
庫存現金 $ 100,003 246,308
活期存款 4,129,620 28,220,755
定期存款 - 400,000

$ 4,229,623 28,867,063

本基金會部分定期存款不符合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定義係報於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項下。

(二)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本基金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成本及折舊變動明細如下：

租賃改良
電腦通
訊設備 辦公設備 其　　他 總　　計

成本：

民國109年1月1日餘額 $ 5,707,822 1,765,254 8,527,273 4,691,562 20,691,911

增　　添 - 164,825 - - 164,825

處　　分 (2,091,524) - (1,968,110) (396,870) (4,456,504)

民國109年12月31日餘額 $ 3,616,298 1,930,079 6,559,163 4,294,692 16,400,232

民國108年1月1日餘額 $ 4,586,537 1,348,208 6,036,464 4,691,562 16,662,771

增　　添 1,121,285 417,046 2,490,809 - 4,029,140

民國108年12月31日餘額 $ 5,707,822 1,765,254 8,527,273 4,691,562 20,691,911

折舊：

民國109年1月1日餘額 $ 3,255,166 782,336 3,244,357 2,022,117 9,303,976

本年度折舊 2,052,786 602,335 2,537,517 1,495,258 6,687,896

處　　分 (1,742,940) - (1,265,063) (251,021) (3,259,024)

民國109年12月31日餘額 $ 3,565,012 1,384,671 4,516,811 3,266,354 12,732,848

民國108年1月1日餘額 452,547 292,231 827,972 458,097 2,030,847

本年度折舊 2,802,619 490,105 2,416,385 1,564,020 7,273,129

民國108年12月31日餘額 $ 3,255,166 782,336 3,244,357 2,022,117 9,303,976

帳面金額：

民國109年12月31日 $ 51,286 545,408 2,042,352 1,028,338 3,667,384

民國108年12月31日 $ 2,452,656 982,918 5,282,916 2,669,445 11,387,935

民國108年1月1日 $ 4,133,990 1,055,977 5,208,492 4,233,465 14,631,924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基金會並無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作

為質押擔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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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三)營業租賃
1.本基金會列報於支出之租金費用如下：

109年度 108年度
業務支出 $ 564,752 30,285,307
行政管理支出 557,451 57,000

$ 1,122,203 30,342,307

不可取消重大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如下：

109.12.31 108.12.31
一年內 $ 801,334 28,921,500
一年至五年 780,000 4,790,000

$ 1,581,334 33,711,500

2.本基金會以營業租賃承租辦公室空間。租賃期間為一到二年，並附有於租期屆滿之
優先續租權。

(四)員工福利

本基金會之確定提撥計畫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依員工每月薪資6%之提繳
率，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在此計畫下本基金會提撥固定金額至

勞工保險局後，即無支付額外金額之法定或推定義務。

本基金會民國一○九年度及一○八年度確定提撥退休金辦法下之退休金費用分別

為1,917,351元及1,614,418元帳列於行政管理支出項下，已提撥至勞工保險局。

(五)所得稅
1.依行政院發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第
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本基金會民國一○九年度及一○八年度用於與其創設目的

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惟依前述免稅

適用標準第三條規定，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

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

所得稅。

本基金會符合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免予計算基本所得稅

額。

2.本基金會之所得稅費用明細如下：
109年度 108年度

當期所得稅費用 $ - 2,107,228
遞延所得稅利益 - -
所得稅費用 $ - 2,10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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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1)本基金會無已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2)本基金會無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負債，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項目如下：

本基金會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項目如下：

109.12.31 108.12.31
課稅損失 $ 1,682,904 -

課稅損失係依所得稅法規定，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度虧損得自當年

度之純益扣除，再行核課所得稅。該等項目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係因本公

司於未來並非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其使用。

截至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基金會尚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

之課稅損失，其扣除期限如下：

虧 損 年 度
尚未扣除
之 虧 損

得扣除之
最後年度

民國一○九年度(估計數) $ 8,314,242 民國一一九年度

4.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基金會營利事業所得稅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一○七年度。

(六)永久受限淨值—基金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基金會於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皆為

10,000,000元(以下稱「基金」)，全數由台灣資料科學協會捐助之。

本基金會依財團法人法規定，應以基金孳息及設立登記後之各項所得，辦理符合

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所定之業務，除依相關法令規定及主管機關許可外，不得動支基

金，本基金會指定等同基金金額之定期存款10,000,000元為不得動支之資產，民國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列報於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項下。另因管理階層評估未來年

度將出現短絀，董事會已於民國一一○年三月三十日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三條及第四

十五條規定，通過決議動支基金填補短絀，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據以列報於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項下。

(七)支出
本基金會各項支出明細如下：

業務支出：

109年度 108年度
活動人事費用 $ 8,760,386 14,763,304
活動餐飲費用 2,659,997 8,737,566
活動租金費用 564,752 30,285,307
其他費用 2,261,972 6,182,717

$ 14,247,107 59,96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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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支出：

109年度 108年度
員工福利費用 $ 31,378,238 41,623,772
折舊費用 6,687,896 7,273,129
租金費用 557,451 57,000
捐贈費用 18,000 7,020,000
其他費用 2,842,814 4,461,414

$ 41,484,399 60,435,315

其他支出：

109年度 108年度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 356,499 -
報廢無形資產損失 73,549 -
其他 64,637 -

$ 494,685 -

(八)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種類
1.金融資產

109.12.31 108.12.31
放款及應收款：

  現金及約當現金 $ 4,229,623 28,867,063
  應收帳款 682,500 -
  其他應收款 14,293,592 200,030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15,100,000 29,600,00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 10,000,000
  存出保證金 251,200 19,000
合　　計 $ 34,556,915 68,686,093

2.金融負債
109.12.31 108.12.31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應付薪資 $ 5,098,179 9,505,982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9,080,217 36,414,010
合　　計 $ 14,178,396 45,9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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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於本財務報表之涵蓋期間內與本基金會有交易之關係人如下：

關係人名稱 與本基金會之關係
財團法人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人

工智慧學校基金會)

本基金會董事長擔任其管理階層(註1
及註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銀行) 本基金會董事長擔任其管理階層(註2)

註1：該基金會原名為財團法人科技生態發展公益基金會，於民國一一○年二月更名為財團法人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

註2：本基金會原董事長於民國一○九年四月逝世後已無管理階層相同之情事。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捐贈收入
109年度 108年度

玉山銀行 $ - 250,000

2.各項支出 

本基金會因受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委託辦理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專案，依合約協

議之支出及未結清餘額如下：

支出金額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09年度 108年度 109.12.31 108.12.31
業務支出-租金費用 $ - 28,012,959 - 29,413,607

行政管理支出-捐贈費用 - 7,000,000 - 7,000,000

$ - 35,012,959 - 36,413,607

上述委辦合約業已於民國一○九年八月提前終止，其他相關資訊請詳附註九說

明。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無。 

八、重大期後事項

本基金會之董事會於民國一一○年三月三十日決議動支基金以填補未來短絀，其他相

關資訊請詳附註五(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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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　　他

本基金會與財團法人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原名：財團法人科技生態發展公益基

金會，以下稱「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為推廣人工智慧科技產業並培訓相關技術人才，

於民國一○八年間簽訂委辦合約，由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委託本基金會辦理「台灣人工智

慧學校」專案計畫業務，由本基金會收取專案計畫之學費收入、顧問收入及相關業務收入

(以下稱「專案收入」)，並支付於執行專案過程所需費用，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則支付專

案所需之設備及場地租賃費用(雙方支付之費用於以下稱「專案支出」)。依據委辦合約，

每一日曆年度前述所有專案收入減除專案支出後若有賸餘，則雙方各收取賸餘百分之五

十，另專案收入減除專案支出後若有不足，不足數額則由人工智慧學校基金會負擔。

該委辦合約已於民國一○九年八月提前終止，雙方於結算專案執行期間之賸餘金額因

各自主張不一，截至查核報告日止尚未取得共識，本基金會管理階層依據委辦合約及現狀

初步主張而列報於財務報表之其他應收付款，若經雙方協商程序後有所變動，則依會計估

計變動處理，將該變動之影響認列為當年度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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