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五十條第
二項、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六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說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國防事務財團法人
（以下簡稱財團法人），指以從事與
國防有關事務為主要目的事業，並經

一、鑑因現況由國防部監督之財團法
人，除經國防部許可或依法律設立
者外，尚有本法施行前依財團法人

國防部許可設立或依法律規定以國防
部為主管機關者，及本法施行前於捐
助章程指定國防部為主管機關，並經

捐助章程指定，並經國防部同意或
協議由國防部擔任主管機關之財團
法人，為期明確定義國防事務財團

國防部同意者。

明

法人之範圍，能包括從事與國防有
關事務為主要目的事業及本法施行
前有關財團法人，爰依其設立目的
與主要業務，明定其定義及範圍。
二、本法施行前已設立，並以國防部主
管機關之財團法人如下：
（一）財團法人國軍暨家屬扶助基
金會、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
業基金會：國防部政治作戰
局。
（二）財團法人中央軍校同學會撫
卹會基金會、財團法人黃埔
撫卹委員會基金會、財團法
人遺族學校基金會：國防部
主計局。
（三）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部整合評估司。
三、財團法人之監督，為對照國防組織
法規及各單位業務職掌定其受理申
請設立許可之業管單位。

第三條 財團法人設立時，其捐助財產
總額，應足以達成設立目的；其捐助
財產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五千萬元。
前項捐助財產應有一定之現金，
其總額占捐助財產總額之比率，不得
低於百分之六十。

一、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財團法
人設立時，其捐助財產總額，應足
以達成設立目的；其最低總額，由
主管機關依所掌業務性質定之。審
酌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現況，爰於
第一項規定財團法人設立時捐助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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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最低總額。
二、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主管機
關得依所掌業務性質，訂定現金總
額之比率。審酌財團法人之營運及
預算執行現況，爰於第二項規定其
現金總額之比率。
第四條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之申請，應
檢具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
款規定及下列之文件：
ㄧ、董事、監察人之配偶及三親等內
親屬關係表。
二、資金運用說明書。
三、載明財產種類、數量、價格及估
價基準之財產目錄。
前項申請文件應檢具一式三份。

一、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
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應檢具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為明確
申請設立許可所應附具有關文件範
圍，爰於第一項規定設立許可之申
請文件，並明定指定之文件。
二、第二項規定申請文件份數。

第五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
應於法院完成設立登記之日起九十日
內，將捐助財產全部移歸財團法人，
以財團法人名義登記或儲存金融機
構，並報國防部備查。

參酌現行法院辦理財團法人登記實務，
定明捐助人、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捐助
財產全部移歸財團法人之期限、不動
產、動產及現金儲存方式。

第六條 財團法人對單一個別團體、法
人或個人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及同條第
二項第三款所定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

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依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不以當
年度支出百分之十以下為限。

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不受當
年度支出百分之十限制之一定金額，由
主管機關定之。為因應財團法人營運及
財務管理實需，爰定明財團法人當年所
為獎助或捐贈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者，不以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以下為
限。

第七條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
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或年度收入
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建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前段規定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
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

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送國防部備
查。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報國
防部核定。

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報主管機關備查。」及第三項規定
其一定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
由主管機關定之。為落實監督財團
法人及符合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現
況，爰規定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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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或
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千萬元以上者，
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二、又鑑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依本
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建立
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報主管機關核定，爰於但書規
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無論其在
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
額多寡，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應
報國防部核定。
第八條 前條財團法人應依下列原則訂
定誠信經營規範，其財務報表並應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
一、誠信經營規範應分析經營範圍
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活
動。
二、具體誠信經營作法與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應包含作業程序、行
為指南及教育訓練。
前項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至少應
包括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後段規定
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
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財團法人，
「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應依主管機關之指導，訂定
誠信經營規範。」及第三項規定其
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為使第七條規定之財團
法人明確訂定誠信經營規範及落實
財務報表簽證要求，爰於第一項規
定財團法人應辦事項及誠信經營規

一、行賄及收賄。
二、不當捐助或贊助。
三、提供或接受不當禮物、款待或其
他不正當利益。
四、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
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五、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
或提供，直接或間接損害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權益。

範指導原則之內容。
二、為明確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應涵蓋
之防範措施範圍，及參酌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條規定之具
體防範措施，爰於第二項規定防範
不誠信行為方案之內容及措施。

第九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具體誠信經

為明確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具體誠

營作法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應具體規範董事、
監察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及其
他從業人員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
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ㄧ、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

信經營作法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內容，爰參酌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二十一條規定，
明定作業程序與行為指南應具體規範注
意事項及其內容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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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二、提供正當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
及金額標準。
三、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規定及
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四、對業務上獲得機密及敏感資料之
保密規定。
五、對涉有不誠信行為廠商及業務往
來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六、發現違反誠信經營規範之處理程
序。
七、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第十條 財團法人應定期對董事、監察
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及其他從
業人員舉辦教育訓練，並宣導誠信經
營之決心、政策、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及違反後果。
財團法人應建立檢舉信箱、專線
及其他正當檢舉管道，供內部及外部
人員使用，並訂定檢舉人及檢舉內容
之保密措施。
財團法人應訂定違反誠信經營規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財團
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
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其財
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
依主管機關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
規範。為明確誠信經營之教育及違
反處理，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規定，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教育
訓練及檢舉管道。

範之懲處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其內
部網站揭露違反內容、日期及處理情
形等資訊。
財團法人應於其網站揭露誠信經
營規範執行情形。

二、為維護財團法人經營紀律，爰參酌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二十
四條規定，於第三項規定違反誠信
經營規範之懲處與申訴制度，及於
該財團法人內部網站揭露相關資
訊。
三、又為落實資訊公開以符合誠信經營
原則，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第二十五條規定，於第四項
規定財團法人應於其網站揭露誠信
經營規範執行情形之資訊。

第十一條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基
金，全部或一部係由依法律設立之公
法人捐助或捐贈者，其董事及監察人
應按所捐助或捐贈財產之比例，由該
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其按比例計算

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之基金，全部或一部係由依法
律設立之公法人捐助或捐贈者，其董事
或監察人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推薦
代表擔任之一定比例及推薦方式，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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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一人者，以一人計。

管機關定之。為符比例推薦代表之要
求，爰規定依法律設立公法人捐助或捐
贈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
人，由該公法人按政府捐助或捐贈財產
之比例推薦代表擔任。

第十二條 為監督並確保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正常運作及健全發展，國防部
應依本法及其相關法令、財團法人捐
助章程及相關規章，辦理下列各項監
督：
一、財產登記、管理及運用情形。

一、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授權訂定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規定。
二、鑑因國防部目前對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之外部監督，均係依民法、行
政院及國防部規定為之。而本法及
本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國防部及行

二、投資項目與評估、決策之內容及
程序。
三、年度績效目標達成、預算書與決
算書編製及報送國防部之情形。
四、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
五、董事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及其他從業人員之薪資、獎金及
其他給與。
六、董事、監察人職務之執行。
七、依法令或國防部指導訂定、修正
捐助章程及規章之情形。

政院之規定（如績效評估、董事、
監察人及從業人員薪資、兼職費
等）、該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及相
關規章，已詳細規範國防部應為之
外部監督事項、範圍等，故於本法
施行後，即可據以辦理監督，爰於
第一項規定國防部監督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之依據及監督事項。
三、又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之業務與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情

八、其他業務運作。
國防部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之業務與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情形，
每年至少一次書面查核，並得視需要
辦理實地查核。

形，應定期以書面或其他方式查
核，並得視需要實地查核。為明定
查核方式及時機，爰於第二項規定
國防部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
定期書面查核週期，並得視需要辦
理實地查核，以落實監督。

第十三條 為監督並確保經指定民間捐
助之財團法人正常運作及健全發展，
國防部應依本法及其相關法令、財團
法人捐助章程及相關規章，辦理下列

依本法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為監督並
確保第一項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及健全
發展，主管機關得就其財產管理與運用
方法、投資之項目與程序、董事、監察

各項監督：
一、財產登記、管理及運用情形。
二、投資項目與評估、決策之內容及
程序。
三、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
四、董事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人之兼職費、董事長與其他從業人員之
薪資、獎金、董事、監察人職務之執行
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監督辦法。」，
為加強對經國防部指定民間捐助之財團
法人之監督，爰規定監督之依據及監督
事項，以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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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從業人員之薪資、獎金。
五、董事、監察人職務之執行。
六、依法令或國防部指導訂定、修正
捐助章程及規章之情形。
七、其他業務運作。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二月一日施行。

配合財團法人法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
行，訂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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