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草案) 
總說明 

    財團法人法於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公布，依財團法人法第七十六

條規定，將於公布後六個月即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起施行。主管機關

應依財團法人法授權規定訂定發布所需法規命令，以利施行。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為消防業務之地方主管機關，依財團法人法第

二條第一項規定，即為消防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依授權訂定法規命

令之規範內容，包括最低捐助財產總額、現金總額比率、投資項目與

額度、當年度獎助或捐贈之一定金額限制、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與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產總額或年

度收入總額，及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經費預算及工作計畫編製、

備查資料電子傳輸方式及公法人捐助捐贈之財團法人推薦董事、監察

人比率及計算方式等，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為建構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

周延之法制環境，強化消防財團法人之監督，考量相關規範之內容互

有關連及法秩序完整性，並為便於消防財團法人內部管理 以達確實

鼓勵消防財團法人積極從事公益之目的，爰擬具 「高雄市消防財團

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消防財團法人之定義。(第二條) 

三、申請設立時，其最低捐助財產總額及現金比率。(第三條) 

四、消防財團法人投資項目、額度及規範。(第四條) 

五、消防財團法人當年度辦理獎助或捐贈之一定金額限制。(第五條) 

六、消防財團法人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與財務報表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及誠信

經營規範指導原則。(第六條)  

七、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消防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

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

項。(第七條)  

八、消防財團法人備查資料電子傳輸之方式。(第八條) 

九、公法人捐助之消防財團法人推薦董事、監察人方式、比率及計算

方式。(第九條) 



十、政府捐助之消防財團法人專任董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薪資基準之

訂 

    定程序、上限。(第十條) 

十一、政府捐助之消防消防財團法人，專任董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獎

金及其他  給與之規定。(第十一條) 

 

 

 

 

 

 

 

 

 

 

 

 

 

 

 

 

 

 

 

 

 

 

 

 

 

 



 

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條第七

項、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項

第六款、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

三款、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五項、第七項、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二

項、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六

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本辦法為涵蓋本法授權規定

事項，查應規範之內容互有

關連，考量法秩序之完整

性，同時便於消防財團法人

內部管理，遂行目的事業之

公益性，爰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消防財團法

人，指依捐助章程規定主要業

務係從事消防業務，且其受益

範圍於高雄市行政區域，經高

雄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本

局）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地

方性財團法人。  

依本法第二條第七項規定定義本

辦法所稱消防財團法人。 

第三條  消防財團法人設立時，

其最低捐助財產總額為新臺幣

二千萬元。  

  一、以現金設立者，不得低於

最低捐助財產總額。 

  二、以現金、不動產或有價證

券設立者：其現金總額之

比率應達最低捐助財產總

額之百分之八十。 

      本辦法施行前經本局審查

取得許可文書，向該管法院完

成登記已設立之消防財團法

人，其最低捐助財產總額不受

前項之限制。 

一、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授權規定，訂定第一項消

防財團法人設立時最低捐助

財產總額及現金總額之比

率。 

        經參照全國性消防財團

法人之設立其財產最低總額

須達三千萬元，並為提供消

防財團法人足資運作之財產

孳息，將消防財團法人最低

捐助財產總額定為新臺幣二

千萬元，以降低消防財團法

人無法維持運作之風險。 

二、第二項係落實本法第六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 

第四條  消防財團法人依本法第 一、第一項參考證券投資信託基



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本

於安全可靠之原則進行投資

時，其項目及額度如下： 

  一、項目：以新臺幣保本型金

融商品為限。 

  二、額度：以法人登記財產總

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已設立法人之投資，投資

項目不符合前項規定者，應於

本辦法施行後一年內補正。 

金管理辦法第四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一）為避免消防財團法人

之投資因匯率變動造

成損失，定明投資項

目以新臺幣保本型金

融商品為限。 

    （二）為避免消防財團法人

擴大投資而未儘先用

於目的事業，額度以

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二、為對本法施行前已設立法人

有一致之規範，第二項明定

不符合前項規定者，（例如：

投資型保單、外幣保單），應

於一年內補正。 

第五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第三款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

五十萬元。  

參考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及金融機構洗錢防制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新臺幣五十

萬元(含等值外幣)以上大額通貨

交易，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之

規定，爰訂為五十萬元。 

第六條  民間捐助之消防財團法

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一億元以上或年度收入總

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應建

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併同

年度決算，一併報本局備查。 

      政府捐助之消防財團法

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局核定。 

      前二項消防財團法人之財

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並應依下 

      列消防財團法人誠信經營

規範指導原則，訂定誠信經營

規範： 

  一、實踐章程所訂宗旨。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授

權訂定第一項，民間捐助之

財團法人運作須達一定規模

以上，始符合辦理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度「職能分工」要

件，並考量孳息收入足以支

應目的事業支出所需經費之

充裕財源，法人登記財產總

額及年度收入總額均不宜過

低。 

二、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第二項。 

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授

權訂定第三項，考量消防財

團法人執行公益事業之特

性，參採各行業中最為嚴謹



  二、遵守法令。 

  三、堅守利益迴避。 

  四、財務透明。 

  五、資訊公開。 

  六、自主管理。 

  七、防範活動或服務損害利害

關係人。 

之銀行業、金控業及票券公

司之公司治理原則，或本署

所訂全國性消防財團法人誠

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擬定

指導原則，以供消防財團法

人訂定誠信經營規範之準

繩。 

第七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消防財團法人依本法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應送本

局備查之資料如下： 

  一、工作計畫。 

  二、經費預算。 

  三、工作報告。 

  四、財務報表。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

三款之資料格式、項目、編製

方式及應記載事項，應依附表

一(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年度

業務計畫及預算資料)、附表二

(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年度工

作報告書)之表單辦理。 

      第一項第四款之資料應依

附表三(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

年度業務執行報告及決算相關

資料)、附表四(高雄市消防財

團財團法人年度財務報告)之

格式辦理。 

一、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授

權訂定。  

二、對於辦理規模達一定金額以

上，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

務報表之消防財團法人，為

加強事前監理，本局爰明訂

表單，俾利遵循。  

第八條  消防財團法人依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應送

本局備查之相關資料，得以書

面送達或電子資料傳輸至本局

指定網站備查。 

一、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七項授

權訂定第一項，消防財團法

人應以電子資料傳輸至本局

指定網站備查。  

第九條  政府捐助之消防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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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公法人以書面向本局

推薦代表擔任本局依本法第四

一、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授權

訂定第一項。  

二、公法人捐助或捐贈消防財團

法人，其董事及監察人應各

有一定比例之由原捐助或捐



十八條為其遴聘之董事及本法

第四十九條為其遴聘之監察

人；其推薦擔任之董事、監察

人人數各自應有四分之一，非

整數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前項推薦代表擔任之董

事、監察人人數，占各該消防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總人數

之比率，於消防財團法人設立

或每次改選時，應依各公法人

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計數占

該消防財團法人登記財產總額

之比率計算，其非整數時，以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贈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定

明其公法人擔任董事、監察

人之計算方式。 

 

第十條  政府捐助之消防財團法

人，對其專任董事長及其他從

業人員薪資之支給方式與支給

基準，應審酌本法第五十三條

第二項所列因素，訂定薪資基

準，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本

局核准。薪資基準變更時，亦

同。  

      前項薪資基準，除因羅致

不易或具有專長特殊者外，其

上限如下：  

  一、董事長以不超過本局局長

待遇為限。  

  二、其他從業人員：經理人以

不超過本局局長待遇為

限；其餘人員以不超過本

局副局長待遇為限。  

一、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之

授權訂定，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之專任董事長及其他從

業人員薪資基準之審議程序

及上限規定。  

二、為符合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公益性質之設立目的，參照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

員薪資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一

項、第四點第一項規定訂定

第二項。  

三、第二項第二款所稱「經理

人」，如執行長、總經理、院

長及秘書長等職稱均屬之。  

第十一條  政府捐助之消防財團

法人，對其專任董事長及其他

從業人員之獎金及其他給與，

在相當本局及所屬單位員工支

給項目及基準範圍內，就支給

項目、對象、數額、上限及其

他條件，訂定獎金發放基準，

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之授權

訂定，並為監督並確保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及健全發

展，參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

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第五點第一

項規定，明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專任董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之



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本局核

准。獎金發放基準變更時，亦

同。 

獎金及其他給與之管理規範。  

規定 說明 

附表一: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年 

       度業務計畫及預算資料。 

附表二: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年 

       度工作報告書。 

附表三:高雄市消防財團財團法 

       人年度業務執行報告及 

       決算相關資料。 

附表四:高雄市消防財團財團法 

       人年度財務報告。 

 

一、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前

項之財團法人，依第一項規定

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工作計

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

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

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授權訂定。 

二、對於辦理規模達一定金額以

上，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

報表之消防財團法人，為加強

事前監理，本局爰明訂表單，

俾利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