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1

名稱
資產

11
流動資產
1101
現金
110101 庫存現金
110102 銀行存款
110103 零用及週轉金
110104 匯撥中現金
1102

短期投資

110201 短期投資

110299 短期投資評價調整
1103
應收款項
110301 應收票據
110302 備抵呆帳－應收票
據
110303 應收帳款
110304 備抵呆帳－應收帳
款
110305 應收利息
110398 其他應收款
110399 備抵呆帳－其他各
項應收款
1106
短期貸墊款
110601 短期墊款
110602 短期貸款
110603 備抵呆帳－短期貸
款
110604 應收到期長期貸款

定義
凡透過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獲得或掌握之經濟資源，能以貨幣衡量
並預期未來能提供經濟效益者屬之。
凡現金及其他將於一年內轉換為現金或運用之資產屬之。
凡庫存現金、銀行存款、零用及週轉金等屬之。
凡庫存之當地通用貨幣及外幣屬之。收入之數，記入借方；支領
之數，記入貸方。
凡存於金融機構等之款項屬之。存入之數，記入借方；支領之數，
記入貸方。
凡撥供零星支出之定額現金屬之。撥交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
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各項匯撥在途之現金屬之。匯出之數，記入借方；匯到之數，
記入貸方。
凡取得可於市場立即變現、不以控制被投資者及非以長期持有為
目的之各種股權及債券等屬之。
凡取得可於市場立即變現、不以控制被投資者及非以長期持有為
目的之各種股權及債券等屬之。取得之數，記入借方；賣出或減
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提列短期投資之評價調整屬之，係「110201短期投資」之評價
科目。增加價值之數，記入借方；減少價值之數，記入貸方。
凡應收票據及各項應收款等屬之。
凡收到可按票載日期收取一定款項之票據屬之。應收之數，記入
借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凡預估應收票據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10301應收票據」之評
價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因業務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款屬之。應收之數，記入借方；收
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凡預估應收帳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10303應收帳款」之評
價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應收未收之各項利息收入屬之。應收之數，記入借方；收現或
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應收款項屬之。應收之數，記入借方；收現或轉
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凡預估其他各項應收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10301應收票據」
及「110303應收帳款」以外其他各項應收款之評價科目。提列之
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短期貸出或墊付之款項屬之。
凡短期墊付之款項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
貸方。
凡短期貸出之款項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
貸方。
凡預估短期貸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10602短期貸款」之評
價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一年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到期之長期貸款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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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定義

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10605 備抵呆帳—應收到 凡預估應收到期長期貸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10604應收到
期長期貸款
期長期貸款」之評價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
數，記入借方。
1107
存貨
凡現存備供產銷之物料、商品存貨、在製品、製成品及各種產品
等屬之。
110701 物料
凡現存供非直接生產用及修繕、消耗、包裝用之各種物料屬之。
購入、退庫及盤餘之數，記入借方；領用、售出及盤絀之數，記
入貸方。
110702 商品存貨
凡現存供銷售之商品成本屬之。購入、退庫、盤餘及銷售退回之
數，記入借方；銷售及盤絀之數，記入貸方。
110703 在製品
凡現存在製造（包括提煉及生產）中之各種產品成本屬之。投入
生產原料、人工及分配製造費用之數，記入借方；轉入「製成品」
及其他各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10704 製成品
凡現存已製造完成供銷售之各種產品成本屬之。「在製品」轉來
成本、退庫、盤餘及銷售退回之數，記入借方；銷售及盤絀之數，
記入貸方。
110705 在建工程
凡現有承建、興建，以作為投資或供出售用之長期工程所投入各
項成本及認列工程餘絀屬之。投入成本及認列賸餘之數，記入借
方；承認短絀及工程完成時沖轉預收工程款或營建及加工品之
數，記入貸方。
110706 預收在建工程款
凡承建長期工程依約按完工比例攤算之各期請款總額屬之，本科
目餘額少於「在建工程」時，係「110705在建工程」之抵銷科目。
請款之數，記入貸方；工程完工時沖轉在建工程之數，記入借方。
110707 農產品
凡現存各項農產品成本屬之。投入成本、盤餘及銷售退回之數，
記入借方；銷售及盤絀之數，記入貸方。
110708 林產品
凡現存各項林產品成本屬之。投入成本、盤餘及銷售退回之數，
記入借方；銷售及盤絀之數，記入貸方。
110709 畜產品
凡現存各項畜產品之成本屬之。購入禽畜、孳生、飼養成本、盤
餘及銷售退回之數，記入借方；銷售、死亡及盤絀之數，記入貸
方。
110710 水產品
凡現存各項水產品成本屬之。購入、孳生、飼養成本、盤餘及銷
售退回之數，記入借方；銷售、死亡及盤絀之數，記入貸方。
110711 其他存貨
凡不屬於以上之存貨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
入貸方。
110712 備抵存貨跌價短絀 凡存貨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衡量而提列之備抵跌價短絀屬之，本
科目為上列各存貨科目之評價科目。發生之數，記入貸方；沖銷
之數，記入借方。
1108
預付款項
凡預付貨款、用品盤存及預付各種費用等屬之。
110801 預付貨款
凡預付之貨款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轉入相當科目
之數，記入貸方。
110802 預付在建工程款
凡承建、興建，以作為投資或供出售之長期工程而預付之工程款
屬之。支付之數，記入借方；收回及沖轉之數，記入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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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110803 用品盤存

110804 預付費用
110805 預付繳庫數
110899 其他預付款
1109

委託經營資產

定義
凡現存備供日常辦公用之文具及其他物品屬之。購入、退庫、盤
餘或期末盤存之數，記入借方；取用、售出、盤絀或期初轉出之
數，記入貸方。
凡預付各項費用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方；到期轉入相當科目
之數，記入貸方。
凡預付之解繳公庫淨額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方；沖轉之數，
記入貸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預付款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轉入
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將準備金之運用及管理委託受託機構經營
之資產屬之。

110901 委託經營資產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將準備金之運用及管理委託受託機構經營
之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長期貸墊款及準備
金
1201
長期貸款
120101 長期貸款

凡長期貸出或墊付之款項；或提撥特定財源供特定用途之準備金
等屬之。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長期貸款屬之。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長期貸款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
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預估長期貸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20101長期貸款」之評
價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長期墊款及其他長期墊款屬之。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墊款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
之數，記入貸方。
凡預估長期墊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20201長期墊款」之評
價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退休及離職準備金、其他準備金屬之。
凡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離儲金或自提退離儲金等屬
之。提存或產生孳息，記入借方；支付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準備金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
記入貸方。
凡以長期持有為目的之各種股權及債券等屬之。
凡以長期持有為目的及具重大影響力而採權益法評價之長期投
資屬之。
凡以長期持有為目的及具重大影響力而採權益法評價之長期投
資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採權益法評價之投資者，其評價後餘額與取得成本之差額屬
之，係「130101採權益法之投資」之評價科目。增加評價之數，
記入借方；減少評價之數，記入貸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長期投資屬之。
凡不屬於以上之長期投資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
記入貸方。
凡其他長期投資，其評價後餘額與取得成本之差額屬之，係

12

120102 備抵呆帳－長期貸
款
1202
長期墊款
120201 長期墊款
120202 備抵呆帳－長期墊
款
1203
準備金
120301 退休及離職準備金
120302 其他準備金
13
1301

長期投資
採權益法之投資

130101 採權益法之投資
130102 採權益法之投資評
價調整
1399
其他長期投資
139901 其他長期投資
139902 其他長期投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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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調整

14

固定資產

1401
土地
140101 土地

1402

土地改良物

140201 土地改良物

140202 累計折舊－土地改
良物
1404
房屋建築及設備
140401 房屋建築及設備
140402 累計折舊－房屋建
築及設備
1405
機械及設備
140501 機械及設備
140502 累計折舊－機械及
設備
1406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060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0602 累計折舊－交通及
運輸設備
1407
雜項設備
140701 雜項設備
140702 累計折舊－雜項設
備
1408
租賃資產
140801 租賃資產

140802 累計折舊－租賃資
產
1409
租賃權益改良
140901 租賃權益改良

定義
「139901其他長期投資」之評價科目。增加評價之數，記入借方；
減少評價之數，記入貸方。
凡供施政、營運使用，具有未來經濟效益且有一定使用或保存年
限之有形資產屬之。
凡各種房屋基地或其他建築用地等屬之。
凡各種房屋基地或其他建築用地等屬之。買入成本、永久性改良
支出、重估增值或受贈之數，記入借方；出售或減少之數，記入
貸方。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狀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一定使用年限，
除房屋建築及設備以外之不動產屬之。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狀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一定使用年限，
除房屋建築及設備以外之不動產屬之。改良支出之數，記入借
方；出售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提列土地改良物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0201土地改良物」之
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之設備屬之。
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之設備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
數，記入貸方。
凡提列房屋建築及設備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0401房屋建築及
設備」之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機械設備及其必備之配件屬之。
凡機械設備及其必備之配件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
數，記入貸方。
凡提列機械及設備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0501機械及設備」之
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交通運輸、通訊等設備及其工具屬之。
凡交通運輸、通訊等設備及其工具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
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提列交通及運輸設備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0601交通及運輸
設備」之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雜項設備屬之。
凡雜項設備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凡提列雜項設備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0701雜項設備」之抵銷
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採融資租賃方式取得之租賃標的物屬之。
凡採融資租賃方式取得之租賃標的物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
方；租賃期滿、中途解約或購入後轉入適當資產科目之數，記入
貸方。
凡提列租賃資產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0801 租賃資產」之抵
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結轉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凡對非屬融資租賃之租賃標的物所為資本性改良之成本屬之。
凡對非屬融資租賃之租賃標的物所為資本性改良之成本屬之。增
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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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定義

140902 累計折舊－租賃權 凡提列租賃權益改良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0901 租賃權益改
益改良
良」之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1410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凡為典藏、研究及展示使用，且具有歷史、自然、文化、教育或
藝術美學意義及無預期明確保存期限之圖書、史料、古物、博物
及歷史建築、古蹟等屬之。
141001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凡為典藏、研究及展示使用，且具有歷史、自然、文化、教育或
藝術美學意義及無預期明確保存期限之圖書、史料、古物、博物
及歷史建築、古蹟等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
入貸方。
141002 累計折舊－收藏品 凡提列消耗性收藏品之累計折舊屬之，係「141001 收藏品及傳
承資產」之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
方。但收藏品不會隨典藏、研究及展示等使用而逐漸消失或耗損
者，免提列折舊。
1411
購建中固定資產
凡未完工程及訂購機件等屬之。
141101 購建中固定資產
凡未完工程及訂購機件等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完工時轉
入適當資產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5
遞耗資產
凡天然資源，其價值隨開採或砍伐而耗竭之資產屬之。
1501
遞耗資產
凡天然資源，其價值隨開採或砍伐而耗竭的資產屬之。
150101 遞耗資產
凡天然資源，其價值隨開採或砍伐而耗竭之資產屬之。增加之
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50102 累計折耗－遞耗資 凡提列遞耗資產之累計折耗屬之，係「150101 遞耗資產」之抵
產
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16
無形資產
凡供施政、營運使用且具有未來經濟效益及無實體存在之無形資
產屬之。
1601
無形資產
凡權利、電腦軟體、發展中之無形資產及其他無形資產等屬之。
160101 權利
凡取得之商標權、專利權、著作權及其他財產權利等屬之。增加
之數，記入借方；攤銷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60102 電腦軟體
凡取得之電腦軟體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攤銷或減少之數，
記入貸方。
160104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凡無形資產於發展階段所發生應予資本化之支出屬之。增加之
數，記入借方；沖轉之數，記入貸方。
160199 其他無形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無形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攤銷或減
少之數，記入貸方。
18
其他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皆屬之。
1801
什項資產
凡存出保證金、存出保證品、催收款項、暫付及待結轉帳項等屬
之。
180101 存出保證金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款項屬之。存出之數，記入借方；收回之數，
記入貸方。
180102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非現金項目屬之。存出之數，記入借方；收回
之數，記入貸方。
180103 催收款項
凡各種應收債權，清償期屆滿六個月尚未收回或雖未屆滿六個
月，但已向債務人或保證人訴追或處理擔保品而轉入待催收之款
項屬之。轉入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報准轉銷呆帳之數，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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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定義

貸方。
180104 備抵呆帳－催收款 凡預估催收款項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80103催收款項」之評
項
價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18010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凡暫付性質尚未確定或待結轉相當科目之款項屬之。暫付之數，
記入借方，收回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80106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
記入貸方。（本科目應與「280107應付代管資產」科目同時使用)
180199 其他什項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
記入貸方。
1899
內部往來
凡內部往來屬之。
189901 內部往來
凡基金各部門間相往來之款項屬之。支出或應收之數，記入借
方；收入或轉抵之數，記入貸方。
（本科目為資產負債共用科目，
年度（結）決算彙編報表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軋平）
19
信託代理與保證資 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
產
1901
信託代理與保證資 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本科目及所屬各科
產
目，均屬備忘性質，應以附註表達，不列入基金平衡表之資產項
下；其相對科目為「2901信託代理與保證負債」。
190101 保管有價證券
凡受託保管之有價證券屬之。受託保管之數，記入借方；提取之
數，記入貸方；其相對科目為「290101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90102 保管品
凡受託保管之物品屬之。受託保管之數，記入借方；提取之數，
記入貸方；其相對科目為「290102應付保管品」。
190103 保證品
凡收到外界提供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狀、保險單
及銀行保證書等屬之。收到之數，記入借方；退還或沖轉之數，
記入貸方；其相對科目為「290103應付保證品」。
2
負 債
凡過去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發生之經濟義務，能以貨幣衡量，並將
以提供勞務或支付經濟資源之方式償付者屬之。
21
流動負債
凡將於一年內以流動資產或其他流動負債償還者屬之。
2101
短期債務
凡償還期限在一年或一業務週期（以較長者為準）內之銀行透
支、短期借款等屬之。
210101 銀行透支
凡向金融機構等短期透支之款項屬之。透支之數，記入貸方；償
還之數，記入借方。
210102 短期借款
凡向金融機構等借入償還期限在一年以內之款項屬之。借入之
數，記入貸方；償還之數，記入借方。
2102
應付款項
凡應付票據、應付帳款及應付代收款等屬之。
210201 應付票據
凡因業務所簽發於約定日期支付一定款項之票據屬之。應付之
數，記入貸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
210202 應付帳款
凡因業務所發生應付未付之帳款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支
付之數，記入借方。
210203 應付代收款
凡應付代收之款項屬之。代收之數，記入貸方；支付或轉帳之數，
記入借方。
210204 應付費用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費用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支付之數，
記入借方。
第 6 頁，共 9 頁

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210205 應付利息
210206 應付工程款
210207 應付繳庫數
210299 其他應付款
2106
預收款項
210601 預收貨款
210602 預收收入
210603 預收利息
210604 預收定金
210606 預收在建工程款
210607 在建工程

210699 其他預收款
2199
219901
23
2301
230101

其他流動負債
其他流動負債
長期負債
長期借款
長期借款

2302

應付租賃款

230201 應付租賃款

2399
其他長期負債
239901 其他長期負債
28
2801

其他負債
什項負債

280101 遞延收入

定義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利息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支付之數，
記入借方。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工程款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支付之數，
記入借方。
凡應付未付之解繳公庫款項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支付之
數，記入借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應付款項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支付之數，
記入借方。
凡預收貨款、預收利息及預收收入等屬之。
凡預收客戶訂購貨品之貨款屬之。預收之數，記入貸方；轉列收
入或退還之數，記入借方。
凡預收未實現之佣金、手續費等收入屬之。預收之數，記入貸方；
退還或轉列收入之數，記入借方。
凡預收未實現之利息收入屬之。預收之數，記入貸方；轉列收入
或退還之數，記入借方。
凡預收各項定金屬之。預收之數，記入貸方；退還或轉列相當科
目之數，記入借方。
凡承建長期工程依約按完工比例攤算之各期請款總額屬之。請款
之數，記入貸方；工程完工時沖轉在建工程之數，記入借方。
凡承建長期工程所投入各項成本及認列工程餘絀屬之，本科目餘
額小於預收在建工程款時，係「210606預收在建工程款」之抵銷
科目。投入成本及認列賸餘之數，記入借方；承認短絀及工程完
成時沖轉預收工程之數，記入貸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預收款屬之。預收之數，記入貸方；退還或轉入
相當科目之數，記入借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流動負債皆屬之。
凡不屬於以上之流動負債皆屬之。
凡不需於一年之內償付之負債屬之。
凡向金融機構等借入償還期限超過一年之款項屬之。
凡向金融機構等借入償還期限超過一年之款項屬之。借入之數，
記入貸方；償還之數，記入借方。
凡採融資租賃方式應付各期租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價值之現
值屬之。
凡採融資租賃方式應付各期租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價值之現
值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每期支付租賃款扣除攤銷各期利
息後之餘額，記入借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長期負債皆屬之。
凡不屬於以上之長期負債皆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償還之
數，記入借方。
凡不屬於以上之負債皆屬之。
凡存入保證金、應付保管款、應付退休及離職金、暫收及待結轉
帳項等屬之。
凡遞延於以後各期認列之收入屬之。發生之數，記入貸方；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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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定義

轉入收入之數，記入借方。
280102 負債準備
凡因過去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未確定時點或金額之現時法定
義務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方。
280103 金融業特別準備
凡提撥供處理法令明定有退場處理機構之特別準備屬之。增加之
數，記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方。
280104 存入保證金
凡收到外界提供作為保證用之款項屬之。收到之數，記入貸方；
退還或轉抵之數，記入借方。
280105 應付保管款
凡代為保管之款項屬之。保管之數，記入貸方；退還之數，記入
借方。
280106 應付退休及離職金 凡應付約聘僱人員之退休及離職金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
支付之數，記入借方。
280107 應付代管資產
凡應付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減少之
數，記入借方。（本科目應與「180106代管資產」科目同時使用）
280108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凡暫收性質尚未確定或待結轉相當科目之款項屬之。暫收之數，
記入貸方；退還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借方。
280199 其他什項負債
凡其他什項負債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
方。
2899
內部往來
凡內部往來屬之。
289901 內部往來
凡基金各部門間相往來之款項屬之。支出或應收之數，記入借
方；收入或轉抵之數，記入貸方。
（本科目為資產負債共用科目，
年度（結）決算彙編報表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軋平）
29
信託代理與保證負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及應付保證品等屬之。
債
2901
信託代理與保證負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及應付保證品等屬之。本科目
債
及所屬各科目，均屬備忘性質，不列入基金平衡表之資產與負債
項下，應以附註表達；其相對科目為「1901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
。
290101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凡應付委託保管之有價證券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減少之
數，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190101保管有價證券」。
290102 應付保管品
凡應付委託保管之物品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減少之數，
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190102保管品」。
290103 應付保證品
凡應付外界提供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狀、保險單
及銀行保證書等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
方；其相對科目為「190103 保證品」。
3
淨資產
凡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屬之。
31
淨資產
凡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屬之。
3101
淨資產
凡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屬之。
310101 累積餘額
凡截至上期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屬之。本期賸餘之數，記入貸
方；本期短絀或解繳公庫之數，記入借方。
310102 本期賸餘
凡本年度收入及支出互抵後之餘額屬之。年度終了或結束結帳
時，自收入各科目餘額轉入之數，記入貸方；自支出各科目餘額
轉入之數，記入借方。
310103 本期短絀
凡本年度收入及支出互抵後之餘額屬之。年度終了或結束結帳
時，自收入各科目餘額轉入之數，記入貸方；自支出各科目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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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會計報表適用
平衡表科目
編號

名稱

定義

轉入之數，記入借方。
註：第 1 級科目編號為 1 碼，第 2 級科目編號為 1 碼，第 3 級科目編號為 2 碼，第 4 級科目
編號為 2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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