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會計報表適用
收入支出表科目
編號
4
41
4101
410101
410102
410103
410104
410105
410106
410107
410108
410109
410110
410111
410112
410113
410114
410115
410116
410117
410118
410119
410120
410121
410122
410123
410124
410125
410126
410127
410128
410129
410130

名稱

定義

收入

凡一會計期間內經濟效益的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或負債減
少等方式，造成淨資產之增加屬之。
收入
凡一會計期間內經濟效益的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或負債減
少等方式，造成淨資產之增加屬之。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凡依法令或契約規定徵收、提撥或分配之收入屬之。
就業安定收入
凡依就業服務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凡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等規定徵收之收入屬之。
回收清除處理收入
凡依廢棄物清理法等規定收取回收清除處理之收入屬之。
污染整治收入
凡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等規定徵收及撥入之收入屬之。
違規罰款收入
凡依法令或契約規定收取之罰金、罰鍰、怠金、過怠金、沒入
金或沒入物、賠償及罰款等收入屬之。
醫療衛生救濟提撥收入 凡依藥害救濟法、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徵收及撥入之收入屬之。
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 凡依菸害防制法等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 凡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等規定提撥之收入屬之。
收入
商港服務費收入
凡依商港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就業保險提撥收入
凡依就業服務法等規定以就業安定費及就業保險提撥之收入屬
之。
金融監督管理收入
凡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理年費檢查費計繳標準及規費收取
辦法收取之收入屬之。
推廣貿易服務費收入 凡依貿易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能源研究發展收入
凡依能源管理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石油業務管理收入
凡依石油管理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緊急應變整備收入
凡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通訊傳播監督管理收入 凡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替代役研究發展及產業 凡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訓儲收入
運動彩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等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再生能源發展收入
凡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金融業營業稅分配收入 凡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環保提撥收入
凡依環境教育法等規定提撥之收入屬之。
港務公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等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等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殯葬設施管理收入
凡依殯葬設施管理條例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 凡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等規定提撥辦理公共藝術之收入屬之。
管線管理收入
凡依規定向管線所有人收取管線監理檢查費等收入屬之。
建築設施管理收入
凡依規定收取無障礙設施設置、綠建築管理及建築設施設計等
相關收入屬之。
農地變更回饋金收入 凡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等規定所收取之
收入屬之。
容積代金收入
凡依規定收取辦理容積移入繳納之容積代金等相關收入屬之。
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 凡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等規定以重劃區抵費地處分後盈餘
入
半數撥入之收入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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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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支出表科目
編號

名稱

定義

410131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提撥 凡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費用收取辦法等規定所收取之收入
收入
屬之。
410199 其他徵收及依法分配收 凡不屬於以上之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屬之。
入
4102
債務收入（債務基金專 凡債務基金之債務收入屬之。
用）
410201 債務收入
凡債務基金之債務收入屬之。
4103
勞務收入
凡提供勞務服務等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301 服務收入
凡提供研究、管理、技術及輸儲等勞務服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399 其他勞務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之勞務服務收入屬之。
4104
農政收入
凡提供農、林、漁、牧產品或農業服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01 農林漁牧收入
凡提供農、林、漁、牧產品或農業服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99 其他農政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之農林漁牧收入屬之。
4105
財產收益
凡財產孳息、廢舊物品售價、財產交易利益等收入屬之。
410501 財產孳息收入
凡收取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權利金屬之。
410502 廢舊物品售價收入
凡變賣廢舊物品等收入屬之
410503 財產交易利益
凡交換、移轉、處分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等所獲得
之賸餘屬之。
410599 其他財產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之財產收入屬之。
4106
投資收益
凡投資股息紅利及投資利益屬之。
410601 投資股息紅利
凡採權益法以外之投資獲配之現金股息紅利屬之。
410602 投資利益
凡投資評價所認列之利益、處分之利益等屬之。
4107
政府撥入收入
凡政府售股撥入、公庫撥款等收入屬之。
410701 政府售股撥入收入
凡出售政府持有之投資份額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702 公庫撥款收入
凡由公庫撥入或補助之收入屬之。
410799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之政府撥入收入屬之。
4108
教學收入
凡學雜費、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等收入屬之。
410801 學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學雜費之收入屬之。
410802 推廣教育收入
凡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收取價款屬主要業務之收入屬之。
410803 建教合作收入
凡為外界提供服務，如代為訓練、研究、設計等所獲得屬主要
業務之收入屬之。
4109
其他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之收入屬之。
410901 收回金融業特別準備 凡收回金融業特別準備屬之。
410902 受贈收入
凡接受贈與現金或其他財物屬之。
410903 雜項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收入屬之。
5
支出
凡一會計期間內經濟效益的減少，以資產流出、消耗或負債增
加等方式，造成淨資產之減少者屬之
51
支出
凡一會計期間內經濟效益的減少，以資產流出、消耗或負債增
加等方式，造成淨資產之減少者屬之
5101
人事支出
凡依法令規定進用（含聘僱）人員之薪資、福利、獎金或其他
給與等費用屬之。
510101 人事支出
凡依法令規定進用（含聘僱）人員薪資、福利、獎金或其他給與
等費用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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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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支出表科目
編號

名稱

定義

5102
業務支出
510201 業務支出
5103
獎補助支出

凡處理經常業務所需之支出屬之。
凡處理經常業務所需之支出屬之。
凡對國內外政府機關（構）
、民間團體或個人之補助、捐助、獎
助等屬之。
510301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凡對政府機關（構）之補（協）助屬之。
510302 捐助國內團體
凡對國內企業、行政法人、財團法人及其他民間團體（不含私
校）之捐助屬之。
510303 捐助私校
凡對私立學校之捐助屬之。
510304 其他獎補捐助
凡不屬以上其他捐助、補助及獎助之費用屬之。
5104
財產損失
凡交換、移轉、處分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等所發生
之損失屬之。
510401 財產交易損失
凡交換、移轉、處分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等所發生
之損失屬之。
5105
投資損失
凡投資評價所認列之損失、處分之損失等屬之。
510501 投資損失
凡投資評價所認列之損失、處分之損失等屬之。
5106
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凡屬於基金債務或融資租賃負債而衍生相關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屬之。
510601 債務付息及手續費
凡支付債務利息及手續費等屬之。
510602 其他利息
凡不屬於債務付息之其他利息等屬之。
5107
折舊、折耗及攤銷
凡固定資產折舊、遞耗資產折耗及無形資產攤銷費用屬之。
510701 固定資產折舊
凡按期提列固定資產之折舊屬之。
510702 遞耗資產折耗
凡按期提列遞耗資產之折耗屬之。
510703 無形資產攤銷
凡按期攤銷無形資產之數屬之。
5108
還本付息支出（債務基 凡債務基金還本付息之支出等屬之。
金專用）
510801 還本付息支出
凡債務基金還本付息之支出等屬之。
5109
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之支出屬之。
510901 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之支出屬之。
6
本期賸餘（短絀）
凡本年度收支互抵後之餘額屬之。
71
期初淨資產
凡本年度期初之淨資產屬之。
72
解繳公庫
凡本期賸餘或累積餘額解繳公庫屬之。
73
期末淨資產
凡本年度期末之淨資產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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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