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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產 凡透過各種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獲得或控制之資源，能

以貨幣衡量並預期未來能提供效益者屬之。但不包含

另表表達之資本資產。 
11 流動資產 凡現金及其他將於一年內轉換為現金或耗用之資產屬

之。 
111 現金 凡庫存現金、銀行存款、零用及週轉金等屬之。 
1111 庫存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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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銀行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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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零用及週轉金 凡撥供零星支出或週轉用途之定額現金屬之。撥交之

數，記入借方；收回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114 匯撥中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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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短期投資     凡買入可轉讓定期存單、有價證券及其他短期投資等

屬之。 
1121 可轉讓定期存單 凡買入可轉讓定期存單屬之。買入之數，記入借方；

賣出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122 有價證券 凡購入可於市場立即變現及不以控制被投資者或與其

建立業務關係為目的之有價證券屬之。買入之數，記

入借方；賣出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12Y 其他短期投資 凡不屬於以上之短期投資屬之。投資之數，記入借方；

收回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12Z 備抵短期投資跌價短絀 凡提列有價證券、其他短期投資之評價調整屬之，係

「1122有價證券」及「112Y其他短期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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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應收款項 凡應收票據及各項應收款等屬之。 
1131 應收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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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凡預估應收票據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131應收票

據」之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

之數，記入借方。 

1133 應收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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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凡預估應收帳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係「1133應收帳

款」之抵銷科目。提列之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

之數，記入借方。 

1135 應收分期帳款 凡採分期收款方式應向客戶收取之帳款屬之。應收之

數，記入借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136 備抵呆帳－應收分期帳款 凡預估應收分期帳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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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135應收分期帳款」之抵銷科目） 

1137 未實現利息收入 凡銷貨或提供勞務，其分期收款高於現銷價格之數屬

之。未實現利息之數，記入貸方；分期收款時或按期

認列利息收入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35應
收分期帳款」之抵銷科目) 

1138 應收收益  凡應收屬於本期之各項收益屬之。應收之數，記入借

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139 應收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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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A 應收股利 凡應收轉投資事業所分配之股息紅利屬之。應收之

數，記入借方；收現之數，記入貸方。 

113Y 其他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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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Z 備抵呆帳－其他各項應收款 凡預估其他各項應收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

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

目係「1131應收票據」、「1133應收帳款」及「1135
應收分期帳款」以外其他各項應收款之抵銷科目）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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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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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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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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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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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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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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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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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餘額少於「在建工程」時，

係「1145在建工程」之抵銷科目） 

1147 農產品 凡現存各項農產品成本屬之。投入成本、盤餘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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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之數，記入借方；銷售及盤絀之數，記入貸方。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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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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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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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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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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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數，記入貸方；沖銷之數，記入借方。

（本科目為上列各存貨科目之抵銷科目） 

115 預付款項 凡預付貨款、用品盤存及預付各種費用等屬之。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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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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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 用品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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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 預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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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預付利息 凡預付尚未到期之利息支出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

方；收回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15Y 其他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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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短期貸墊款 凡短期貸出或墊付之款項屬之。 
1161 短期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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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 短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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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 備抵呆帳－短期貸款 凡預估短期貸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記入

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62
短期貸款」之抵銷科目） 

1164 應收到期長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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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

方。 

1165 備抵呆帳—應收到期長期貸

款 
凡預估應收到期長期貸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

數，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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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係「1164應收到期長期貸款」之抵銷科目）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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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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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

款及準備金 
凡因業務上需要從事投資或產生之長期應收款、貸墊

款；或提撥特定財源供特定用途之準備金等屬之。 
121 長期應收款項 凡長期應收票據及應收款等屬之。 
1211 長期應收票據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各種應收票據屬之。應收之

數，記入借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212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票據 凡預估長期應收票據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

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211長期應收票據」之抵銷科目） 

1213 長期應收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各種應收款項屬之。應收之

數，記入借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 

1214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款 凡預估長期應收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記

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13
長期應收款」之抵銷科目） 

122 長期貸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長期貸款屬之。 
122Y 其他長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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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Z 備抵呆帳－其他長期貸款 凡預估長期貸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記入

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2Y
其他長期貸款」之抵銷科目） 

123 長期墊款 凡長期墊款及其他長期墊款屬之。 
1231 長期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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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 備抵呆帳－長期墊款 凡預估長期墊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記入

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31
長期墊款」之抵銷科目） 

123Y 其他長期墊款 凡不屬於以上之長期墊款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

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23Z 備抵呆帳－其他長期墊款 凡預估其他長期墊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

記入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23Y其他長期墊款」之抵銷科目） 

124 準備金 凡退休及離職準備金、其他準備金屬之。 
1241 退休及離職準備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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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Y 其他準備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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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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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理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凡理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屬之。 
1251 理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凡長期資金運用需要，投資於各種金融資產等屬之。

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3 其他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皆屬之。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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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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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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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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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入貸方。 

1314 備抵呆帳－催收款項 凡預估催收款項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記入

貸方；減提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313
催收款項」之抵銷科目）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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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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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應付代管

資產」科目同時使用) 
131Y 其他什項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什項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

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32 待整理資產 凡待整理之資產屬之。 
132Y 其他待整理資產 凡待整理之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少之

數，記入貸方。 

133 內部往來 凡內部往來屬之。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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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 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 
141 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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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信託代理

與保證負債」。 
1411 保管有價證券 凡代為保管之有價證券屬之。代為保管之數，記入借

方；提取之數，記入貸方；其相對科目為「2311應付

保管有價證券」。 

1412 保管品 凡代為保管之物品屬之。代為保管之數，記入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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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之數，記入貸方；其相對科目為「2312應付保管

品」。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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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應付保證品」。 

2 負 債 凡過去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發生之義務，能以貨幣衡

量，並將以提供勞務或支付資源之方式償付者屬之。

但不包含另表表達之長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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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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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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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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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 應付商業本票 凡因資金調度需要而發行之商業本票屬之。發行面額

之數，記入貸方；兌付之數，記入借方。 
2114 應付商業本票折價 凡發行商業本票所收現金少於本票之差額屬之。折價

之數，記入借方；攤銷之數，記入貸方。（本科目係

「2113應付商業本票」之抵銷科目） 

212 應付款項 凡應付票據、應付帳款及應付代收款等屬之。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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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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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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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 應付薪工 凡應付未付之薪資及工資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

支付之數，記入借方。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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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 應付稅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稅款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

繳付之數，記入借方。 
2127 應付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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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8 應付佣金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佣金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

支付之數，記入借方。 
2129 應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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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Y 其他應付款 凡不屬於以上之應付款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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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或沖轉之數，記入借方。 

213 預收款項 凡預收貨款、預收利息及預收收入等屬之。 
2131 預收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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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 預收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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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 預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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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 預收定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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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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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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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7 在建工程 凡承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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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數，記入貸方。（本科目

餘額小於預收在建工程款時，係「2136預收在建工程

款」之抵銷科目） 

213Y 其他預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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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其他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負債屬之。 
221 什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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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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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 應付保管款 凡代為保管之各種款項屬之。保管之數，記入貸方；

退還之數，記入借方。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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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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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代管

資產」科目同時使用）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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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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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內部往來 凡內部往來屬之。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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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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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負債準備 凡提存之各項準備等屬之。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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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信託代理與保證負債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及應付保證品等屬

之。 
231 信託代理與保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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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 
2311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凡應付代為保管之有價證券屬之。代為保管之數，記

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1411
保管有價證券」。 

2312 應付保管品 凡應付代為保管之物品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方；

減少之數，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1412保管品」。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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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之數，記入貸

方；退還或處理之數，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為「1413
保證品」。 

3 基金餘額 凡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屬之。 
31 基金餘額 凡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屬之。 
311 基金餘額 凡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屬之，包括累積餘額及本期

賸餘或短絀。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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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 本期賸餘 凡本年度基金來源及基金用途互抵後之餘額屬之。每

屆決算時，自基金來源各科目餘額轉入之數，記入貸

方；自基金用途各科目餘額轉入之數，記入借方。 
3113 本期短絀 凡本年度基金來源及基金用途互抵後之餘額屬之。每

屆決算時，自基金來源各科目餘額轉入之數，記入貸

方；自基金用途各科目餘額轉入之數，記入借方。 
註：本表第一級科目為一位數(如 1資產)，第二級科目為二位數(如 11 流動資產)，第三級科目為三位數(如 111

現金)，第四級科目為四位數(如 1111 庫存現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