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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定義 

1 資產 凡透過各種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獲得或控制之經濟資源，能以貨幣

衡量並預期未來能提供經濟效益者，包括流動資產、投資、長期

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

礦產資源、生物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11 流動資產 凡現金及其他將於一年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變現、

出售或耗用之資產皆屬之。 
1101 現金 凡庫存現金、銀行存款、零用及週轉金、匯撥中現金等屬之，但

不包括已指定用途，或有法律、契約上之限制者。 
110101 庫存現金 凡庫存之當地通用貨幣及外幣屬之。收款之數，記入借方；支付

之數，記入貸方。 
110102 銀行存款 凡存於金融機構等之活期存款或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

存款屬之。存入之數，記入借方；支領之數，記入貸方。 
1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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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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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流動金融資產 凡買入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及其他金融資產等，且

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融資產屬之。 
11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凡具下列條件之一，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

融資產屬之：(1)交易目的金融資產。(2)除依避險會計指定為被

避險項目外，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20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

之評價調整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本科目餘額如屬借方，則係「11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之附加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

「11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之抵銷

科目） 
11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 
凡非衍生金融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

個月內將變現之金融資產屬之：(1)被指定為備供出售者。(2)非
屬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

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應收

款等之金融資產者。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20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流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之數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餘額

如屬借方，則係「11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之附加科

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11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之抵銷科目） 
 

110205 累計減損－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流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且回

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

賣出、減損迴轉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之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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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06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流動 
凡於一年內到期，具有固定或可決定之收取金額及固定到期日，

且有積極意圖及能力持有至到期日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屬之。增加

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207 累計減損－持有至

到期日金融資產－

流動 

凡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

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減少之數，記入

貸方；賣出、減損迴轉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206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之抵銷科目） 

110208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

產－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資產，預期於平

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

之數，記入貸方。 
110209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

產評價調整－流動 
凡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餘額

如屬借方，則係「110208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流動」之附加

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110208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

產－流動」之抵銷科目） 
11021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 
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動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

衍生工具，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屬之。增加之

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211 累計減損－以成本

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凡以成本衡量之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

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賣出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21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之抵銷科目） 

110212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工具投資－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收取金額之債務工

具投資，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

變現者屬之：(1)未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者。(2)未指

定為備供出售者。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213 累計減損－無活絡

市場之債務工具投

資－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

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賣出、減損迴轉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10212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之抵銷科目） 
110298 其他金融資產－流

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流動金融資產（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

到期之定期存款）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

貸方。 
110299 其他金融資產評價

調整－流動 
凡其他流動金融資產提列評價調整，或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

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增加

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係「110298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之抵銷科目） 

1103 應收款項 凡應收票據及各項應收款等屬之。 
110301 應收票據 凡因業務經營或賒銷商品、原物料及提供勞務等，而收到可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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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02 備抵呆帳－應收票

據 
凡提列應收票據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提或

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301 應收票據」之抵銷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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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03 應收帳款 凡因業務經營或賒銷商品、原物料及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

收之帳款屬之，惟一年以上分期收取者，記入「110308 應收分

期帳款」。應收之數，記入借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數，記

入貸方。 
110304 備抵呆帳－應收帳

款 
凡提列應收帳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提或沖

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303 應收帳款」之抵銷科目） 
110305 應收醫療帳款 凡醫療院所提供醫療服務，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款之數屬之。應

收之數，記入借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10306 備抵醫療折讓 凡提列應收醫療帳款之備抵折讓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

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305 應收醫療帳款」

之抵銷科目） 
110307 備抵呆帳－應收醫

療帳款 
凡提列應收醫療帳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

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305 應收醫療帳款」

之抵銷科目） 
1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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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09 備抵呆帳－應收分

期帳款 
凡提列應收分期帳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

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308 應收分期帳款」

之抵銷科目） 
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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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08 應收分期帳款」之抵銷科目) 
110311 應收工程款 凡承建長期工程按完工比例依約分期請款，而應收取之工程款屬

之。應收之數，記入借方；收現或轉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10312 應收退稅款 凡已繳納而應退回之各項稅款屬之。應收之數，記入借方；收現

之數，記入貸方。 
1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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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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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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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16 託辦往來 凡與其他機構間之託辦往來款項屬之。付出或應收之數，記入借

方；收到或沖轉之數，記入貸方。 
110317 應收保費 凡應收未收之保費收入屬之。應收之數，記入借方；收現或轉入

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10318 備抵呆帳－應收保

費 
凡提列應收保費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提或

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317 應收保費」之抵銷

科目） 
11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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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或轉

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10399 備抵呆帳－其他各

項應收款 
凡提列其他各項應收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

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301 應收票據」、「110303
應收帳款」、「110305 應收醫療帳款」、「110308 應收分期帳款」

及「110317 應收保費」以外其他各項應收款之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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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存 貨 凡現存備供產銷之商（醫療）品存貨、原物料、在途材料、在製

品、製成品及各種產品等屬之。 
110401 在途材料 凡購入起運點交貨，而尚未到達之各種材料成本屬之。起運之

數，記入借方；運到及短絀之數，記入貸方。 
110402 原料 凡現存供直接生產用之各種原料成本屬之。購入、退庫及盤餘之

數，記入借方；領用、銷售及盤絀之數，記入貸方。 
110403 物料 凡現存供非直接生產用及修繕、消耗、包裝用之各種物品成本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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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04 醫療用品 凡現存供醫療用之藥品及衛材等成本屬之。購入、退庫及盤餘之

數，記入借方；領用、銷售或盤絀之數，記入貸方。 
1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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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或盤絀之數，記入貸方。 
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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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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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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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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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8 在建工程」之抵銷科目） 
110410 營建及加工品 凡現有以委建、合建、或自建方式承建、興建各種建物及營建加

工產品等，已完工結算尚未出售或變賣前所發生之成本屬之。營

建及加工成本之數，記入借方；已處理或售出之數，記入貸方。 
110411 農產品 凡現存各項農林漁牧等農產品成本屬之。「生物資產」轉來成本、

盤餘及銷售退回之數，記入借方；銷售及盤絀之數，記入貸方。 
110412 寄銷品 凡委託他人代銷之各種商品或產品成本屬之。撥交寄銷之數，記

入借方；銷售或退回之數，記入貸方。 
11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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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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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 消耗性生物資產－

流動 
凡一年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將變現、出售或耗用等

之消耗性生物資產屬之。 
110501 消耗性生物資產－

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或植物，預期於一年或一業

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生物資

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6 生產性生物資產－

流動 
凡一年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將變現、出售或耗用等

之生產性生物資產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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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01 生產性生物資產－

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或植物，預期於一年或一業

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生物資

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7 預付款項 凡預付貨款、用品盤存及預付各種費用等屬之。 
110701 預付貨款 凡訂購商品、藥品、原料、物料及燃料等而預付之貨款屬之。支

付之數，記入借方；收回及轉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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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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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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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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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06 進項稅額 凡依營業稅法之規定，進貨或購買勞務所支付之營業稅，可用以

扣抵銷項稅額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707 留抵稅額 凡依營業稅法之規定進項稅額大於銷項稅額，留抵以後銷項稅額

之數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708 預付稅款 凡預付或暫繳之各種稅捐屬之。預付或暫繳之數，記入借方；沖

轉或收回之數，記入貸方。 
110709 預付繳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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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98 其他預付款 凡不屬於以上之預付款項屬之。預付之數，記入借方；收回或轉

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108 短期貸墊款 凡短期墊款、短期貸款及應收到期長期貸款等屬之。 
110801 短期墊款 凡短期墊付之款項（包括員工借支、代繳保費、應收到期長期墊

款）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802 短期貸款 凡於一年內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可以收回之貸款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10803 備抵呆帳－短期貸

款 
凡提列短期貸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沖轉或

減少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10802 短期貸款」之抵銷

科目） 
110804 應收到期長期貸款 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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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投資、長期應收款、

貸墊款及準備金 
凡因融資、作業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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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採權益法之投資 凡投資事業或買入其他企業股票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屬之。 
120101 採權益法之投資成

本 
凡投資事業或買入其他企業股票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屬之。增加價

值之數，記入借方；減少價值之數，記入貸方。 
120102 採權益法之投資權

益調整 
凡採權益法評價者，其評價後餘額與帳列成本之差額屬之。增加

權益之數，記入借方；減少權益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餘額

如屬借方，則係「120101 採權益法之投資成本」之附加科目；

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120101 採權益法之投資成本」之

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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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3 累計減損－採權益

法之投資 
凡提列採權益法之投資之累計減損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

賣出、迴轉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101 採權

益法之投資成本」之抵銷科目） 
1202 非流動金融資產 凡買入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及其他金融資產等，非

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 
12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凡持有供交易或除依避險會計指定為被避險項目外，原始認列時

被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預期於平衡表

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 
12020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

之評價調整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本科目餘額如屬借方，則係「12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之附加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

係「12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之

抵銷科目） 
12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非流動 
凡非衍生金融資產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1)被指定為備供出售者。(2)非屬透過

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以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應收款等之金

融資產者。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20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之數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餘額

如屬借方，則係「12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之附加

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12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20205 累計減損－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非流

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且回

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

賣出、減損迴轉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2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20206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非流動 
凡到期日在一年以上，具有固定或可決定之收取金額及固定到期

日，且有積極意圖及能力持有至到期日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屬之。

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207 累計減損－持有至

到期日金融資產－

非流動 

凡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

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減少之數，記入

貸方；賣出、減損迴轉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206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20208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

產－非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資產，非預期於

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

之數，記入貸方。 
120209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

產評價調整－非流

動 

凡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餘額

如屬借方，則係「120208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非流動」之附

加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120208 避險之衍生金融

資產－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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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非流動 
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動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

衍生工具，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增加之

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211 累計減損－以成本

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凡以成本衡量之非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

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減少之

數，記入貸方；賣出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21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20212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工具投資－非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收取金額之債務工

具投資，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屬之：(1)未指定為透過餘絀按

公允價值衡量者。(2)未指定為備供出售者。增加之數，記入借

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213 累計減損－無活絡

市場之債務工具投

資－非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

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賣出、減損迴轉等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20212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20298 其他金融資產－非

流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非流動金融資產（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

期存款）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299 其他金融資產評價

調整－非流動 
凡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提列評價調整，及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

顯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增

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係「120298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203 其他長期投資 凡長期信託投資、政策性開發不動產及什項長期投資等屬之。 
120301 長期信託投資 凡與國內外金融機構或機關簽訂長期信託契約，委託代為操作或

管理之長期投資屬之。投資之數，記入借方；到期或提前解約等

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302 政策性開發不動產 凡配合政策開發或持有之不動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

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303 備抵政策性開發不

動產短絀 
凡提列各種政策性開發不動產之備抵短絀屬之。提列之數，記入

貸方；減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302 政策

性開發不動產」之抵銷科目) 
120398 什項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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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99 什項長期投資評價

調整 
凡什項長期投資之評價調整數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

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餘額如屬借方，則係「120398 什項

長期投資」之附加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120398
什項長期投資」之抵銷科目） 

1204 長期應收款 凡長期應收票據及應收款等屬之。 
120401 長期應收票據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較長者為準）之各種應

收票據屬之。應收票據面值之數，記入借方；收回或轉銷之數，

記入貸方。 
120402 備抵呆帳－長期應

收票據 
凡提列長期應收票據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

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401 長期應收票據」

之抵銷科目） 
120403 長期應收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較長者為準）之各種應

收款項屬之。應收之數，記入借方；收回或轉銷之數，記入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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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04 備抵呆帳－長期應

收款 
凡提列長期應收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提

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403 長期應收款」之

抵銷科目) 
1205 長期貸款 凡長期應收分期房屋貸款及其他長期貸款屬之。 
120501 應收分期房屋貸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較長者為準）之房屋貸

款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502 備抵呆帳－應收分

期房屋貸款 
凡提列應收分期房屋貸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

方；減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501 應收分

期房屋貸款」之抵銷科目） 
120598 其他長期貸款 凡不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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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99 備抵呆帳－其他長

期貸款 
凡提列其他長期貸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

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598 其他長期貸款」

之抵銷科目） 
1206 長期墊款 凡長期墊款及其他長期墊款屬之。 
120601 長期墊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較長者為準）之墊款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602 備抵呆帳－長期墊

款 
凡提列長期墊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提或

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601 長期墊款」之抵銷

科目） 
12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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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99 備抵呆帳－其他長

期墊款 
凡提列其他長期墊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

提或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20698 其他長期墊款」

之抵銷科目） 
1207 準備金 凡退休及離職準備金、改良及擴充準備金及改善生活設施準備金

等屬之。 
120701 退休及離職準備金 凡約聘僱人員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規定所提之公提退離儲

金或自提退離儲金皆屬之。提存或產生孳息，記入借方；支付或

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702 改良及擴充準備金 凡提存備供改良及擴充設備之準備金屬之。提存之數，記入借

方；支付之數，記入貸方。 
120703 改善生活設施準備

金 
凡依監獄行刑法等規定，提存備供受刑人改善生活設施之準備金

屬之。提存或產生孳息，記入借方；支付或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2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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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凡用於商品或勞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人或供管理目的而持

有，且預期持有期間超過一年之有形資產屬之。 
1301 土地 凡房屋基地或直接生產、交通水利、其他建築用地等屬之。 
130101 土地 凡各種基地用地成本、具永久性之土地改良及其未來經濟效益很

有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靠衡量之支出屬之。買入成本、永久性

改良支出、重估增值或受贈之數，記入借方；售出或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 
 

1302 土地改良物 凡有一定耐用年限之橋樑、圍牆等各種土地改良物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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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01 土地改良物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狀態而使用年限有限之房屋與建築以外不

動產成本及其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靠衡量之

支出屬之。改良成本、重估增值之數，記入借方；售出、毀損、

廢棄或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30203 累計折舊－土地改

良物 
凡提列土地改良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出、

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30201
土地改良物」之抵銷科目） 

1303 房屋及建築 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備等屬之。 
130301 房屋及建築 凡購建房屋建築及其附屬之設備成本屬之。規劃、設計、建築、

裝置、購進及足以延長其使用年限、增加其價值之改良等成本及

其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靠衡量之支出、或重

估增值暨受贈之數，記入借方；售出、毀損、廢棄或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 
130303 累計折舊－房屋及

建築 
凡提列房屋及建築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出、

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30301
房屋及建築」之抵銷科目） 

1304 機械及設備 凡供生產或辦公用之各項機械及設備等屬之。 
130401 機械及設備 凡購置機械設備及其備件成本屬之。設計、購進、裝置、試機及

足以延長其使用年限或增加其價值之改良等成本及其未來經濟

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靠衡量之支出、重估增值暨受贈

之數，記入借方；售出、毀損、廢棄或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30403 累計折舊－機械及

設備 
凡提列機械及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出、

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30401
機械及設備」之抵銷科目） 

1305 交通及運輸設備 凡供交通運輸及通訊用之各項設備屬之。 
130501 交通及運輸設備 凡購置交通運輸用、氣象通訊用等設備及其工具成本屬之。規

劃、設計、購進、裝置及足以延長其使用年限或增加其價值之改

良等成本及其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靠衡量之

支出、或重估增值暨受贈之數，記入借方；售出、毀損、廢棄或

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30503 累計折舊－交通及

運輸設備 
凡提列交通及運輸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

售出、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30501 交通及運輸設備」之抵銷科目） 
1306 什項設備 凡供作業辦公用之事務、防護設備等屬之。 
130601 什項設備 凡購置什項設備成本屬之。設計、購進、裝置及足以延長其使用

年限或增加其價值之改良等成本及其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

入，且成本能可靠衡量之支出、或重估增值暨受贈之數，記入借

方；售出、毀損、廢棄或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30603 累計折舊－什項設

備 
凡提列什項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出、

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30601
什項設備」之抵銷科目） 

1307 租賃資產 凡屬融資租賃之設備資產屬之。 
130701 租賃資產 凡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規定之融資租賃條件之租賃物，其各期

租金給付額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殘值之現值總額（或租賃開始

日該資產公允價值之較低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租賃

期滿、中途解約或購入後轉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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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02 累計折舊－租賃資

產 
凡提列租賃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結轉或

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30701 租賃資產」

之抵銷科目） 
1308 租賃權益改良 凡在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130801 租賃權益改良 凡在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及其未來經濟效益很

有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靠衡量之支出屬之。規劃、設計、建築、

購進及裝置，以增加服務潛能之改良成本，記入借方；售出、毀

損、廢棄或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30803 累計折舊－租賃權

益改良 
凡提列租賃權益改良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

出、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30801 租賃權益改良」之抵銷科目） 
1309 購建中固定資產 凡各種待過戶房地產、未完工程、預付工程及土地款、訂購機件

及設備款等屬之。 
130901 待過戶房地產 凡已取得房地產之所有權，正辦理過戶之法定程序，所支付一切

購置成本屬之。支付價款之數，記入借方；完成過戶程序轉入適

當資產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30902 未完工程 凡正建造、裝置或改良尚未完竣之各項工程及專供指定用途之專

案工程機件成本屬之。領用器材、機件、耗用人工或發包工程款

及分攤費用等發生之數，記入借方；完工時轉入適當資產科目之

數，記入貸方。 
130903 預付工程及土地款 凡工程施工前，而預先支付工程款、土地款屬之。預付之數，記

入借方；收回或轉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貸方。 
130904 訂購機件及設備款 凡為因應作業之需要，而訂購各種機件、設備而預先支付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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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生產性植物 凡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具生命之植物屬之：（1）用於農業產

品之生產或供給。（2）預期生產農產品期間超過一期。（3）將

其作為農業產品出售之可能性甚低。 
131001 生產性植物 凡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具生命之植物屬之：（1）用於農業產

品之生產或供給。（2）預期生產農產品期間超過一期。（3）將

其作為農業產品出售之可能性甚低。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

之數，記入貸方。 
131003 累計折舊－生產性

植物 
凡提列生產性植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出、

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31001
生產性植物」之抵銷科目） 

14 投資性不動產 凡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

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屬之。 
1401 投資性不動產 凡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

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屬之。 
140101 投資性不動產 凡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

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及依法令辦理資產之重估價屬之。增加

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40104 累計折舊－投資性

不動產 
凡提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

出、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40101 投資性不動產」之抵銷科目） 
1402 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凡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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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 
140201 建造中之投資性不

動產 
凡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 
15 礦產資源 凡礦產資源屬之。 
1501 礦產資源 凡蘊藏量將隨開採或其他使用方法而耗竭之天然礦產屬之。 

 
150101 礦產資源 凡蘊藏量將隨開採或其他使用方法而耗竭之天然礦產屬之。購買

及探勘開發成本暨增值、受贈之數，記入借方；售出、毀損之數，

記入貸方。 
 

150103 累計折耗－礦產資

源 
凡提列礦產資源之累計折耗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售出、

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耗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50101
礦產資源」之抵銷科目) 

16 生物資產－非流動 凡超過一年或一業務週期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生物資產

及生產性生物資產屬之。 
1601 消耗性生物資產－

非流動 
凡超過一年或一業務週期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生物資產

屬之。 
160101 消耗性生物資產－

非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超過一年或一業務週

期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生物資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

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60102 累計折舊－消耗性

生物資產－非流動 
凡提列消耗性生物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

售出、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60101 消耗性生物資產－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602 生產性生物資產－

非流動 
凡超過一年或一業務週期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生物資產

屬之，但不包括生產性植物。 
160201 生產性生物資產－

非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超過一年或一業務週

期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生物資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

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60202 累計折舊－生產性

生物資產－非流動 
凡提列生產性生物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

售出、毀損、廢棄等沖銷累計折舊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

「160201 生產性生物資產－非流動」之抵銷科目） 
17 無形資產 凡長期供生產及作業使用且具有未來經濟效益及無實體存在之

各種排他專用權皆屬之。 
1701 無形資產 凡專利權、電腦軟體及租賃權益等屬之。 
170101 專利權 凡價購或自行研發，供生產及業務用專利權，而向政府機關申請

登錄所發生之規費、專利代理費、模型、圖標製作費等必要支出

屬之。支出之數，記入借方；攤銷之數，記入貸方。 
170102 電腦軟體 凡外購或委託外界設計開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支出之數，

記入借方；攤銷之數，記入貸方。 
170103 租賃權益 凡依約取得生產及業務用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支

出之數，記入借方；攤銷之數，記入貸方。 
170104 遞延退休金成本 凡期末已認列退休金負債未達最低退休金負債而補列之金額，低

於未認列前期服務成本加計未認列過渡性淨給付義務（或減除未

認列過渡性淨資產）之數屬之。期末發生之數，記入借方；期初

轉回之數，記入貸方。 
170197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凡發展供生產及業務用之無形資產，於發展階段之所發生得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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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支出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記入貸方。 
170198 其他無形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發生之數，記入借方；攤銷之數，

記入貸方。 
18 其他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皆屬之。 
1801 遞延資產 凡遞延費用、預付退休金等屬之。 
180101 遞延費用 凡遞延費用屬之。發生之數，記入借方；攤銷之數，記入貸方。 
180102 預付退休金 凡提撥之退休基金高於淨退休金成本，其非屬流動部分之差額屬

之。發生之數，記入借方；沖轉之數，記入貸方。 
 

1807 什項資產 凡存出保證金、催收款項、暫付及待結轉帳項、代管資產及受託

經營權益等屬之。 
180701 存出保證金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金屬之。存出之數，記入借方；收回之數，

記入貸方。 
180702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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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03 催收款項 凡各種應收款項、貸墊款、放款及其他授信等債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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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催收之款項屬之。轉入之數，記入借

方；收回或報准轉銷呆帳之數，記入貸方。 
180704 備抵呆帳－催收款

項 
凡提列催收款項之備抵呆帳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減提或

沖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80703 催收款項」之抵銷

科目） 
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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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06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之資產屬之。發生之數，記入借方；處分或

交還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應與「280706 應付代管資產」

科目同時使用) 
180707 累計折舊－代管資

產 
凡提列代管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沖銷之

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180706 代管資產」之抵銷科目） 
180708 受託經營權益 凡受其他經濟個體之委託或公開競價等方式，而取得代為經營之

權益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或收回之數，記入貸方。 
180798 其他什項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什項資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數，

記入貸方。 
1808 待處理資產 凡待處理資產屬之。 
180801 委託處分資產 凡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或各地方政府財政局代為處理之財產

屬之。轉入之數，記入借方；售出之數，記入貸方。 
180898 其他待處理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之待處理資產屬之。增加之數，記入借方；減少之

數，記入貸方。 
1809 內部往來 凡內部往來屬之。 
180901 內部往來 凡基金內各部門間相互往來之款項屬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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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保證品及應收代收款等屬之。 

1901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保證品及應收代收款等屬之。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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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項下各四級科目，均屬備忘科目，其相對科目為「2901 信託代

理與保證負債（備忘科目）」項下各四級科目須同時使用，均不

列入平衡表之資產與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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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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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03 保證品 凡收到外界存入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狀等屬之。

存入之數，記入借方；退還或處理之數，記入貸方。 
190104 應收代收款 凡受客戶或同業委託應收代收之款項屬之。受託應收之數，記入

借方；退還或解繳之數，記入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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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流動負債、長期

負債、其他負債等。 
21 流動負債 凡將於一年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需以流動資產或其

他流動負債償還者皆屬之。 
2101 短期債務 凡償還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之銀行透

支、借款及到期長期負債等屬之。 
210101 銀行透支 凡向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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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向銀行或其他機關借入款項（銀行透支除外）償還期限在一年

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屬之。借入之數，記入貸方；

償還之數，記入借方。 
2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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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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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03 應付商業本

票」之抵銷科目） 
210120 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凡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內（以較長者為準）到期之長期負債屬之

（不包括以準備金償還及預期再融資之到期長期負債）。轉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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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代收款、應付費用、應付稅款等屬

之。 
210201 應付票據 凡因業務、作業或賒購商品、原物料及勞務等所簽發於約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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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或賒購商品、原物料及勞務等所發生應付未付之

帳款屬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轉為應付票據或支付之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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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薪工 凡應付未付員工或外包工資屬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支付之

數，記入借方。 
2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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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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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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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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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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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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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10 應付繳庫數 凡應付解繳公庫淨額或其他繳庫款屬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

繳解之數，記入借方。 
210211 應付保險給付 凡應付未付之保險給付屬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支付之數，

記入借方。 
210298 其他應付款 凡不屬於上列各項之其他應付款屬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支

付之數，記入借方。 
2103 預收款項 凡預收貨款、預收利息、預收收入、預收在建工程款等屬之。 
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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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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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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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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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05 銷項稅額 凡依營業稅法之規定，於銷貨或提供勞務時向顧客另收營業稅用

以扣抵進項稅額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

方。 
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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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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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06 預收在建工程款」之抵銷科目） 
210308 預收保費 凡預收之保費屬之。預收之數，記入貸方；轉列收入或退還之數，

記入借方。 
21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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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 流動金融負債 凡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之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及

其他金融負債等屬之。 
2104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流動 

凡具下列條件之一，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之金融

負債屬之：(1)交易目的金融負債。(2)除依避險會計指定為被避

險項目外，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負債。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21040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

之評價調整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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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調整－流動 （本科目餘額如屬借方，則係「2104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流動」之抵銷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

「2104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之附加

科目） 
 

210403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

債－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負債，且預期於

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

之數，記入借方。 
 

210404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

債評價調整－流動 
凡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餘額

如屬借方，則係「210403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流動」之抵銷

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210403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

債－流動」之附加科目） 
210405 其他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之金融負債－

流動 

凡非屬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因金融資產之移轉

不符合除列要件或因適用持續參與法而產生之金融負債、財物保

證合約、及以低於市場之利率提供放款之承諾，且預期於平衡表

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屬之。 
210406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負債－流動 
凡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連結，並以交付該權益工具

交割之衍生工具負債，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且預期於平衡

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

記入借方。 
210498 其他金融負債－流

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流動金融負債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

之數，記入借方。 
22 長期負債 凡到期日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較長者為準）或無須以流

動資產或流動負債清償之債務皆屬之。 
2201 長期債務 凡償還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較長者為準）之應付債

券、長期借款、應付長期工程款、應付租賃款等屬之。 
220101 應付債券 凡奉核准並已發行之債券屬之。發行債券面額之數，記入貸方；

償還之數，記入借方。 
220102 應付債券溢價 凡發行債券所收價款超出債券面額之數屬之。超出之數，記入貸

方；攤銷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係「220101 應付債券」之

附加科目) 
220103 應付債券折價 凡發行債券所收價款少於債券面額之差額屬之。折價之數，記入

借方；攤銷之數，記入貸方。（本科目係「220101 應付債券」

之抵銷科目) 
220104 長期借款 凡向銀行或其他機關借入償還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

較長者為準）屬之。借入之數，記入貸方；償還或減少之數，記

入借方。 
220105 應付長期工程款 凡應償還工程款之期限在一年或一業務週期以上（以較長者為

準）屬之。發生之數，記入貸方；償還或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220106 應付租賃款 凡融資租賃契約應付各期租金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殘值之現

值屬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每期支付租金扣除利息費用後之

餘額，記入借方。 
220107 應計退休金負債 凡年度淨退休金成本預計一年內不支付或提撥者及為使期末退

休金負債達最低退休金負債所補列之金額屬之。發生之數，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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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沖轉之數，記入借方。 
220108 長期預收款 凡預收非屬流動負債性質之各種款項屬之。預收之數，記入貸

方；退還或轉列相當科目之數，記入借方。 
220198 其他長期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長期負債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

記入借方。 
2202 非流動金融負債 凡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之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及其他金融負債等屬之。 
 

22020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非流動 

凡持有供交易或除依避險會計指定為被避險項目外，原始認列時

被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非預期於平衡表

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

記入借方。 
22020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

之評價調整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本科目餘額如屬借方，則係「220201 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之抵銷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

則係「220201 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之附加科目） 
220203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

債－非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負債，非預期於

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

之數，記入借方。 
220204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

債評價調整－非流

動 

凡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餘額

如屬借方，則係「220203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非流動」之抵

銷科目；本科目餘額如屬貸方，則係「220203 避險之衍生金融

負債－非流動」之附加科目） 
220205 其他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之金融負債－

非流動 

凡非屬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因金融資產之移轉

不符合除列要件或因適用持續參與法而產生之金融負債、財物保

證合約、及以低於市場之利率提供放款之承諾，且非預期於平衡

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屬之。 
220206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負債－非流動 
凡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連結，並以交付該權益工具

交割之衍生工具負債，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且非預期於平

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屬之。轉入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

數，記入借方。 
220298 其他金融負債－非

流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非流動金融負債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

少之數，記入借方。 
28 其他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負債皆屬之。 
2801 遞延負債 凡遞延收入屬之。 
280101 遞延收入 凡遞延收入屬之。發生之數，記入貸方；攤銷之數，記入借方。 
2802 負債準備 凡提存之各項準備等屬之。 
280201 責任準備 凡辦理保險業務所提存之責任準備餘額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

方；收回或沖減之數，記入借方。 
280202 安全準備 凡辦理保險業務所提存之安全準備餘額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

方；收回或沖減之數，記入借方。 
280203 除役、復原及修復成凡為辦理除役、復原及修復事宜，提存之負債準備屬之。增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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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負債準備 數，記入貸方；支付或沖減之數，記入借方。 
280204 虧損性合約之負債

準備 
凡履行合約義務所發生不可避免之成本超過預期從該合約獲得

之經濟效益，該合約認列之現時義務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

收回或沖減之數，記入借方。 
280205 估計產品售後服務

準備 
凡估計產品售後保固期間，履約所應負擔之金額屬之。應付之

數，記入貸方；履約或轉入相當科目之數，記入借方。 
280206 保證責任準備 凡辦理保證業務，依規定提列備供代償債務之準備屬之。提列之

數，記入貸方；減提或沖轉之數，記入借方。 
 

280298 其他負債準備 凡不屬於以上之各類準備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收回或沖

減之數，記入借方。 
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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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經營負債等屬之。 
 

280701 存入保證金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存入之數，記入貸

方；退還或轉抵之數，記入借方。 
280702 應付保管款 凡為其他機關或個人代為保管之各種款項屬之。應付保管之數，

記入貸方；支付之數，記入借方。 
2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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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04 應付改善生活設施

金 
凡依監獄行刑法等規定，提列改善收容人生活設施金未付數，提

列之數，記入貸方；支付之數，記入借方。 
2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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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06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數屬之。發生之數，記入貸

方；處分或交還之數，記入借方。（本科目應與「180706 代管

資產」科目同時使用） 
280708 委託經營負債 凡委託其他經濟個體經營，受託者於經營期間所投入之資金，依

約應付給受託者之款項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

記入借方。 
280798 其他什項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什項負債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

記入借方。 
2809 內部往來 凡內部往來屬之。 
280901 內部往來 凡基金內各部門間相互往來之款項屬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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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應付保證品及受託代收款等

屬之。 
2901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

債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應付保證品及受託代收款等

屬之。本科目項下各四級科目，均屬備忘科目，其相對科目為

「1901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備忘科目）」項下各四級科目須

同時使用，均不列入平衡表之資產與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

方式表達。 
290101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凡應付受託保管有價證券屬之。受託保管之數，記入貸方；減少

之數，記入借方。 
290102 應付保管品 凡應付受託保管物品屬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提取之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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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借方。 
290103 應付保證品 凡應付收到廠商存入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狀等屬

之。應付之數，記入貸方；退還或處理之數，記入借方。 
290104 受託代收款 凡應付受客戶或同業委託代收之款項屬之。應付受託之數，記入

貸方；退還或解繳之數，記入借方。 
3 淨值 凡全部資產減除全部負債後之餘額者屬之，包括基金、公積及累

積餘絀等。 
31 基金 凡非營業特種基金獲政府挹注基金之資金、資產作價或移撥、公

積及賸餘撥充基金等，或待轉列基金之資產屬之。 
3101 基金 凡非營業特種基金獲政府挹注基金之資金、資產作價或移撥、公

積及賸餘撥充基金等，或待轉列基金之資產屬之。 
310101 基金 凡非營業特種基金循預算程序，獲政府挹注基金之資金、資產作

價或移撥、公積及賸餘撥充基金等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

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310102 預收基金 凡非營業特種基金獲政府預撥待轉列基金之資產屬之。預撥之

數，記入貸方；轉列基金之數，記入借方。 
32 公積 凡非由業務所產生之淨資產增加數皆屬之。 
3201 資本公積 凡受贈公積及其他資本公積等屬之。 
320101 受贈公積 凡受贈資產屬之。受贈之數，記入貸方；轉出之數，記入借方。 
320102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

資股權淨值變動數 
凡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股權淨值變動，造成對其所享之權益份額

發生變動之數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沖減之數，記入借方。 
320198 其他資本公積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之其他資本公積屬之。提列之數，記入貸方；

轉出之數，記入借方。 
3202 特別公積 凡自賸餘中，循預算程序提撥供指定用途之公積屬之。 
320201 特別公積 凡自賸餘中，循預算程序提撥供指定用途之公積屬之。提撥之

數，記入貸方；轉出之數，記入借方。 
33 累積餘絀 凡累積賸餘、累積短絀屬之。 
3301 累積賸餘 凡截至本期止未經指撥或分配之賸餘屬之。 
330101 累積賸餘 凡截至上期未分配賸餘屬之。賸餘分配時未經分配賸餘之數，記

入貸方；分配賸餘之數，記入借方。 
330102 本期賸餘 凡本期收支互抵後之餘額屬之。每屆決算時，自業務收入、業務

外收入各科目餘額轉入之數，記入貸方；自業務成本與費用、業

務外費用各科目餘額轉入之數，記入借方。 
330103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

之影響數 
凡會計政策變動追溯適用及重大前期錯誤更正追溯重編之影響

數屬之。增加賸餘之數，記入貸方；減少賸餘之數，記入借方。 
3302 累積短絀 凡截至本期止未經彌補之累積短絀屬之。 
330201 累積短絀 凡截至上期尚未彌補之短絀屬之。短絀撥補時未經彌補之短絀，

記入借方；彌補短絀之數，記入貸方。 
330202 本期短絀 凡本期收支互抵後之餘額屬之。每屆決算時，自業務收入、業務

外收入各科目餘額轉入之數，記入貸方；自業務成本與費用、業

務外費用各科目餘額轉入之數，記入借方。 
330203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

之影響數 
凡會計政策變動追溯適用及重大前期錯誤更正追溯重編之影響

數屬之。增加短絀之數，記入借方；減少短絀之數，記入貸方。 
34 淨值其他項目 凡累積其他綜合餘絀及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短絀等淨值之

調整項目皆屬之。 



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平衡表科目 

第 19 頁，共 19 頁 

編號 名稱 定義 

3401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

分之避險工具餘絀、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未

實現重估增值等屬之。 
 

3401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未實現餘絀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340102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

有效避險部分之避

險工具餘絀 

凡金融資產現金流量有效避險部分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

之。增加之數，記入貸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340103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

報表換算之兌換差

額 

凡在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按歷史匯率、現時匯率或當期加權平

均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暨具有長期投資性質外幣墊款不

擬於可預見將來結清之兌換差額，及為規避國外淨投資風險所訂

遠期外匯買賣合約之匯率變動影響數屬之。增加之數，記入貸

方；減少之數，記入借方。 
 

340104 未實現重估增值 凡依法令辦理資產重估所產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屬之。增值之數，

記入貸方；轉出之數，記入借方。 
340198 其他綜合餘絀 凡不屬以上之其他綜合餘絀項目屬之。 
3402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之淨短絀 
凡期末已認列退休金負債未達最低退休金負債而補列之金額，超

過未認列前期服務成本加計未認列過渡性淨給付義務（或減除未

認列過渡性淨資產）之數屬之。 
340201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之淨短絀 
凡期末已認列退休金負債未達最低退休金負債而補列之金額，超

過未認列前期服務成本加計未認列過渡性淨給付義務（或減除未

認列過渡性淨資產）之數屬之。期末發生數，記入借方；期初轉

回之數，記入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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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