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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徵課會計制度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章 會計報告 第三章 會計報告  

第二節 種類及格式 第二節 種類及格式  

十五、應編送之會計月報，其內容如下： 

（一）封面、目次（如附錄一，格式1、2） 

（二）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如附錄一，格

式3） 

（三）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如

附錄一，格式4） 

（四）關稅徵課平衡表（如附錄一，格式5） 

（五）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如附錄

一，格式6） 

（六）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如附

錄一，格式7） 

（七）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如附錄一，

格式8） 

（八）關稅徵課收入支出表（如附錄一，格

式9） 

十五、應編送之會計月報，其內容如下： 

（一）封面、目次（如附錄一，格式1、2） 

（二）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如附錄一，格

式3） 

（三）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如

附錄一，格式4） 

（四）關稅徵課平衡表（如附錄一，格式5） 

（五）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如附錄

一，格式6） 

（六）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如附

錄一，格式7） 

（七）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如附錄一，

格式8） 

（八）關稅徵課收入支出彙計表（如附錄一，

格式9） 

配合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下稱普會制度)第十四點修正報表名稱。 

十六、應編送之年度會計報告，其內容如下： 

（一）封面、封底及目次（如附錄一，格式

 10、11、12） 

（二）總說明（如附錄一，格式 13） 

（三）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如附錄一，同

格式 3） 

（四）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如

附錄一，同格式4） 

（五）關稅徵課平衡表（如附錄一，同格式

5） 

（六）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如附錄

十六、應編送之年度會計報告，其內容如下： 

（一）封面、封底及目次（如附錄一，格式

 10、11、12） 

（二）總說明（如附錄一，格式 13） 

（三）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如附錄一，同

格式 3） 

（四）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如

附錄一，同格式4） 

（五）關稅徵課平衡表（如附錄一，同格式

5） 

（六）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如附錄

配合普會制度第十五點修正報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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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同格式6） 

（七）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如附

錄一，同格式7） 

（八）關稅徵課執行數與預算數比較表（如

附錄一，格式 14） 

（九）關稅徵課現金出納表（如附錄一，格

式15） 

（十）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如附錄一，

同格式8） 

（十一）關稅徵課收入支出表（如附錄一，

同格式9） 

一，同格式6） 

（七）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如附

錄一，同格式7） 

（八）關稅徵課執行數與預算數比較表（如

附錄一，格式 14） 

（九）關稅徵課現金出納表（如附錄一，格

式15） 

（十）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如附錄一，

同格式8） 

（十一）關稅徵課收入支出彙計表（如附錄

一，同格式9） 

第四章 會計科目 第四章 會計科目  

第二節 分類、編號及說明 第二節 分類、編號及說明  

三十、本制度資產、負債、淨資產、收入及 支

出類之會計科目分類如下： 

（一）資產類：凡關稅徵課平衡表之資產科

目屬之。 

（二）負債類：凡關稅徵課平衡表之負債科

目屬之。 

（三）淨資產類：凡關稅徵課平衡表之淨資

產科目屬之。 

（四）收入類：凡關稅徵課收入支出表之收

入科目屬之。 

（五）支出類：凡關稅徵課收入支出表之支

出科目屬之。 

三十、本制度資產、負債、淨資產、收入及 支

出類之會計科目分類如下： 

（一）資產類：凡關稅徵課平衡表之資產科

目屬之。 

（二）負債類：凡關稅徵課平衡表之負債科

目屬之。 

（三）淨資產類：凡關稅徵課平衡表之淨資

產科目屬之。 

（四）收入類：凡關稅徵課收入支出彙計表

之收入科目屬之。 

（五）支出類：凡關稅徵課收入支出彙計表

之支出科目屬之。 

配合普會制度第十四點及第十五點修正報表名

稱。 

 

三十三、會計科目之名稱、編號及其定義說明

如下： 

（一）資產、負債及淨資產類科目 

21－流動負債：凡將於一年內以流動資產或其

三十三、會計科目之名稱、編號及其定義說明

如下： 

（一）資產、負債及淨資產類科目 

21－流動負債：凡將於一年內以流動資產或其

配合普會計制度第三十一點，修正會計科目分

類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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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他流動負債償還者屬流動負債。 

2103－應付款項：凡應付帳款及其他應

付款等屬之。 

210302－應付代收款：凡受其他機關

委託代收之稅費屬之。代收

之數，記入貸方﹔解繳或退

還之數，記入借方。 

 

28－其他負債：凡不屬於以上之負債皆屬之。 

 

2801－遞延收入：凡遞延於以後各期認

列之收入屬之。 

280101－遞延收入：凡遞延於以後各

期認列之收入屬之。發生之

數，記入貸方；實現轉入收

入之數，記入借方。 

 

2803－存入保證金：凡收到外界提供作為

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280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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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應付保管款：凡代為保管之款項

他流動負債償還者屬流動負債。 

2113－應付代收款：凡受其他機關委託

代收之稅費屬之。 

211301－應付代收款：凡受其他機關

委託代收之稅費屬之。代收

之數，記入貸方﹔解繳或退

還之數，記入借方。 

 

 

 

2199－其他流動負債：凡不屬於以上之

流動負債皆屬之。 

219901－遞延收入：凡遞延於以後各期

認列之收入屬之。發生之數，

記入貸方；實現轉入收入之

數，記入借方。 

 

2112－存入保證金：凡收到外界提供作為

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211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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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應付保管款：凡代為保管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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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屬之。 

280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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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02－應退稅費：凡應退還之稅費

屬之。應退之數，記入貸

方﹔退還之數，記入借方。 

: 

(三)預算控制類科目 

8－預算控制：凡用以記載法定預算及分配預

算等屬之。 

8101－關稅徵課歲入預算數：凡年度總預

算及追加（減）預算之關稅徵課歲

入預算數屬之。  

810101－關稅徵課歲入預算數：凡年度總

預算及追加（減）預算之關稅徵

課收歲預算數屬之。核定之數，

記入借方；核減、按期或按月轉

列分配之數，記入貸方；其相對

科目為「910601關稅徵課預計繳

付數」。 

屬之。 

211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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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02－應退稅費：凡應退還之稅費

屬之。應退之數，記入貸

方﹔退還之數，記入借方。 

: 

(三)預算控制類科目 

8－預算控制：凡用以記載法定預算及分配預

算等屬之。 

8101－關稅徵課收入預算數：凡年度總預

算及追加（減）預算之關稅徵課收

入預算數屬之。  

810101－關稅徵課收入預算數：凡年度總

預算及追加（減）預算之關稅徵

課收入預算數屬之。核定之數，

記入借方；核減、按期或按月轉

列分配之數，記入貸方；其相對

科目為「910601關稅徵課預計繳

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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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8102－關稅徵課歲入分配數：凡關稅徵課

徵課歲入預算數按期或按月分配之

數屬之。 

810201－關稅徵課歲入分配數：凡關稅徵

課徵課歲入預算數按期或按月

分配之數屬之。其由關稅徵課歲

入預算數轉列分配之數，記入借

方；分配數減少及年度終了沖轉

之數，記入貸方。  

9016－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凡預計關稅

徵課收入預算繳付公庫之數屬之。 

901601－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凡預

計關稅徵課收入預算繳付公

庫之數屬之。核定預算及追

加預算之數，記入貸方；追

減預算及年度終了沖轉之

數，記入借方；其相對科目

為「810101關稅徵課歲入預

算數」。 

8102－關稅徵課收入分配數：凡關稅徵課

徵課收入預算數按期或按月分配之

數屬之。 

810201－關稅徵課收入分配數：凡關稅徵

課徵課收入預算數按期或按月

分配之數屬之。其由關稅徵課收

入預算數轉列分配之數，記入借

方；分配數減少及年度終了沖轉

之數，記入貸方。  

9016－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凡預計關稅

徵課收入預算繳付公庫之數屬之。 

901601－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凡預計關

稅徵課收入預算繳付公庫之數

屬之。核定預算及追加預算之

數，記入貸方；追減預算及年度

終了沖轉之數，記入借方；其相

對科目為「810101關稅徵課收入

預算數」。 

附錄一 會計報告格式 附錄一 會計報告格式  

格式 2（目次） 

目       次 
                         頁次 

一、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   ｏｏ 

二、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   ｏｏ  

格式 2（目次） 

目       次 
                         頁次 

一、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   ｏｏ 

二、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   ｏｏ  

配合普會制度第十四點修正報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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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關稅徵課平衡表...................   ｏｏ 

四、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   ｏｏ 

五、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 ......   ｏｏ 

六、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 ..........   ｏｏ 

七、關稅徵課收入支出表 ..............    ｏｏ 

三、關稅徵課平衡表...................   ｏｏ 

四、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   ｏｏ 

五、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 ......   ｏｏ 

六、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 ..........   ｏｏ 

七、關稅徵課收入支出彙計表 ..........   ｏｏ 
格式 5 

機關名稱 

（機關關稅關名稱） 
（機關名稱） 
關稅徵課平衡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金額 科  目 名 稱 金額 

資產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代收款  

  其他負債  

  遞延收入  

  存入保證金  

  應付保管款  

  應退稅費  
  淨資產  
      資產負債淨額 

 

 

 

 

合     計 

  

合     計 

 

 

格式 5 

機關名稱 

（機關關稅關名稱） 
（機關名稱） 
關稅徵課平衡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金額 科  目 名 稱 金額 

資產  負債  

  流動負債  

  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應退稅費  

  遞延收入  
  淨資產  
      資產負債淨額 

 

 

 

 

合     計 

  

合     計 

 

 

配合普會計制度第三十一點，修正會計科目分

類及編號，爰修正相關科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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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格式9 

機關名稱 

關稅徵課收入支出表 
             中華名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金額 

本月執行數 累計執行數 

收入 

  稅課收入 

  罰款收入 

  規費收入 

  其他收入 

 

支出 

  繳付公庫數 

 

收支餘絀 
 

格式9 

機關名稱 

關稅徵課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名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金額 

本月執行數 累計執行數 

收入 

  稅課收入 

  罰款收入 

  規費收入 

  其他收入 

 

支出 

  繳付公庫數 

 

收支餘絀 
 

配合普會制度第十四點修正報表名稱。 

格式 12（目次） 

目       次 
                         頁次 

一、總說明...........................   ｏｏ 

二、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同附錄一格式 3 

三、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同附錄一格式 4  

四、關稅徵課平衡表...............同附錄一格式 5 

五、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同附錄一格式 6 

六、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 ..同附錄一格式 7 

七、關稅徵課執行數與預算數比較表...........ｏｏ 

八、關稅徵課現金出納表.....................ｏｏ 

九、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 ......同附錄一格式 8 

十、關稅徵課收入支出表 ..........同附錄一格式9 

格式 12（目次） 

目       次 
                         頁次 

一、總說明...........................   ｏｏ 

二、關稅徵課歲入累計表...........同附錄一格式 3 

三、關稅徵課以前年度應收數累計表.同附錄一格式 4  

四、關稅徵課平衡表...............同附錄一格式 5 

五、關稅徵課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同附錄一格式 6 

六、關稅徵課代收稅費收解情形表 ..同附錄一格式 7 

七、關稅徵課執行數與預算數比較表...........ｏｏ 

八、關稅徵課現金出納表.....................ｏｏ 

九、關稅徵課收入納庫分析表 ......同附錄一格式 8 

十、關稅徵課收入支出彙計表 ......同附錄一格式9 

配合普會制度第十五點修正報表名稱。 

附錄二關稅徵課會計制度會計科目與中央政府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

科目分類對照表 
關稅徵課會計負債類科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負債類科目 

210302應付代收款 210302應付代收款 

280101遞延收入 280101遞延收入 

280301存入保證金 280301存入保證金 

附錄二關稅徵課會計制度會計科目與中央政府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

科目分類對照表 
關稅徵課會計負債類科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負債類科目 

211301應付代收款 211301應付代收款 

211201存入保證金 211201存入保證金 

211401應付保管款  

配合普會計制度第三十一點，修正會計科目分

類及編號，爰修正相關科目編號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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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80401應付保管款 
280401應付保管款 

280402應退稅費 

關稅徵課會計預算控制類科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預算控制類科目 

810101 關稅徵課歲入預算數 810101 歲入預算數 

810201 關稅徵課歲入分配數 810201 歲入分配數 
 

211402應退稅費 211401應付保管款 

219901遞延收入 219901遞延收入 

關稅徵課會計預算控制類科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預算控制類科目 

810101 關稅徵課收入預算數 810101 收入預算數 

810201 關稅徵課收入分配數 810201 收入分配數 
 

 

 

 

 

 

 

附錄五  交易事項分錄釋例 
 交易事項 關稅徵課會計制度分錄 

一 年度開始時 

預算核定公布時  

記載關稅徵課歲入預算數 

 

借：關稅徵課歲入預算數 

貸：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 
<追加預算同，追減預算為相反之分錄> 

 

二 分配預算核定時 

記載關稅徵課歲入分配數 

借：關稅徵課歲入分配數 

貸：關稅徵課歲入預算數 
<追加預算同，追減預算為相反之分錄> 

 

 : : 

十 

(一) 

 

年度終了結帳分錄 

結清預算控制類科目 

 

借：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 

貸：關稅徵課歲入分配數 

 

 : : 
 

附錄五  交易事項分錄釋例 
 交易事項 關稅徵課會計制度分錄 

一 年度開始時 

預算核定公布時  

記載關稅徵課收入預算數 

 

借：關稅徵課收入預算數 

貸：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 
<追加預算同，追減預算為相反之分錄> 

 

二 分配預算核定時 

記載關稅徵課收入分配數 

借：關稅徵課收入分配數 

貸：關稅徵課收入預算數 
<追加預算同，追減預算為相反之分錄> 

 

 : : 

十 

(一) 

 

年度終了結帳分錄 

結清預算控制類科目 

 

借：關稅徵課預計繳付數 

貸：關稅徵課收入分配數 

 

 : : 
 

配合普會制度第三十一點修正會計科目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