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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政府營業基金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損益表科目核定表           
   

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科目 現行科目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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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營業基金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盈虧撥補表項目核定表          
   

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項目 現行項目 

編 號 項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項目名稱及定義 

107.05.01 
行政院主計總

處主會金字第

1070500408 號

函核定（自 108
年度適用） 

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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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錯誤更正追溯重編影響

以前年度累積盈餘之數屬之。 

8103 會計政策變動及前期錯誤更

正累積影響數 
凡會計政策變動及會計錯誤

影響以前年度累積盈餘之數

屬之。 

同上 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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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錯誤更正追溯重編影響

以前年度累積虧損之數屬之。 

8303 會計政策變動及前期錯誤更

正累積影響數 
凡會計政策變動及會計錯誤

影響以前年度累積虧損之數

屬之。 

109.04.07 
行政院主計總

處主會金字第

1090500226 號

核定（僅臺北

市政府追溯自

108 年度適用） 

8107 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凡本年度其他綜合損益重分

類至累積盈餘之數屬之。 

 （新增） 

同上 8304 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凡本年度其他綜合損益重分

類至累積虧損之數屬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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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營業基金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現金流量表項目核定表          
          

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項目 現行項目 

編 號 項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項目名稱及定義 

107.05.01 
行政院主計總

處主會金字第

1070500408 號

函核定（自108
年度適用） 

92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凡取得及處分約當現金以外

之流動金融資產（不計自營或

交易目的流動金融資產之增

減數）、投資、不動產、廠房

及設備、礦產資源、投資性不

動產、生物資產－非流動、無

形資產、什項資產、待處理資

產，增加及減少基金、長期應

收款、遞延資產，取得利息、

股利屬投資之報酬，所產生之

現金流入流出。 

92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凡取得及處分約當現金以外

之流動金融資產（不計自營或

交易目的流動金融資產之增

減數）、投資、不動產廠房及

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生物資

產－非流動、無形資產、什項

資產、待處理資產，增加及減

少長期應收款、遞延資產，取

得利息、股利屬投資之報酬，

所產生之現金流入流出。 

同上 9204 減少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礦

產資源 
凡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增加之

數。 

9204 減少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及礦

產資源 
凡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及

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增加之

數。 
同上 9213 增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礦

產資源 
凡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減少之

數。 

9213 增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及礦

產資源 
凡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及

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減少之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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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政府營業基金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資產負債表科目核定表          
          

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科目 現行科目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107.05.01 
行政院主計總

處主會金字第

1070500408 號

函核定（自108
年度適用） 

1108 消耗性生物資產－流動 
凡一年或一營業週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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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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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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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一營業週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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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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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109 生產性生物資產－流動 

凡一年或一營業週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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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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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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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一營業週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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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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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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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同上 1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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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5 

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科目 現行科目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同上 1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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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01 生產性植物」

之抵銷科目） 

 （新增） 

同上 141104 累計減損－生產性植物 
凡提列生產性植物之累計減

損屬之。提列之數，記入貸

方；售出、迴轉等沖銷累計減

損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

係「141101 生產性植物」之抵

銷科目） 

 （新增） 

同上 17 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超過一年或一營業週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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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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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701 消耗性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超過一年或一營業週期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生

物資產屬之。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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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70101 消耗性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

命之動物或植物，預期超過一

年或一營業週期變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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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01 消耗性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

命之動物或植物，預期超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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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減

少之數，記入貸方。 
同上 1702 生產性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超過一年或一營業週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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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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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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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週期變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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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01 生產性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

命之動物或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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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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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科目 現行科目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同上 3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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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錯誤更正追溯重編之影

響數屬之。增加盈餘之數，記

入貸方；減少盈餘之數，記入

借方。 

330205 會計政策變動及前期錯誤更

正累積影響數 
凡會計政策變動追溯適用及

前期錯誤更正追溯重編之影

響數屬之。增加盈餘之數，記

入貸方；減少盈餘之數，記入

借方。 
同上 3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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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錯誤更正追溯重編之影

響數屬之。增加虧損之數，記

入借方；減少虧損之數，記入

貸方。 

330302 會計政策變動及前期錯誤更

正累積影響數 
凡會計政策變動追溯適用及

前期錯誤更正追溯重編之影

響數屬之。增加虧損之數，記

入借方；減少虧損之數，記入

貸方。 

109.04.07 
行政院主計總

處主會金字第

1090500226 號

核定（僅臺北

市政府追溯自

108 年度適用） 

2801 負債準備 
凡提列工程保固、保證責任、

意外損失及各項準備等屬之。 

2801 負債準備 
凡提列工程保固、保證責任、

意外損失及各項保險準備等

屬之。 

同上 280119 員工福利負債準備 
凡因員工確定福利計畫提列

之負債準備屬之。增加之數，

記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

方。 

 （新增） 

同上 330206 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凡本期其他綜合損益重分類

至保留盈餘之數屬之。增加之

數，記入貸方；減少之數，記

入借方。 

 （新增） 

同上 330303 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凡本期其他綜合損益重分類

至累積虧損之數屬之。增加之

數，記入借方；減少之數，記

入貸方。 

 （新增） 

同上 3401 累積其他綜合損益 
凡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

損益、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

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損益、國

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

兌換差額、未實現重估增值、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等

3401 累積其他綜合損益 
凡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

損益、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

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損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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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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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科目 現行科目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屬之。 
同上 340105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凡精算損益、未包含於淨利息

之計畫資產報酬及未包含於

淨利息之資產上限影響數之

累積數額屬之。增加之數，記

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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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政府營業基金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用途別科目核定表           
          

核定日期 
及 文 號 

修正科目 現行科目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編 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 

110.5.7 
行政院主計總

處主會金字第

1100500321B
號函核定 
（自111年度適

用） 

2 服務費用 
凡水電、郵電、旅運、印刷裝

訂及廣告、修護、保險、專業

服務、公關慰勞費等費用皆屬

之。 

2 服務費用 
凡水電、郵電、旅運、印刷裝

訂及廣告、修護、保險、專業

服務、公共關係等費用皆屬

之。 

同上 29 公關慰勞費 
凡公共關係費及員工慰勞費

等屬之。 

29 公共關係費 
凡為應業務需要加強公共關

係之費用屬之。 

同上 2901 公共關係費 
凡對事業外人員之宴客招

待、婚喪賀儀、餽贈等費用屬

之。 

2901 公共關係費 
凡宴客招待、婚喪賀儀、餽贈

等費用屬之。 

同上 2902 員工慰勞費 
凡對事業員工之慰勞、餽贈等

費用屬之。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