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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鋼

新會計制度修正重點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各機關107年度期初開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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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會制度修正重點
◎新制報表強化財務資訊之表達

各機關原主要僅編製平衡表（流動性），新增編資本資產表（含投資評價、財產折舊、
攤銷等）、長期負債表及收入支出彙計表等，可適正表達機關整體資產負債與收入支
出全貌，增進政府財務資訊完整性及透明度。

收入支出彙計表
收入
：

支出

：

收支餘絀

平衡表(流動性)

資產 負債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專戶存款 存入保證金

： ：
淨資產

合計 合計

資本資產表(固定性)

資本資產 資本資產總額
固定資產
土地
房屋建築及
設備
：

完整
表達
收支
全貌

長期負債表

長期負債總額 長期負債

表達
流動
資產
負債

表達
財產
全貌

表達
長期
負債
全貌

歲入累計表

科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合計

稅課收入

：

經費累計表

科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合計

００計畫
：

(

政
會
依
會
計
法
規
定
固
定
帳
項
等
另
帳
處
理)

商
業
會
計
之
資
產
負
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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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整併現行歲入、歲出2張平衡表等，可於1張平衡表內完整
表達機關流動性財務資訊；又公務彙總報告採彙編方式即可（無需再作

統制分錄等繁複作業），有效提升會計行政效率。

機關經費（歲出）類平衡表

資產 負債

專戶存款 保管款 7

： ：

舊制

機關歲入類平衡表

資產 負債

歲入結存 保管款 3
： ：

新制

◎提升會計行政效率

平衡表

資產 負債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專戶存款 存入保證金 10

： ：

合 計 合 計

歲入累計表

科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合計
稅課收入

：

經費累計表

科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合計

００計畫
：

收入支出彙計表

收入
：
稅課收入
：

支出
人事支出

：
收支餘絀

平衡表

資產 負債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專戶存款 存入保證金 10

： ：

合 計 合 計

收入支出彙計表

收入
稅課收入
：

支出
人事支出
：

收支餘絀

機關報表 彙總報表

總會計－公務部分

新普會制度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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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會制度帳表

平衡表

負債類
科目

資產類
科目

資本資產表

淨資產類
科目 資本

資產
資本資產
總額

長期負債表

長期
負債

長期負債
總額

收入支出彙計表

收入類
科目

支出類
科目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帳 長期負債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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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會制度修正重點
◎表達預算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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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會制度修正重點
◎表達收支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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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會制度修正重點
◎表達機關財務狀況等存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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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會制度修正重點
◎表達機關與公庫間撥付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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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會制度修正重點
◎輔助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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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鋼

新會計制度修正重點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各機關107年度期初開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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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收入預算執行之核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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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收入預算執行之核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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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支出預算執行之核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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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支出預算執行之核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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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資本資產及其變動表之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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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資本資產變動表範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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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資產成本增加數2,139,176元=屬預算執行增加數870,860元+其他依財產規制移入、

受贈或土地依公告地價申報增值等增加數1,258,316元+資本資產帳誤增(減)帳更正

10,000元。

二、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數10,903,445元＝本年度預算執行數7,897,454元＋以前年度保

留預算執行數3,005,991元。

三、預算執行增加數870,860元較設備及投資執行數10,903,445元減少10,032,585元，係：

(一)時間性落差：普通公務帳未列支100,000元，資本資產帳已登載。

(二)預算以資本門編列，惟實際購置因未達2年或1萬元，列為物品計200,208元。

【除符合行政院80年4月29日臺(80)孝授三字第04241號函，倘有此差異，請於下

月份辦理普通公務帳轉正】

(三)○○區聯合辦公大樓後側連鎖磚鋪設以設備及投資預算支應，因未涉及實體財產

之購置，爰不登資本資產帳132,377元。

(四)○○公園欄杆柱油漆粉刷、○○街綠地割草綠美化等工程，因屬設施維護不具經

濟效益，不列資本資產帳1,400,000元。

(五)設備及投資執行數8,300,000元，係共同採購電腦設備予各機關使用，由使用機

關列財產帳，爰本機關未登載資本資產帳。

(六)預算以經常門編列，執行後卻登列資本資產帳37,089元。【不合理差異，倘有此

差異，請於下月份辦理普通公務帳轉正】

(七)墊付款37,089元於本年度進行帳務轉正，以前年度已登資本資產帳。

(八)購建中固定資產項下工程管理費，購置物品計100,000元。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資本資產變動表範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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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依財產規制移入、受贈或土地依公告地價申報增值等增加數1,258,316元，係：

(一)由其他機關撥入100,990元。

(二)以代辦經費出帳38,326元。

(三)以特別預算購置財產，補認列財產25,000元。

(四)以前年度工程款已實支，工程於本年度入帳，補認列財產100,000元。

(五)購建中固定資產(○○計畫/工程)894,000元，已完工轉列正式固定資產科目。

(六)以預付款-墊付款出帳100,000元。

五、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因誤將物品登載為財產，本期增加數xxx,xxx元，應修正為

xxx,xxx元。

六、購建中固定資產(○○活動中心)xxxxx元，已完工，財產由使用機關(○○區公所)列

財產帳，爰本機關未登載資本資產帳。【無差異項目，補充說明，以利前後月份會計

報告之核對】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資本資產變動表範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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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資本資產變動表範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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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資本資產變動表範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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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歲入累計表

□是 □否 □無 1 截至本月止累計實現數(2)＝收入實現數與繳付公庫數分析表/收入實
現數欄「本年度收入」＝收入支出彙計表/累計數欄「收入」－「公庫
撥入數」

二、經費累計表

□是 □否 □無 2 截至本月止累計實現數(2)＝歲出用途別累計表/合計欄＝收入支出彙
計表/累計數欄「支出」－「繳付公庫數」

□是 □否 □無 3 「分配數餘額」－支出實現數與公庫撥入數分析表/本年度列「預付款」
－「材料」－「存出保證金」－「零用金」＝支出實現數與公庫撥入
數分析表/本年度列「公庫分配數餘額」

□是 □否 □無 4 預付款＝支出實現數與公庫撥入數分析表/本年度列「預付款」

□是 □否 □無 5 截至本月止累計實現數(2)各科目金額＝歲出用途別累計表各科目金額

三、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累計表

□是 □否 □無 6 截至本月止累計實現數欄「應收數」＋「保留數」＝收入實現數與繳
付公庫數分析表/收入實現數欄「以前年度應收(保留)數」

四、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累計表

□是 □否 □無 7 截至本月止累計實現數「應付數」＋「保留數」＝支出實現數與公庫
撥入數分析表/支出實現數欄「ㄧ、以前年度應付(保留)數」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單位會計(含分會計)會計報告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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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單位會計(含分會計)會計報告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五、平衡表

□是 □否 □無 8 借貸方合計金額是否平衡

□是 □否 □無 9 「上月結存」各科目金額＝上月月報「本月」各科目金額

□是 □否 □無 10 資產＝負債＋淨資產

□是 □否 □無 11 「應收帳款」＋「應收稅款」＋「應收其他基金款」＋「應收其他政府
款」＝歲入累計表「應收數」＋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累計表/尚未執行
數欄「應收數」

□是 □否 □無 12 「其他應收款」(不含前一年度未保留之預付款)＝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
累計表/尚未執行數欄「保留數」

□是 □否 □無 13 零用金＝支出實現數與公庫撥入數分析表/零用金欄「支出合計數」

□是 □否 □無 14 「應付帳款」＋「應付其他基金款」＋「應付其他政府款」＝經費累計
表「應付數」＋以前年度歲出轉入累計表/尚未執行數欄「應付數」

□是 □否 □無 15 「其他應付款」＝以前年度歲出轉入累計表/尚未執行數欄「保留數」

□是 □否 □無 16 「預付款」＋「預付其他基金款」＋「預付其他政府款」＝經費累計表
「預付款」＋以前年度歲出轉入累計表「預付款」

□是 □否 □無 17 應付保證品＝保管品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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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單位會計(含分會計)會計報告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六、資本資產表

□是 □否 □無 18 除無形資產外之「各科目」所列數＝資本資產變動表「期末帳面金額」

□是 □否 □無 19 無形資產＝資本資產變動表「權利」＋「電腦軟體」＋「發展中無形
資產」＋「其他無形資產」

七、收入實現數與繳付公庫數分析表

□是 □否 □無 20 「繳付公庫數」＝收入支出彙計表/累計數欄「繳付公庫數」

八、支出實現數與公庫撥入數分析表

□是 □否 □無 21 「公庫撥入數」＝收入支出彙計表/累計數欄「公庫撥入數」

□是 □否 □無 22 退還收入款(6)除預收款外所列數＝財政系統機關收入明細資料表「退
還以前年度歲入款」

九、歲出用途別累計表

□是 □否 □無 23
人事費列「合計」＝收入支出彙計表/累計數欄「人事支出」

□是 □否 □無 24
業務費列「合計」＝收入支出彙計表/累計數欄「業務支出」

□是 □否 □無 25
設備及投資列「合計」＝收入支出彙計表/累計數欄「增購財產支出」

□是 □否 □無 26 獎補助費列「合計」＝收入支出彙計表/累計數欄「補助特種基金」+
「補助社會保險及其他福利費用」+「其他獎補捐助」

借：資產負債淨額
貸：公庫撥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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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單位會計(含分會計)會計報告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十、資本資產變動表

▲請檢附下列表單，並附於月報後：

□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顯示折舊)(A)→內含珍貴財產

□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僅顯示珍貴財產)(B)

▲機關全部財產(A)-珍貴財產(B)=非屬珍貴財產之其他財產

▲電腦軟體核對相關表單免附於月報後

(一)長期投資【人事處、建設局、都發局、經發局、交通局、衛生局、地政局】

採權益法(具重大影響力)：
□是 □否 □無 23 取得成本(1)=截至去年12/31止投資成本

□是 □否 □無 24 以前年度長期投資評價(2)=上年度附屬單位決算(財務報表)「平衡表(資產負
債表)」/「淨值(業主權益)」*投資比例-取得成本(1)

□是 □否 □無 25 增加數(3)=歲出用途別累計表/「設備及投資-投資」合計欄

□是 □否 □無 26 減少數(4)=歲入累計表/「財產收入-公營事業資本收回」；「財產收入-非營
業特種基金收回」；「財產收入-投資資本收回」

□是 □否 □無 27 《1月~11月會計報告》本年度長期投資評價變動(5)=0

□是 □否 □無 28 《12月會計報告》本年度長期投資評價變動(5)=本年度附屬單位決算(財務報
表)「平衡表(資產負債表)」/「淨值(業主權益)」*投資比例-截至今年12/31
止投資成本-以前年度長期投資評價(2)

※採權益法，對被投資者之損失認列，以使長期投資之帳面金額減少至「零」為限。

□是 □否 □無 29 期末帳面金額(6)=本年度附屬單位決算(財務報表)「平衡表(資產負債表)」/
「淨值(業主權益)」*投資比例 25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單位會計(含分會計)會計報告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有公允價值可稽者，年度終了應按公允價值評價

□是□否□無 30 取得成本(1)=截至去年12/31止投資成本

□是□否□無 31 以前年度長期投資評價(2)=上年底每股公允價值*持股數-取得成本(1)

□是□否□無 32 增加數(3)=歲出用途別累計表/「設備及投資-投資」合計欄

□是□否□無 33 減少數(4)=歲入累計表/「財產收入-公營事業資本收回」；「財產收入-非
營業特種基金收回」；「財產收入-投資資本收回」

□是□否□無 34 《1月~11月會計報告》本年度長期投資評價變動(5)=0

□是□否□無 35 《12月會計報告》本年度長期投資評價變動(5)=本年度年底每股公允價值*
持股數-截至今年12/31止投資成本-以前年度長期投資評價(2)

□是□否□無 36 期末帳面金額(6)=本年度年底每股公允價值*持股數

▲若無公允價值可稽者採成本法

□是□否□無 37 取得成本(1)=截至去年12/31止投資成本

□是□否□無 38 以前年度長期投資評價(2)=0

□是□否□無 39 增加數(3)=歲出用途別累計表/「設備及投資-投資」合計欄

□是□否□無 40 減少數(4)=歲入累計表/「財產收入-公營事業資本收回」；「財產收入-非
營業特種基金收回」；「財產收入-投資資本收回」

□是□否□無 41 本年度長期投資評價變動(5)=0

□是□否□無 42 期末帳面金額(6)=截至今年12/31止投資成本

※依據臺中市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78點之規定，會計年度終了，業務管理單位
應對所經管之長期投資進行評價，會計單位據以登載資本資產帳。 26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單位會計(含分會計)會計報告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二)除長期投資、購建中固定資產、收藏品及傳承資產及無形資產之電腦軟體外之財產
□是 □否 □無 43 取得成本(1)＝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顯示折舊)(起始日1/1)並扣除「珍貴財

產」後之「原有(上期)量值」/「折舊前價值D」
□是 □否 □無 44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耗)(2)=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顯示折舊)並扣除「珍貴財

產」後之「原有(上期)量值」/「累計折舊A」
□是 □否 □無 45 增加數(3)欄小計＝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顯示折舊)「本期增加」

□是 □否 □無 46 減少數(4)欄小計＝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顯示折舊)「本期減少」

□是 □否 □無 47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5)=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顯示折舊)並扣除「珍貴財產」
後之「本期折舊增減數B」

□是 □否 □無 48 期末帳面金額(6)＝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顯示折舊)並扣除「珍貴財產」後
之「現有(本期)量值」/「折舊後價值G」

(三)收藏品及傳承資產→核對(B)
□是 □否 □無 49 取得成本(1)=「珍貴動產、不動產目錄總表」/總值=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

(僅顯示珍貴財產)(起始日1/1)「原有(上期)量值」/「折舊前價值D」
□是 □否 □無 50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耗)(2)=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僅顯示珍貴財產)「原有

(上期)量值」/「累計折舊A」
□是 □否 □無 51 增加數(3)欄小計＝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僅顯示珍貴財產)「本期增加」

□是 □否 □無 52 減少數(4)欄小計＝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僅顯示珍貴財產)「本期減少」

□是 □否 □無 53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5)=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僅顯示珍貴財產)「本期折舊
增減數B」

□是 □否 □無 54 期末帳面金額(6)＝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僅顯示珍貴財產)「現有(本期)量
值」/「折舊後價值G」 27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單位會計(含分會計)會計報告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四)無形資產之電腦軟體(耐用年限2年以上且金額1萬元以上才需登資本資產帳)

□是 □否 □無 55 取得成本(1)=「軟體目錄」/「價值」總額(符合入帳條件)=「電腦軟體
攤銷計算表」/「原始成本」合計欄

□是 □否 □無 56 期末帳面金額(6)＝「電腦軟體攤銷計算表」/「帳面價值」合計欄

□是 □否 □無 57 耐用年限2年以上且金額1萬元以上之軟體購置用途別為「設備及投資-資
訊軟硬體設備費-軟體購置費」

※金額未達1萬元之軟體購置用途別為「業務費-資訊服務費」。

※電腦軟體不限金額大小皆應依政府所屬各級行政機關電腦軟體管理作業要點之規定填具「軟
體保管單」及「軟體目錄」。

(五)備註部分

□是 □否 □無 58 一、資本資產增加數=本年度資本資產成本變動/增加數(3)合計欄

□是 □否 □無 59 二、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數=本年度預算執行數+以前年度保留預算執行
數
=經費累計表/截至至本月止累計實現數(2)用途別「設備及投資」合計數
+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累計表/截至至本月止累計實現數(3)用途別「設備
及投資」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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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與現制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ㄧ、平衡表

1.資產

□是□否□無 1 「各機關現金」＝歲入類「歲入結存-現金」＋經費類「經費結存-
現金」

□是□否□無 2 「專戶存款」＝歲入類「歲入結存-存款」＋經費類「經費結存-存
款」

□是□否□無 3 「應收帳款」＋「應收稅款」＋「應收其他基金款」＋「應收其他
政府款」＝歲入類「應收歲入款」

□是□否□無 4 「其他應收款」＝歲入類「應收歲入保留款」＋經費類「經費賸餘
-待納庫部分(未保留之預付款)」

□是□否□無 5 「預付款」+「預付其他政府款」+「預付其他基金款」＝經費類
「預付費用-暫付款(預算內)」- 經費類「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未保留之預付款)」＝經費累計表「暫付款」＋ 以前年度歲出保
留數餘額表「暫付款」(現制)＝經費累計表「預付款」＋ 以前年
度歲出轉入數累計表「預付款」(新制)

□是□否□無 6 「預付費用-墊付款」＝經費類「預付費用-墊付款」

□是□否□無 7 「暫付款」＝經費類「預付費用-暫付款」(預算外)

□是□否□無 8 「存出保證金」＝經費類「押金」

□是□否□無 9 「保證品」＝歲入類「保管有價證券」＋經費類「保管有價證券」
＋新制補列之「保證品」(如:銀行保證書，新制需以面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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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新制與現制檢覈勾稽表(106年12月修訂)

2.負債

□是 □否 □無 10 「應付帳款」＋「應付其他基金款」＋「應付其他政府款」＝經費類「應付歲出
款」

□是 □否 □無 11 「其他應付款」＝經費類「應付歲出保留款」

□是 □否 □無 12 「預收款」＝歲入類「暫收款」(預算內)＋新制補列之「預收款」

□是 □否 □無 13 「暫收款」＝歲入類「暫收款」(預算外)

□是 □否 □無 14 「存入保證金」＝歲入類「保管款」(如場地租借保證金)＋經費類「保管款」不
含公、自提離職儲金(如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保固金)

□是 □否 □無 15 「應付代收款」＝經費類「代收款」

□是 □否 □無 16 「代辦經費」＝經費類「代辦經費」

□是 □否 □無 17 「預領經費」＝經費類「預領經費」

□是 □否 □無 18 「應付保管款」＝歲入類「保管款」(不含場地租借保證金)＋經費類「保管款」
項下公提、自提離職儲金及一年以上未兌現支票

□是 □否 □無 19 「應付保證品」＝歲入類「應付保管有價證券」＋經費類「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新制補列之「應付保證品」(如:銀行保證書，新制需以面額入帳)

二、歲入累計表、經費累計表、以前年度歲入/歲出轉入數累計表、歲出用途別累計表各欄位、各科目新
制與現制是否相符
三、年初資產負債淨額=單決平衡表歲入類「應納庫款」-「暫收款(補入預收款)」-經費類「保留庫款」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經費賸餘-押金部分」+「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三、原則每月資產負債淨額增減數=收入支出彙計表/本月數欄「收支餘絀」-歲入類平衡表「退還以前年
度歲入款」增減數-當月歲入註銷數+當月歲出註銷數(不含預付保留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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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鋼

新會計制度修正重點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各機關107年度期初開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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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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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公庫收入差額解釋表範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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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公庫收入差額解釋表範本(2)

34

預算科目
公庫累計
收入數
（A）

累計本月
納庫數
（B）

差額
（C)=(B)-(A)

差異原因（1）
入帳時點落差

差異原因
（2）

機關（科
目）錯置

差異原因
（3）

押金收回

差異原因（4）
審計處減列或
剔除經費

差異原因
（5）

收回以前年
度經費賸餘
-待納庫部

分

差異原因
（6）

已預付之
保留數需
收回註銷

者

差異原因
（7）

其他（請敘
明原因及金

額）

檢查欄
（C）+（1）~

（7）

預收款(計畫型補助收入納入107年
預算轉正)

1,349,000 1,349,000 - 0

03-01-01 罰款及賠償收入-罰金罰
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230,000 238,124 8,124 - 8,124 0 

03-03-01 罰款及賠償收入-賠償收
入-一般賠償收入

505,881 505,881 - 0 

04-01-02 規費收入-行政規費收入
-證照費

36,050 35,050 - 1,000 1,000 0 

06-01-01 財產收入-財產孳息-利
息收入

2,716 2,716 - 0 

11-02-10 其他收入-雜項收入-其
他雜項收入

1,728 1,728 - 0 

100-03-01-01 罰款及賠償收入-罰
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8,124 0 - 8,124 8,124 0 

101-03-01-01 罰款及賠償收入-罰
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20,000 20,000 - 0 

102-03-01-01 罰款及賠償收入-罰
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105,029 105,029 - 0 

103-03-01-01 罰款及賠償收入-罰
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0 0 - 0 

104-03-01-01 罰款及賠償收入-罰
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76,000 76,000 - 0 

105-03-01-01 罰款及賠償收入-罰
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66,000 66,000 - 0 

小計（D）（上列各項收入合計數） 2,400,528 2,399,528 - 1,000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E） 280,175 280,175 -

歲入合計數（F）=（D）-（E） 2,120,353 2,119,353 - 1,000 

財政系統合計數（G） 2,120,353

差異（H）=（F）-（G） 0



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公庫收入差額解釋表範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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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公庫支出差額解釋表範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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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公庫支出差額解釋表範本(2)

37



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公庫支出差額解釋表範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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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鋼

新會計制度修正重點

會計月報各報表間檢核

公庫收入(支出)差額解釋表之編製

各機關107年度期初開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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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舊制會計科目對應(1)

會計科目(新普會制度) 歲入類、經費類平衡表科目(現行)
1101－現金

110101－各機關現金
歲入結存-現金
經費結存-現金

110102－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歲入結存-現金
經費結存-現金

註：
各機關收入，依其收入性質，貸記各項收入科目，其中已解繳公庫者，借記繳付公庫
數科目，代庫機構已收取尚未解繳公庫等，借記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科目，而由機
關自行收取尚未解繳公庫者，借記各機關現金科目，經存放機關專戶者，則借記專戶
存款科目。

110103－專戶存款
歲入結存-存款
經費結存-存款

110104－零用金 零用金
110105－公庫存款
1103－應收款項
110301－應收稅款 應收歲入款(稅課收入)
110302－備抵呆稅－應收稅款

110303－應收帳款

應收歲入款(稅課收入、補助收入、營業基
金盈餘繳庫、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
營業資本收回、非營業特種基金收回、其
他特種基金收回以外)

110304－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40



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舊制會計科目對應(2)

會計科目(新普會制度) 歲入類、經費類平衡表科目(現行)

110305－應收票據

110306－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110307－應收剔除經費 應收剔除經費

110398－其他應收款

應收歲入保留款
應收賒借收入
<新觀念，是不入帳。>

制度實施前之以前年度歲入保留數使用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未保留之預付款>

110399－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104－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歲入款(營業基金盈餘繳庫、非營業特
種基金賸餘繳庫、營業資本收回、非營業
特種基金收回、其他特種基金收回)

110401－應收其他基金款

1105－應收其他政府款 應收歲入款(補助收入)

110501－應收其他政府款

110502－備抵呆帳－應收其他政府款

1106－存貨

110601－材料 材料

1107－暫付款

110701－暫付款 預付費用-暫付款(預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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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舊制會計科目對應(3)

會計科目(新普會制度) 歲入類、經費類平衡表科目(現行)
1109－預付款

110901－預付款
預付費用-暫付款(預算內，除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及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以外)、預付費用-墊付款

1110－預付其他基金款
111001－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費用-暫付款(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1111－預付其他政府款
111101－預付其他政府款 預付費用-暫付款(對地方政府之補助)
1112－存出保證金
111201－存出保證金 押金
1121－預付費用-墊付款
112101－預付費用-墊付款
1199－其他流動資產
119901－抵繳收入實物
19－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1901－保管有價證券
190101－保管有價證券 例如：保管獎學金之定存單(抬頭非機關名稱)
1902－保管品
190201－保管品
1903－保證品

190301－保證品
保管有價證券
*銀行保證書，舊制不入帳，僅備註。新制需入
帳。

1904－債權憑證
190401－債權憑證 債權憑證

1905－待抵銷債權憑證

190501－待抵銷債權憑證 待抵銷債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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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舊制會計科目對應(4)

會計科目(新普會制度) 歲入類、經費類平衡表科目(現行)
2－負債
21－流動負債
2101－短期債務

210101－短期借款
舊制下，單位會計短借未入帳，新制需入
帳。

210102－應付公庫券
2103－應付款項
210301－應付帳款 應付歲出款

210399－其他應付款
應付歲出保留款<新觀念，是不入帳。>
制度實施前之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使用

2104－應付其他基金款
210401－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歲出款(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2105－應付其他政府款
210501－應付其他政府款 應付歲出款(對地方政府之補助)
2107－暫收款
210701－暫收款 暫收款(預算外)
2109－預收款
210901－預收款 暫收款(預算內)
2110－預收其他基金款
211001－預收其他基金款
2111－預收其他政府款
211101－預收其他政府款 補列現制市庫已收下年度暫收款-補助收入 43



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舊制會計科目對應(5)

會計科目(新普會制度) 歲入類、經費類平衡表科目(現行)
2112－存入保證金

211201－存入保證金(一定要設子目)

保管款-押標金
保管款-履約保證金
保管款-差額保證金
保管款-保固金
保管款-場地租借保證金

2113－應付代收款
211301－應付代收款 代收款、代辦經費
2114－應付保管款

211401－應付保管款
保管款-公提、自提離職儲金
保管款-一年以上未兌現支票

2115－代辦經費
211501－代辦經費
2199－其他流動負債
219901－遞延收入
219902－其他流動負債
29－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2901－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90101－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例如：保管獎學金之定存單(抬頭非機關名稱)
2902－應付保管品
290201－應付保管品
2903－應付保證品

290301－應付保證品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銀行保證書，舊制不入帳，僅備註。新制需
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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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舊制會計科目對應(6)

會計科目(新普會制度) 歲入類、經費類平衡表科目(現行)

3－淨資產

31－資產負債淨額

3101－資產負債淨額

310101－資產負債淨額

經費賸餘-待納庫款部分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

註1「收回以前年度納庫款」：公庫撥入數
註2 106年度12月31日單位決算平衡表之淨資產負債淨額=+應納庫款-預收款-保留庫款
+預領經費+經費賸餘-待納庫+經費賸餘-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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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制與現制期初開帳數範本(1)

舊制平衡表106年12月31日
科 目 金額

資產 800,000

歲入結存 30,000

經費結存 100,000

有價證券

材料

押金 60,000

預付費用 130,000

預付費用-墊付款 10,000

預付費用-本年度預算 40,000

預付費用-以前年度預算 50,000

預付費用-預算外 30,000

保留庫款 220,000

應收歲入款 70,000

應收歲入款-以前年度部分 70,000

應收歲入保留款 170,000

應收歲入保留款-本年度部分 80,000

應收歲入保留款-以前年度部分 90,000

應收賒借收入

應收剔除經費 XXX

應領經費

預撥經費

保管有價證券 20,000

預付薪津

新制平衡表107年1月1日
科目 金額

流動
資產

現金

各機關現金 10,000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120,000

零用金

公庫存款

應收款項

應收稅款 30,000

備抵呆稅-應收稅款

應收帳款 20,000
+10,000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應收票據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應收剔除經費 XXX

其他應收款 170,000
+20,000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20,000

備抵呆帳-應收其他政府款

存貨 材料

暫付款 暫付款 30,000

預付款 預付款 100,000
-20,000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存出保證金 存出保證金 60,000

其他流動資產 抵繳收入實物 46

自○○局轉入本機關列帳
10,000元應收帳款。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
分<未保留之預付款>



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制與現制期初開帳數範本(2)

舊制平衡表106年12月31日
科 目 金額
負債 720,000

短期借款

暫收款

預收款

代收款 30,000

代辦經費 70,000

保管款 60,000

保管款-歲入 30,000

保管款-經費 30,000

應付歲出款 120,000

應付歲出款-本年度部分 50,000

應付歲出款-以前年度部分 7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17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部分 8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以前年度部分 90,000

預領經費 10,000

應納庫款 240,000

待納庫款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0,000

餘絀 80,000

歲計餘絀

累計餘絀

經費賸餘-待納庫款部分 20,000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60,000

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新制平衡表107年1月1日
科目 金額

流動負債

短期債務
短期借款

應付公庫券

應付款項
應付帳款 100,000

其他應付款 170,000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基金款 10,000

應付其他政府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10,000

暫收款 暫收款

預收款 預收款 50,000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20,000

存入保證金 存入保證金 40,000

應付代收款 應付代收款 100,000

應付保管款 應付保管款 20,000

其他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其他流動負債

淨資產 資產負債淨額 資產負債淨額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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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列現制市庫已收下年
度暫收款-補助收入

補列現制市庫已收下年
度暫收款



各機關107年期初開帳數
◎新制與現制期初開帳數範本(3)

新制平衡表107年1月1日
科目 金額

附註：

信託代理
與

保證資產

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品 保管品

保證品 保證品
20,000

+10,000

債權憑證 債權憑證 15

待抵銷債權憑證 待抵銷債權憑證 15

信託代理
與

保證負債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證品 應付保證品
20,000

+10,000

舊制平衡表106年12月31日
科 目 金額
負債 720,000

短期借款

暫收款

預收款

代收款 30,000

代辦經費 70,000

保管款 60,000

保管款-歲入 30,000

保管款-經費 30,000

應付歲出款 120,000

應付歲出款-本年度部分 50,000

應付歲出款-以前年度部分 7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17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部分 80,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以前年度部分 90,000

預領經費 10,000

應納庫款 240,000

待納庫款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0,000

餘絀 80,000

歲計餘絀

累計餘絀

經費賸餘-待納庫款部分 20,000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60,000

經費賸餘-材料部分

備註:本機關107年度起，自○○局106年度單位
決算所列105年度-罰款及賠償收入-罰金罰鍰及
怠金-罰金罰鍰(應收數)10,000元，市府以107
年○○月○○日府授財務字第1070000001號函
核定保留並轉入本機關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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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列舊制不入帳之
銀行保證書



臺中市-新普會制度專區

�供本市會計人員隨時學習新普會制度專業新知，並即時查詢
新普會制度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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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總處-政府會計新制度專區

�提供政府會計公報、會計制度及新普會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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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提供相關財產法規解釋函令資料下載。
https://www.fnp.gov.tw/Main.php?main_id=2175&cat_
id=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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