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24,000 24,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1010-9 應收歲入款─本年度 36,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76,000 4,847,503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4,811,503

　　　　　　合　　　　　　計　　　　　　　合　　　　　　計 4,947,503 4,947,503

附註：

第12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11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25,000 25,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10,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66,000 4,570,889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4,570,889

　　　　　　合　　　　　　計　　　　　　　合　　　　　　計 4,671,889 4,671,889

附註：

第11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10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25,000 25,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16,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60,000 319,622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319,622

　　　　　　合　　　　　　計　　　　　　　合　　　　　　計 420,622 420,622

附註：

第10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25,000 25,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22,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54,000 239,410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39,410

　　　　　　合　　　　　　計　　　　　　　合　　　　　　計 340,410 340,410

附註：

第9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8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8,000 38,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28,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48,000 230,819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30,819

　　　　　　合　　　　　　計　　　　　　　合　　　　　　計 344,819 344,819

附註：

第8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7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8,000 38,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34,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42,000 140,149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40,149

　　　　　　合　　　　　　計　　　　　　　合　　　　　　計 254,149 254,149

附註：

第7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8,000 38,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40,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36,000 131,558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31,558

　　　　　　合　　　　　　計　　　　　　　合　　　　　　計 245,558 245,558

附註：

第6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5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8,000 38,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46,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30,000 122,967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22,967

　　　　　　合　　　　　　計　　　　　　　合　　　　　　計 236,967 236,967

附註：

第5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4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8,000 38,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52,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24,000 105,376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05,376

　　　　　　合　　　　　　計　　　　　　　合　　　　　　計 219,376 219,376

附註：

第4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8,000 38,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58,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8,000 53,676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53,676

　　　　　　合　　　　　　計　　　　　　　合　　　　　　計 167,676 167,676

附註：

第3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2 月 28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8,000 38,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4,000 7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2,000 24,892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4,892

　　　　　　合　　　　　　計　　　　　　　合　　　　　　計 138,892 138,892

附註：

第2號歲入類平衡表



金             額負擔及負債科目金             額資力及資產科目

中華民國 102 年01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    頁1

121300-5 應納庫款111000-5 應收歲入款 39,000 39,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5,520 15,520

　　　　　　合　　　　　　計　　　　　　　合　　　　　　計 54,520 54,520

附註：

第1號歲入類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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