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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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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746,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3000-6 歲入納庫數 866,078 866,078

　　　　　　合　　　　　　計　　　　　　　合　　　　　　計 1,669,078 1,66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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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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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02,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44,000 817,947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817,947

　　　　　　合　　　　　　計　　　　　　　合　　　　　　計 1,620,947 1,62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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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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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17,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29,000 487,701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487,701

　　　　　　合　　　　　　計　　　　　　　合　　　　　　計 1,290,701 1,2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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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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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32,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14,000 456,724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456,724

　　　　　　合　　　　　　計　　　　　　　合　　　　　　計 1,259,724 1,25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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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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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46,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00,000 349,947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349,947

　　　　　　合　　　　　　計　　　　　　　合　　　　　　計 1,152,947 1,15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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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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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61,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85,000 339,686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339,686

　　　　　　合　　　　　　計　　　　　　　合　　　　　　計 1,142,686 1,14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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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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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76,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70,000 326,523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326,523

　　　　　　合　　　　　　計　　　　　　　合　　　　　　計 1,129,523 1,12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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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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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87,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59,000 316,235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316,235

　　　　　　合　　　　　　計　　　　　　　合　　　　　　計 1,119,235 1,11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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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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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699,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47,000 285,463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85,463

　　　　　　合　　　　　　計　　　　　　　合　　　　　　計 1,088,463 1,08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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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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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711,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35,000 268,385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68,385

　　　　　　合　　　　　　計　　　　　　　合　　　　　　計 1,071,385 1,07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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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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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60,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722,000 746,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24,000 257,860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57,860

　　　　　　合　　　　　　計　　　　　　　合　　　　　　計 1,063,860 1,06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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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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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60,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54,173 154,173

　　　　　　合　　　　　　計　　　　　　　合　　　　　　計 214,173 214,173

附註：

第1號歲入類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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