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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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8,539 6,652,748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3,754,150 28,947,214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10-2 應付歲出款─本年度

237,500 35,791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76,358,229 237,500210510-9 保留庫款─本年度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1,868,102 47,411,015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1410-6 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

21,868,102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10,310,698222100-4 歲出分配數

159,145,533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47,411,015  減  214100-9 歲出保留數

3,754,150         淨額

108,906,520 108,906,520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12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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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9,509 6,544,220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76,161,235 1,382,449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668,691 1,668,691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28,605,102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70,119 37,143,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28,605,102 173,167,698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37,143,000 96,703,504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76,464,194         淨額

151,807,656 151,807,656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11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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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5,472 6,461,359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52,020,821 351,273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9,792,766 9,792,766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28,605,102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67,160 67,627,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28,605,102 142,448,298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67,627,000 90,327,477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52,120,821         淨額

164,958,321 164,958,321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10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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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3,724 6,496,846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31,876,046 170,227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5,092,080 15,092,080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28,605,102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447,239 95,869,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28,605,102 114,106,298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95,869,000 81,756,362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32,349,936         淨額

178,583,191 178,583,191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9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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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3,703 6,857,531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18,188,679 216,773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22,796,675 219,521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22,579,902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530,572 28,605,102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8,605,102 117,330,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17,330,000 92,645,298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73,899,396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18,745,902         淨額

194,554,731 194,554,731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8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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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1,211 7,097,178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7,342,028 216,773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29,679,986 239,725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29,463,213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76,353 28,605,102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8,605,102 137,177,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37,177,000 72,712,86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65,070,171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7,642,689         淨額

210,441,680 210,441,680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7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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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7,278 7,129,032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6,087,954 216,773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29,679,986 254,872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29,463,213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441,592 28,605,102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8,605,102 156,488,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56,488,000 53,401,86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46,868,940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6,532,920         淨額

228,689,912 228,689,912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6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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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8,941 7,187,070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2,379,152 216,773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39,517,710 412,380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39,300,937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880,793 28,605,102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8,605,102 166,616,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66,616,000 43,273,86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40,144,424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3,129,436         淨額

245,467,698 245,467,698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5號經費類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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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7,318 7,135,247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2,524,021 250,045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48,112,276 428,69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47,862,231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808,471 28,505,646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8,505,646 172,372,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72,372,000 37,455,00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32,259,131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5,195,869         淨額

261,749,732 261,749,732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4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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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3,515 7,093,471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1,934,037 250,045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55,626,927 418,682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55,376,882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712,296 28,505,646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8,505,646 179,658,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79,658,000 30,155,50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25,597,805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4,557,695         淨額

275,860,421 275,860,421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3號經費類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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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7,101 7,140,513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1,083,993 250,045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64,291,028 389,808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64,040,983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561,622 28,505,646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8,505,646 189,522,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89,522,000 20,291,50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16,669,105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3,622,395         淨額

293,471,390 293,471,390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2號經費類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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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6,530 7,379,827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1,024,935 250,045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64,744,028 291,876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12,506,000210900-3 零用金 221300-8 預領經費

2,474,044 64,493,983211400-6 暫付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8,505,646 28,505,646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0222100-4 歲出分配數

9,032,194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9,032,194         淨額

104,395,183 104,395,183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1號經費類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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