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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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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5 52,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1010-9 應收歲入款─本年度 64,5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465,000 1,143,290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078,790

　　　　　　合　　　　　　計　　　　　　　合　　　　　　計 1,660,785 1,66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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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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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5 52,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17,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448,000 853,301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853,301

　　　　　　合　　　　　　計　　　　　　　合　　　　　　計 1,370,796 1,37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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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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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5 52,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334,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31,000 534,983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534,983

　　　　　　合　　　　　　計　　　　　　　合　　　　　　計 1,052,478 1,05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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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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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5 52,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348,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17,000 503,194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503,194

　　　　　　合　　　　　　計　　　　　　　合　　　　　　計 1,020,689 1,02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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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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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5 52,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361,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104,000 453,494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453,494

　　　　　　合　　　　　　計　　　　　　　合　　　　　　計 970,989 97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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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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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5 52,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374,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91,000 345,587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345,587

　　　　　　合　　　　　　計　　　　　　　合　　　　　　計 863,082 8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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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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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95 55,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387,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78,000 304,874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304,874

　　　　　　合　　　　　　計　　　　　　　合　　　　　　計 825,369 82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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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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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95 55,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400,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65,000 267,593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67,593

　　　　　　合　　　　　　計　　　　　　　合　　　　　　計 788,088 78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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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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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95 55,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413,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52,000 252,019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52,019

　　　　　　合　　　　　　計　　　　　　　合　　　　　　計 772,514 77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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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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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95 55,495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426,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2100-5 歲入分配數 39,000 234,224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234,224

　　　　　　合　　　　　　計　　　　　　　合　　　　　　計 754,719 75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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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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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2000-7 預計納庫數112000-0 歲入預算數 465,000 465,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77,459 177,459

　　　　　　合　　　　　　計　　　　　　　合　　　　　　計 699,459 69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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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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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57,000
123000-2 歲入實收數113000-6 歲入納庫數 85,091 85,091

　　　　　　合　　　　　　計　　　　　　　合　　　　　　計 142,091 142,091

附註：

第1號歲入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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