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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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1,056 7,958,533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4,239,589 32,990,149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10-2 應付歲出款─本年度

237,500 2,523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61,521,475 237,500210510-9 保留庫款─本年度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7,883,822 28,531,326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1410-6 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

7,883,822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59,905,018222100-4 歲出分配數

227,134,103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28,531,326  減  214100-9 歲出保留數

4,239,589         淨額

81,843,442 81,84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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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11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7,187,419 7,007,538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54,986,386 179,881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667,204 667,20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7,761,224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396,181 58,055,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7,761,224 201,641,243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58,055,000 146,158,676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55,482,567         淨額

129,153,414 129,15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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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10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977,800 6,802,316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54,334,170 175,484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667,204 667,20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14,498,224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54,541 90,693,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4,498,224 168,952,373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90,693,000 114,363,662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54,588,711         淨額

167,424,939 167,42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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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512,902 6,324,729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62,086,247 188,173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667,204 667,20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14,498,224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98,025 98,031,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4,498,224 142,823,573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98,031,000 80,439,301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62,384,272         淨額

182,093,602 182,09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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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8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535,989 6,351,649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44,105,340 184,340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667,204 667,20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14,498,224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172,717 124,213,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4,498,224 116,688,151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124,213,000 72,310,094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44,378,057         淨額

190,292,474 190,29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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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7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484,811 6,300,574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43,550,060 184,237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667,204 667,20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14,553,295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60,000 142,316,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4,553,295 98,585,151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142,316,000 54,875,091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43,710,060         淨額

207,731,370 207,73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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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349,375 6,164,615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34,665,369 184,760210300-6 可支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6,158,029 16,158,029210500-5 保留庫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00,000 21,912,646210900-3 零用金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60,000 161,429,000211400-6 暫付款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21,912,646 79,177,938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161,429,000 44,352,569212000-3 預計支用數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34,825,369         淨額

240,674,419 240,67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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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5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440,835 6,259,504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20,473,129 4,407,157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37,211,479 181,331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32,804,322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172,077 21,768,646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1,768,646 183,167,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183,167,000 57,226,21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36,481,004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20,745,206         淨額

269,333,166 269,33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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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4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381,064 6,181,110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5,480,729 4,407,157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37,474,510 199,95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33,067,353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32,322 21,768,646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1,768,646 204,628,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204,628,000 35,608,06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29,795,009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5,813,051         淨額

276,065,271 276,0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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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487,425 6,302,433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1,989,381 21,170,147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54,237,500 184,992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33,067,353210900-3 零用金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3,772,211 21,768,646211400-6 暫付款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1,768,646 211,899,000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211,899,000 28,337,06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100-4 歲出分配數

22,475,468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5,861,592         淨額

300,254,163 300,25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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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2 月 28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679,704 6,485,000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4,153,481 28,947,214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76,357,729 194,704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19,883,000210900-3 零用金 221300-8 預領經費

2,555,723 47,648,515211400-6 暫付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1,768,646 21,768,646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40,046,000 240,046,000212000-3 預計支用數 222000-0 歲出預算數

0222100-4 歲出分配數

13,311,796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13,311,796         淨額

351,661,283 351,66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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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01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    頁1

6,240,954 6,126,151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

1,706,979 28,947,214210300-6 可支庫款 221100-9 應付歲出款

76,595,729 114,803210500-5 保留庫款 221200-3 代收款

100,000 7,542,000210900-3 零用金 221300-8 預領經費

127,462 47,648,515211400-6 暫付款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21,768,646 21,768,646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221500-7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0222100-4 歲出分配數

5,607,559  減  213000-9 經費支出

-5,607,559         淨額

106,539,770 106,539,770　　　　　　　　　　　　合　　　　計 　　　　　　合　　　　計

附註：

第1號經費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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