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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計大變革以符應先進國家作法 

—中央政府普通公務機關常見交易分錄與編表釋例 

                                             黃永傳(教育部會計處處長) 

 

摘要 

 

自本(105)年度起，中央政府各機關依 104 年訂頒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處理會計事務，舉凡會計報告與會計科目之表達均與 96 年頒

行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有別。然除臺北市與高雄市外，地方政府

各機關仍參酌 80 年核定臺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處理

會計事務，與上述 104 年訂頒新制度之規定差異更大。本文旨在研析上述三會計

制度之主要差異，並以交易範例，比較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機關處理會計事務

不同之處，及剖析新制度之特色，裨益地方政府早日按新制度處理會計事務，以

符應先進國家作法。 

 

壹、前言 

行政院主計處(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於 101 年 2 月改制為行政院主計

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為使我國政府會計符應先進國家作法，以發揮會

計資訊協助管理應有之功能等目標，自 92 年 12 月至本(105)年 7 月賡續增

修刪政府會計共同規範(註 1)，並於 96 年 7 月 30 日發布「中央政府普通基

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以下簡稱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註 2），選擇

部分公務機關試辦後，發現我國國庫採行統收統支之出納管理制度，各公務

機關非屬獨立財務個體，不具普通基金條件。因此，主計總處據以修訂，並

為使名實相符，更名為「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以

下簡稱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註 2)，復於 104 年 12 月 29 日以主會發字第

1040500799 號函分行中央政府各公務機關自本年度起全面實施。至地方政

府所屬公務機關預計於 106 年試辦，俟試辦結果再擇期正式實施。鑑於曾在

本刊 99 年第 290、291 期撰寫「開拓政府會計新紀元—中央政府普通公務機

關常見交易分錄及編表釋例」，介紹政府會計事務處理變革，因此擬再研析

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之修正重點，並依公務機關交易屬性，列舉常見

交易事項，按修訂後會計制度之規範作相關分錄與編造會計報告，以為拙作

之修正與補充，並使公務機關主計同仁得以掌握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特

色，裨益地方政府各公務機關推動該制度。 

 

貳、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修正要項 

主計總處綜合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試辦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機關所提意見、現

行國庫出納管理制度、修正後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及先進國家之作法等檢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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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普通基金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本次修正重點涉及設計基礎

、會計基礎、會計事務處理原則及會計科目，惟各機關會計報告不再分為按

預算編列方式編造之非管理用會計月報，與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相關規定

編造管理用會計月報，兩者合成一套會計報告，並維持收入支出為一套帳與

單一平衡表，及採行固定項目分開原則(註 3)。茲將上開兩會計制度之主要

不同列示如表一： 

表一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與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之比較表 

制度 

項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 

一、設計基礎 

 

二、會計基礎 

 

三、契約責任 

 

 

 

四、會計事務處

理及原則 

組織觀點為基礎。 

 

權責發生基礎。 

 

於年度終了，始就存有契約

責任整理登帳，年終結清並

於次年度作迴轉分錄。 

 

(一) 融資租賃會計於租賃

開始日，取銷普通公務

帳分錄，僅須登載資本

資產帳分錄。 

 

 

(二) 增訂長期股權投資取

得、收取現金股利與股

票股利、年終評價、無

償移轉、處分，由具重

大影響力變成未具重大

影響力之會計處理分錄

。 

(三) 增訂無形資產發展階

段與完成時之會計處理

分錄。 

(四) 增訂負債準備、或有負

債及或有資產之會計處

理 

(五) 公務機關與國庫收付

款項以收支科目記載 

基金觀點為基礎。 

 

修正權責發生基礎（註4）。 

 

於發生契約責任時，立即登帳。 

 

 

 

(一) 融資租賃(原稱為資本租賃)

會計於租賃開始日，須同時

登載普通公務帳(原稱為普通

基金機關帳)與資本資產帳分

錄(原稱為普通資本資產機關

帳)。 

 

 

 

 

 

 

 

 

 

 

 

 

 

(六) (二)公務機關與國庫收付款

項以資產負債類之國庫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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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項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 

科目記載 

至會計科目部分修正重點如次： 

（一）資產類科目刪除限制性資產與國庫往來兩個二級科目及相關三、四級科目

，仍保留流動資產、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兩個二級科目及相關三、四級科

目，其中國庫往來—收項科目由支出類之繳付公庫數三級科目取代。 

（二）負債類科目刪除限制性負債、國庫往來兩個二級科目及相關三、四級科目

；流動負債及遞延貸項二級科目，刪除遞延貸項科目部分及相關三、四級

科目，僅保留流動負債、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兩個二級科目及相關三、四

級科目，其中國庫往來—付項及國庫往來－其他科目由收入類之公庫撥入

數三級科目取代。 

（三）以淨資產類科目取代基金餘額類科目，刪除準備科目及餘絀科目，並以資

產負債淨額為四級科目。 

（四）簡化收支類科目，收入科目不再依來源別劃分為一般性收入與其他財務來

源。支出科目亦不再依性質別區分為一般性支出與其他財務用途。 

（五）資本資產及資本資產總額類科目配合行政院 102年8月訂頒財物標準分類

之財產分類僅有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

及雜項設備，刪除基礎設施科目，並依其性質重分類為土地改良物、房屋

建築及設備或雜項設備等科目，仍保留收藏品及傳承資產科目。 

（六）預算控制類科目(原稱為資力及負擔類科目)配合收入及支出類科目之變

革，相關科目配合修正。 

茲依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規定，將上述資產類、負債類、淨資產類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及資本資產(長期負債)總額類、收入類及支出類等科

目分別彙整於附錄一至六。 

 

參、公務機關記載交易事項之特有預算控制類科目 

依會計法第 3 條至第 5 條之規定，公務機關應為詳確之會計，包括預算

成立、分配、執行，年終整理、結帳及編造決算書表；執行預算而發生債權、

債務及計算歲計餘絀等公務歲計會計事務；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

及移轉之公務出納會計事務；不動產物品及其他財產之增減、保管、移轉之

公務財物會計事務。故常見交易事項涉及簿記事項與零用金、資本資產

（capital assets，註 5）、融資租賃及審計機關查核修正等。鑑於政府會計之

特點，除依會計法第 29 條之規定採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外，為強化預算執行

之控制，按會計法第 2 條、預算法第 72 條及國內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

「政府預算執行控制之會計處理」，須將法定預算、分配預算與因契約責任

而發生預算保留等事項，以預算控制類科目記載。類此部分與上市櫃公司按

國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處理交易事項迥異。本段爰先行列示為記載上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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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務會計鮮見之會計科目(如表二)，次（肆）段再列舉相關交易分錄與編

造財務報表。 

表二 預算控制類科目彙總表 

會計科目 定義 

8－預算控制  

81－預算控制 凡為強化預算執行控制，用以記載法定預算、分配預算及預

算保留等屬之。 

8101－收入預算數 凡各機關歲入預算數及舉借公共債務機關債務之舉借預算

數屬之。 810101－收入預算數 

8102－收入分配數 
凡收入預算按期或按月分配之數屬之。 

810201－收入分配數 

8105－支出保留數 
凡支出預算經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之數屬之。 

810501－支出保留數 

8106－預計撥入數 
凡預計由公庫撥入支應支出預算之數屬之。 

810601－預計撥入數 

9101－支出預算數 凡各機關歲出預算數及舉借公共債務機關債務之還本預算

數屬之。 910101－支出預算數 

9102－支出分配數 
凡支出預算數按期或按月分配之數屬之。 

910201－支出分配數 

9105－支出保留數準備 
凡支出預算經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之數屬之。 

910501－支出保留數準備 

9106－預計繳付數 
凡預計收入預算繳付公庫之數屬之。 

910601－預計繳付數 

(資料來源：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肆、公務機關執行預算常見交易分錄與編表釋例 

自本年度起，中央政府各機關處理會計事務係按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之規定，並經由「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GBA)」加以處理，惟目前地

方政府除臺北市與高雄市外，各公務機關仍參酌主計總處於80年8月2日以臺

(80)處忠字第08638號函核定「臺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以下簡稱普會一致規定)處理會計事務。茲就上述兩會計制度，研

析公務機關處理常見交易事項主要不同之處如表三： 

表三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與普會一致規定之比較表 

制度 

項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普會一致規定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一、會計報告 

 

 

歲入及歲出合為一套帳，僅

編造單一平衡表，惟增列收

入支出累計表。 

各機關會計報告係按預算

編列方式編造，且歲入、歲

出為獨立兩套帳，分別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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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項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普會一致規定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二、會計科目 

 

 

 

 

 

 

 

 

 

三、會計事務處理

原則 

(一) 購建資本

資產部分 

 

 

 

(二) 融資租賃

部分 

 

 

 

 

 

 

 

(三) 審計機關

剔除經費

部分 

 

 

 

 

 

 

(一)收入按來源區分三、四

級科目，支出按用途別

科目區分三、四級科目(

詳附錄五、六)。 

 (二)與國庫連結科目，收入

類為公庫撥入數，支出

類為繳付公庫數。 

 

 

 

 

 

為嚴密資產管理，透過 GBA

系統，興建資本資產，在未

完工程階段，支付工程款時

，須同時登載普通公務帳及

資本資產帳。 

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五

號「政府固定資產之會計處

理」第 6段之規定，必須如

同財務會計之處理方式於

租賃開始日，按最低租賃給

付總額之現值或公允價值

孰低者，記載普通公務帳及

資本資產帳，並逐期提列折

舊費用。 

剔除本年度或以前年度經

費，除均借記「應收剔除經

費」外，則分別貸記「其他

收入」及「資產負債淨額」

歲入類單位會計平衡表及

歲出類單位會計平衡表，並

將歲入及歲出金額(相關預

算數、分配數及執行數)表

達於平衡表內。 

 

(一)歲入歲出科目係分別以

歲入實收數（歲入保留

數）及經費支出（歲出

保留數）表達，並未就

來源別與用途別區分。 

(二)歲入科目以歲入納庫數

，歲出科目以可支庫款

、保留庫款等科目與國

庫連結。 

 

 

 

俟竣工時，再一次登載長期

資產帳。 

 

 

 

依主計總處 82年 1月 30日

台(82)處忠字第 00931 號

函示，無須計算最低租賃給

付額及扣除利息支出，完全

依每期支付租金資本化，並

登載長期資產帳，且無須提

列折舊費用。 

 

 

無論剔除本年度或以前年

度經費，一律借記「應收剔

除經費」及貸記「經費賸餘

－待纳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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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項目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普會一致規定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年終時，剔除本年度部分

，應將其他收入沖轉支出科

目，本年度收回繳庫者，尚

須將公庫撥入數沖轉繳付

公庫數。 

 

鑑於公務機關執行預算所涉歲入、歲出、債權及債務等科目繁多，為便於同

好瞭解現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機關之會計事務處理原則差異處，依普通公務

單位會計制度第66條：收支事項平時採現金基礎記載者，年終應依權責發生基礎

予以調整之規定，採行常見會計科目(四級總帳科目)，依序分述簿記事項與零用

金、資本資產、融資租賃及審計機關查核修正等交易事項之分錄如次: 

一、簿記事項 

交易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一)歲出簿記事項 

1. 甲機關經公布本

（105）年度法定預

算為$100,000 

預計撥入數    100,000 

  支出預算數    100,000 

預計支用數    100,000 

  歲出預算數    100,000      

2. 核定分配預算

$99,500 

支出預算數    99,500 

  支出分配數     99,500  

歲出預算數  99,500 

  歲出分配數    99,500        

可支庫款    99,500 

  預計支用數    99,500 

3. 執行預算 

(1) 支 付 人 事 費

$25,000 

 

人事支出       25,000 

  公庫撥入數     25,000 

 

經費支出    25,000 

  可支庫款     25,000 

(2)支付委託調查研

究費$5,000 

業務支出       5,000 

  公庫撥入數     5,000 

經費支出    5,000 

   可支庫數    5,000 

(3)簽約訂購電腦耗

材$16,000 
無分錄 無分錄 

(4)電腦耗材經驗收

後實付$15,000 

業務支出        15,000 

  公庫撥入數       15,000 

經費支出    15,000 

  可支庫款     15,000 

(5)對所主管營業基

金增資$30,000 

增資營業基金    30,000          

  公庫撥入數       30,000 

經費支出 30,000 

  可支庫款   30,000 

(6) 支付房屋押金

$2,000 

存出保證金    2,000 

  公庫撥入數    2,000 

押金        2,000 

  可支庫款    2,000 

4. 年終調整 

(1) 發生債務責任

$10,000  

 

業務支出      10,000 

  應付帳款        10,000 

 

經費支出    10,000 

  應付歲出款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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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生契約責任

$5,000 

支出保留數       5,000 

  支出保留數準備   5,000 

歲出保留數       5,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5,000 

(3)查明上述列支委

託調查研究費

$5,000 中$3,000

屬預付款，並辦

理保留。 

預付款      3,000    

  業務支出    3,000 

支出保留數       3,000 

  支出保留數準備    3,000 

預付費用      3,000    

  經費支出       3,000 

歲出保留數      3,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3,000 

(4)奉准保留$18,000 無分錄 
保留庫款     15,000 

  可支庫款      15,000 

(二)歲入簿記事項 

1. 甲機關經公布本

(105)年度歲入法定

預算$100,000 

收入預算數    100,000 

  預計繳付數    100,000 

歲入預算數 100,000 

  預計納庫數  100,000 

2. 核定分配預算

$98,000 

收入分配數    98,000 

  收入預算數    98,000 

歲入分配數  98,000 

  歲入預算數   98,000 

3. 執行預算 

(1)代庫銀行報告收

到本年度規費

收入$10,000 

 

繳付公庫數       10,000 

  規費收入           10,000  

 

歲入納庫數   10,000 

  歲入實收數    10,000 

(2)零星收到廠商違

約收入$5,000 

各機關現金        5,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00 

歲入結存-現金     5,000 

  歲入實收數        5,000 

(3)零星收款繳納國

庫$4,000 

繳付公庫數          4,000 

  各機關現金          4,000 

歲入納庫數    4,000 

  歲入結存-現金   4,000 

(4) 據代庫銀行通

知，已收到所主

管營業基金繳

庫$18,000 

繳付公庫數          18,000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18,000 

歲入納庫數   18,000 

  歲入實收數     18,000 

4. 年終調整發生應收

工程受益費收入

$2,000 

應收帳款      2,000 

  其他收入      2,000 

應收歲入款      2,000 

  歲入實收數      2,000 

(三)歲入歲出年終結帳 

1. 應收款項逕行轉入

次年度 

無分錄 
歲入實收數    2,000 

  應納庫款       2,000 

2. 未分配結清 

支出預算數    500 

  預計撥入數     500 

預計繳付數   2,000 

  收入預算數     2,000 

歲出預算數    500 

  預計支用數    500 

預計納庫數     2,000 

    歲入預算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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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清收支分配數 

支出分配數      99,500 

預計繳付數      98,000 

  收入分配數        98,000 

  預計撥入數        99,500 

歲出分配數            99,500 

  經費支出              82,000 

  歲出保留數             8,0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9,5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2,000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2,000 

預計納庫數    98,000 

  歲入分配數    98,0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7,500 

  可支庫款              7,500 

4. 結清收支決算數 

公庫撥入數          77,000 

規費收入            1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00 

其他收入             2,000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18,000 

資產負債淨額         2,000 

  人事支出                25,000 

  業務支出                27,000 

  增資營業基金            30,000 

  繳付公庫數              32,000 

歲入實收數  33,000 

  歲入納庫數  32,000 

  待納庫款     1,000 

5. 結清支出保留數 
支出保留數準備    8,000 

  支出保留數        8,000 
註：業於(三)3 結清 

6. 次年度開始迴轉分

錄 

支出保留數         8,000 

  支出保留數準備      8,000 
註：業於(三)3 結清，不作迴轉分錄 

（四）會計報表 

1.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本次主計總處訂頒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涉及會計報表揭露部分

力求與商業會計表達方式一致，無論月報或年度會計報告均透過GBA系

統將預算類控制科目結清，導致結帳前與結帳後平衡表列示會計科目並

無不同。茲列示相關會計報表如次： 

(1)收入支出彙計表 

甲機關 

收入支出彙計表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一、收入  

1.公庫撥入數 $77,000  

2.規費收入 10,000  

3.罰款及賠償收入 5,000  

4.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18,000  

5.其他收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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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合計 $112,000  

二、支出  

1.繳付公庫數 $32,000 

2.人事支出  25,000  

3.業務支出 27,000  

4.增資營業基金  30,000  

支出合計  114,000  

收支餘絀 ($2,000) 

(2)結帳後平衡表 

甲機關 

平衡表 

105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  應付款項  

各機關現金 $1,000  應付帳款 $10,000  

應收款項     

應收帳款 2,000  淨資產  

預付款項  資產負債淨額 (2,000) 

預付款 3,000     

存出保證金     

存出保證金 2,000     

合計 $8,000  合  計 $8,000  

2.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1)歲入類結帳前： 

甲機關 

歲入類單位會計平衡表 

105 年 12 月 31 日 

資力及資產     負擔及負債   

歲入結存－現金 
 

$1,000  預計納庫數 $100,000  

應收歲入款 
 

2,000  歲入納庫數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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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預算數 
 

2,000    
 

歲入分配數 $98,000  
 

  
 

歲入實收數 (35,000) 63,000           

合計 
 

$68,000  合計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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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入類結帳後： 

甲機關 

歲入類單位會計平衡表 

105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   

歲入結存－現金 
 

$1,000  應納庫款 $2,000  

應收歲入款 
 

2,000  待納庫款 1,000  

   
  

 

合計 
 

$3,000  合計 $3,000  

(3)歲出類結帳前： 

甲機關 

歲出類單位會計平衡表 

105 年 12 月 31 日 

資力及資產   負擔及負債       

可支庫款 $7,500  應付歲出款   $10,000  

保留庫款 15,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8,000  

預付費用 3,000  歲出預算數   500  

押金 2,000  歲出分配數  $99,500   

預計支用數     500  經費支出 $82,000    

  歲出保留數   8,000  (90,000)   9,500  

合計 $28,000  合計   $28,000  

(4)歲出類結帳後： 

甲機關 

歲出類單位會計平衡表 

105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       

保留庫款 $15,000  應付歲出款   $10,000  

預付費用 3,000  應付歲出保留款   8,000  

押金  2,000  餘絀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2,000  

合計 $20,000  合計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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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用金會計處理 

交易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一)甲機關經公布本

（105）年度法定預

算為$70,000 

預計撥入數   70,000 

  支出預算數   70,000 

預計支用數   70,000 

  歲出預算數   70,000 

(二)核定分配預算

$70,000 

支出預算數   70,000 

  支出分配數   70,000 

歲出預算數    70,000 

  歲出分配數    70,000 

可支庫款      70,000 

  預計支用數    70,000 

(三)執行預算 

1.設置(增撥)零用金

$20,000 

 

零用金         20,000 

  公庫撥入數     20,000 

 

零用金       20,000 

  可支庫款     20,000 

2.由零用金支付短

程車資、差旅費等

$18,000 

無分錄 無分錄 

3.報支歸墊零用金

$18,000 

業務支出  18,000 

  公庫撥入數     18,000 

經費支出    18,000 

  可支庫款    18,000 

4.減少零用金額度

$5,000 

公庫撥入數       5,000 

  零用金           5,000 

可支庫款    5,000 

  零用金      5,000 

5.年度終了發現已

支用$12,000 並歸

墊 

業務支出  12,000 

  公庫撥入數      12,000 

經費支出    12,000 

  可支庫款      12,000 

6.年終繳回零用金 公庫撥入數   15,000   

  零用金        15,000 

 

可支庫款     15,000 

  零用金         15,000 

7.年終結帳 支出分配數   70,000 

  預計撥入數   70,000 

公庫撥入數   30,000   

  業務支出     30,000 

      

歲出分配數          70,000 

  經費支出             30,0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40,0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40,000 

  可支庫款             40,000 

 

三、購建固定資產交易範例 

(一)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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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購建土地改良物

$200，分兩次等額

估驗付款，並保留

尾款 5%(第一次、

第二次分錄)  

增購財產支出     100 

   公庫撥入數        95 

   應付帳款           5 

購建中固定資產   100 

  資本資產總額     100 

2.工程完工結算 應付帳款           10 

   公庫撥入數       10 

固定資產－土地改良物 200  

  購建中固定資產      200 

(二)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交易事項 歲出類單位會計 長期資產帳組(group) 

1.購建土地改良物

$200，分兩次等額

估驗付款，並保留

尾款 5% (第一

次、第二次分錄)  

經費支出        100 

   可支庫款        95 

   應付歲出款       5 無分錄 

2.工程完工結算 應付歲出款      10 

   可支庫款        10 

土地改良物          200  

  現存財產權利總額      200 

 

四、融資租賃交易範例 

(一)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帳 

1.承租電腦，租賃開

始日(例：期初付款

$100，為期三年，

折現率 10%，故最

低租賃給付額現

值$274) (設使用年

限 4 年，無殘值) 

無分錄 

租賃資產         274 

  資本資產總額       274 

長期負債總額     274 

  應付租賃款         274 

2.年終調整利息 

  (例:第一年底) 
無分錄 

長期負債總額       17 

  應付租賃款          17 

3.支付各期租金或

優惠承購價 

增購財產支出      100 

  公庫撥入數        100 

應付租賃款         100 

  長期負債總額       100 

4.每年提列折舊  無分錄  
資本資產總額        68.5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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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得租賃物所有

權 
無分錄 

雜項設備             274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206 

  租賃資產              274 

  累計折舊－雜項設備    206 

(二)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交易事項 歲出類單位會計 長期資產帳組(group) 

1.承租電腦，租賃開

始日(例：期初付款

$100，為期三年，

折現率 10%，故最

低租賃給付額現

值$274) (設使用年

限 4 年) 

無分錄  無分錄 

2.年終調整利息 

  (例:第一年底) 
無分錄 無分錄 

3.支付各期租金或

優惠承購價 

經費支出      100 

  可支庫款       100 

雜項設備            100 

  現存財產權利總額       100 

4.每年提列折舊  無分錄  無分錄 

5.取得租賃物所有

權 
無分錄 無分錄 

 

五、審計部剔除經費會計處理 

(一)剔除本年度經費，在當年度收回繳庫 

交易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1.剔除 應收剔除經費     100 

  其他收入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100 

2.收回經費  專戶存款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經費結存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3.繳庫  繳付公庫數      100 

  專戶存款        1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100 

  經費結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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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終結帳  其他收入         100 

   ××支出(原科目)  100 

公庫撥入數       100 

  繳付公庫數       100  

歲出分配數        100 

  經費支出            100  

 

(二)剔除本年度經費，在以後年度收回繳庫 

交易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1.剔除  應收剔除經費     100 

  其他收入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100  

2.年終結帳  其他收入        100  

  ××支出 (原科目)  100  

公庫撥入數       100 

  資產負債淨額       100  

歲出分配數           100 

  經費支出             100 

3.以後年度收回經費  專戶存款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經費結存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4.以後年度繳庫  繳付公庫數       100 

  專戶存款          1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100 

  經費結存       100 

 

(三)剔除以前年度經費，在本年度收回繳庫 

交易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1.剔除  應收剔除經費       100 

  資產負債淨額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經費賸-待納庫部分   100 

2.收回經費  專戶存款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經費結存           100 

  應收剔除經費        100   

3.繳庫  繳付公庫數        100 

  專戶存款           100  

經費賸餘－待納庫部分   100 

  經費結存               100  

4.年終結帳  資產負債淨額      100 

繳付公庫數         100 

 無分錄 

 

六、「材料」科目之運用範例（採耗用法及永續盤存制） 

交易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作法 地方政府各機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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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購置$1,000 材料 材料         1,000 

  公庫撥入數     1,000 

材料       1,000                

  可支庫款   1,000 

二、領用$800 材料 業務支出    800 

  材料        800 

經費支出    800 

  材料        800 

三、盤餘$100 

     

材料       100 

  其他收入    100 

材料        100 

  經費支出        100 

四、盤虧$20 其他支出     20 

  材料         20 

經費支出     20 

  材料           20 

 

伍、結語 

主計總處職司全國政府會計事務，依會計法之規定訂頒或核定各類會計

制度與相關函釋，分行各機關作為處理會計事務之準繩。回顧 84 年 9 月間，

該總處鑑於商業會計蓬勃發展，有助於經濟發展，而是時國內各界對於政府

會計工作推動停滯不前，且學術界對於政府會計學術理論之研究，似未能與

商業會計等齊看待（施炳煌，民 86），有礙政府整體資源分配。由主計總處

推動政府會計業務已極具急迫性，乃將「健全會計組織，改進會計制度，發

揮會計協助管理功能案」列為「84 年主計會議檢討會議」中心議題，經討

論獲致下列重要決議：（一）行政院主計處組織法應儘速修訂，恢復設置會

計局，專責會計工作，並致力會計業務之研究與發展，以發揮會計協助管理

應有功能。（二）各級主計機構應加強或檢討調整現行組織，重視會計業務，

以提升會計工作品質。（三）為提升主計同仁專業能力，應促使各大專校院

重視公共部門會計教育（行政院主計處，民 84）。 

經 20 年來努力，主計總處在組織法尚未修正前，劍及履及於 85 年 7

月 1 日先行於組織法尚未修正前，於 85 年 7 月 1 日先行成立任務編組之會

計作業小組，專責辦理政府會計業務，並配合 101 年組織改造設置專責會計

單位會計決算處。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率先於 88 年 8 月 10 日成立專責會計單

位第 5 科(96 年 9 月 11 日配合組織修編更名為會計及決算科)。基上，相關

機關已戮力達成上述主計業務檢討會決議(一)及(二)，惟決議(三)仍須本著與

時俱進之原則，以因應大專校院重視公共部門會計教育之需，主計總處宜參

酌彙編預算法研析與實務及決算法研析與實務方式，約集學者專家編著政府

會計教材，並仿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訂頒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方式，聘請學者專家及主計同仁組成「撰擬政府會計準則公報分錄釋例

小組」協助研訂相關事項，以使國內政府會計準則公報更臻周延，俾益公務

機關會計同仁及有志研究政府會計同好瞭解如何應用政府會計準則記載交

易事項，並促使國內政府會計水準早日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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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 1：政府會計共同規範係包括政府會計觀念公報及政府會計準則公報，其中

3 號觀念公報，係指 1 政府會計範圍及個體、2 政府會計報告之目的、3

政府會計資訊之表達與揭露。9 號政府會計準則公報，包括：1 政府會計

及財務報導標準、2 政府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3 政府支出認列之會計處

理、4 政府固定資產之會計處理、5 政府長期股權投資之會計處理、6 政

府長期負債之會計處理、7 政府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之會計

處理、8 政府會計報告之編製、9 政府預算執行控制之會計處理。 

註 2：「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臺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

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政府會計觀念公報及政府會計準則公報均已登載於主計總處網站

（www.dgbas.gov.tw），可供擷取使用。 

註 3：固定項目分開原則係指會計法第 29 條所定「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

除列入歲入之財物及彌補預算虧絀之固定負債外，應分別列表或編目

錄，不得列入平衡表。但營業基金、事業基金及其他特種基金之財物及

固定負債為其基金本身之一部分時，應列入其平衡表」。 

註 4：修正權責發生基礎一詞依原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政府會計衡量焦

點及會計基礎」之定義(業經主計總處於 105 年 7 月刪除)，係指權責發

生基礎之修正，其收入及支出之認列，原則上除應符合權責發生基礎條

件外，收入尚應兼具當期可用性。所稱可用性，係指一會計期間內已收

取之收入，或已發生之收入但預計於會計期間終了後一定期間內可收取

以供運用之資源；該一期間不應超過兩個月，若因特殊情況，事實認定

超過兩個月為合理時，應揭露所採用之期間，及認定為合理之事實。 

註 5：資本資產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三號「政府支出認列之會計處理」之定

義，係指供施政或營運使用且具有一定使用或保存年限之有形或無形資

產，包括固定資產、有價證券投資、權利、天然資源及其他無形資產等

(詳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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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資產類科目 

二級科目 三級科目 四級科目 

流動資產 

現金 
各機關現金、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專戶存款、
零用金、公庫存款（公庫主管機關專用） 

應收款項 

應收稅款、備抵呆稅─應收稅款、應收帳款、備
抵呆帳─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備抵呆帳─應收
票據、應收剔除經費、其他應收款、備抵呆帳─
其他應收款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備抵呆帳─應收其他政府款 

存貨 材料 

暫付款 暫付款 

預付款 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存出保證金 存出保證金 

其他流動資產 抵繳收入實物 

信託代理與保證
資產 

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品 保管品 

保證品 保證品 

債權憑證 債權憑證 

待抵銷債權憑證 待抵銷債權憑證 

 

附錄二、負債類科目彙總表 

二級科目 三級科目 四級科目 

流動負債 

短期債務 短期借款、應付公庫券 

應付款項 應付帳款、其他應付款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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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收款 暫收款 

預收款 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存入保證金 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應付保管款 

其他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其他流動負債 

信託代理與保證
負債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證品 應付保證品 

 

附錄三、淨資產類科目彙總表 

二級科目 三級科目 四級科目 

資產負債淨額 資產負債淨額 資產負債淨額 

 

附錄四、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及其總額類科目彙總表 

二級科目 三級科目 四級科目 

長期投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評
價調整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非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 

其他長期投資 其他長期投資、其他長期投資評價調整 

固定資產 

土地 土地 

土地改良物 土地改良物、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房屋建築及設備 房屋建築及設備、累計折舊─房屋建築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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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及設備 機械及設備、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雜項設備、累計折舊─雜項設備 

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 租賃權益改良、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累計折舊─收藏品 

購建中固定資產 購建中固定資產 

其他固定資產 其他固定資產、累計折舊─其他固定資產 

遞耗資產 遞耗資產 遞耗資產、累計折耗─遞耗資產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 
權利、電腦軟體、發展中之無形資產、其他無
形資產 

其他資本資產 其他資本資產 其他資本資產 

長期負債 長期負債 
應付債券、應付債券溢價、應付債券折價、長
期借款、應付租賃款 

負債準備 負債準備 負債準備 

其他長期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應付租賃款、其他長期負債 

資本資產總額或
長期負債總額 

資本資產總額或長期負
債總額 

資本資產總額或長期負債總額 

 

附錄五、收入類科目彙總表 

二級科目 三級科目 四級科目 

收入 
公庫撥入數 公庫撥入數 

稅課收入 稅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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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及賠償收入 罰款及賠償收入 

規費收入 規費收入 

財產收入 
財產孳息收入、財產售價收入、財產作價收
入、廢舊物資售價收入、國營事業資本收回、
非營業特種基金收回、投資資本收回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
庫、投資股息紅利 

捐獻及贈與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舉借長期債務收入 舉借長期債務收入 

 

附錄六、支出類科目彙總表 

二級科目 三級科目 四級科目 

支出 

繳付公庫數 繳付公庫數 

人事支出 人事支出 

業務支出 業務支出 

設備及投資支出 
增購財產支出、增資營業基金、增撥非營業特
種基金、投資民間企業 

獎補助支出 
補助直轄市政府、補助臺灣省各縣市、補助福
建省各縣、補助特種基金、補助社會保險及其
他福利費用、其他獎補捐助 

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債務支出 債務還本、債務付息及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