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會計科目之設置、分類及內涵等相關事項 

一、會計科目編號應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四碼，主要係依照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一般行業會計項目會計科目及代碼」及經濟部「商業會計科目中英

對照及編碼」之規定編定；第二部分包含四碼，係依公用天然氣事業分離會

計需求而編定；第三部分係明細科目代碼，公用天然氣事業可依其需要自行

增設之，惟若屬內部轉撥收入/成本項目，則應將第三部分第一碼標示為

「Ｔ」，俾利辨識。 

二、會計科目代號之第一部分編號原則如下： 

（一）第一碼為大類，依財務報表要素分為：資產、負債、權益、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營業外收入及支出等。 

（二）第二碼為中類，係就每一大類項下，依其性質分別設置（例如資產項下

依其流動性質分設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資產等）。 

（三）第三碼為小類，係就每一中類項下，依其不同之性質分別設置（例如流

動資產項下，依其性質分設現金及約當現金、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流動、應收票據淨額、應收帳款淨額、存貨及預付款項等）。 

（四）第四碼為總帳科目（例如庫存現金、機器設備成本等）。 

三、會計科目代號之第二部分編號原則如下： 

（一）資產科目： 

1.第一碼應將資產科目（控制帳戶＃０）區分為： 

(1)天然氣業務部門資產（＃１）。 

(2)其他業務部門資產（＃２）。 

(3)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部門共用資產（＃３）。 

2.第二碼則依部門別將資產科目區分為： 

(1)天然氣業務部門（＃０）下之供氣業務資產（＃１）、裝置業務資產（＃

２）及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３）。 

(2)其他業務部門下之兼營業務資產（＃０）。 

(3)公用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部門共用資產（＃０）。 

3.第三碼依作業性質將資產科目區分為： 

(1)供氣業務資產（＃０）下之購氣與製造作業資產（＃１）、儲存作業資

產（＃２）、輸配作業資產（＃３）、維修作業資產（＃４）、用戶服務

作業資產（＃５）及表外管汰換作業資產（＃６）。 

(2)裝置業務資產（＃０）下之表外管裝置作業資產（＃１）、表內管作業

資產（＃２）及停氣與復氣作業資產（＃３）。 

(3)兼營業務資產下之兼營業務作業資產（＃０）。 

(4)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部門共用資產下之支援管理作業資產（＃０）。 

4.第四碼則依作業下之成本性質將資產科目區分為： 

(1)購氣與製造成本（＃０）。 

(2)儲存成本（＃０）。 

Anita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九月十五日經濟部經能字第10404604290號令修正發布第32條條文之附件二【法規來源】公用天然氣事業會計處理準則§32



(3)輸配成本（＃０）：本支管－高壓管線（＃１）、本支管－中壓管線（＃

２）、本支管－低壓管線（＃３）及整壓成本（＃４）。 

(4)維修成本（＃０，可再視業務種類，區分為＃１、＃２、＃３等）。 

(5)用戶服務成本（＃０）：計量表（＃１）、抄表成本（＃２）、收費成本

（＃３）、定檢維修成本（＃４）、資訊業務成本（＃５）。 

(6)表外管汰換成本（＃０）。 

(7)表外管裝置成本（＃０）：既有表外管（＃１）、表外管（＃２）。 

(8)表內管成本（＃０）：審圖成本（＃１）、複審成本（＃２）、檢驗成本

（＃３）、複驗成本（＃４）、裝置成本（＃５）。 

(9)停氣與復氣成本（＃０）。 

(10)兼營業務成本（＃０，可再視業務種類，區分為＃１、＃２、＃３等）。 

(11)支援管理共同成本（＃０）。 

（二）負債/權益科目：比照資產之編號原則。 

（三）營業成本科目：比照資產之編號原則。 

（四）營業收入科目： 

1.第一碼應將收入科目區分為：公用天然氣業務部門收入（＃１）、其他業

務部門收入（＃２）。 

2.第二碼則依部門別將收入科目區分為： 

(1)公用天然氣業務部門收入（＃０）：供氣業務收入（＃１）、裝置業務

收入（＃２）。 

(2)其他業務部門下之兼營業務收入（＃０）。 

3.第三碼依現行與未來可能之業務項目，將收入科目區分為： 

(1)供氣業務收入（＃０）下之從量費收入（＃１）、基本費收入（＃２）。

此外，若有規劃差別費率，則應利用第四碼區別之。 

(2)裝置業務收入（＃０）下之表外管裝置收入（＃１）、表內管裝置收入

(＃２)、停氣與復氣裝置收入（＃３）。 

(3)營業收入下之兼營業務收入（＃０，可再視業務種類，區分為＃１、

＃２、＃３等）。 

（五）營業費用科目：比照資產之編號原則。 

（六）營業外收入及支出科目： 

1.第二碼比照資產第一、第二碼之編號原則。 

2.第四碼預留彈性。 

四、會計科目編號之第三部分係明細科目代碼，公用天然氣事業可依其需要自行

增設之。其中，天然氣業務部門中之供氣業務與裝置業務，應按用戶類別(控制

帳戶＃０)區分為獨占用戶(＃１)及非獨占用戶(＃２)，當有共用部分時則可再另

設共用碼(＃３)。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定 義 及 說 明 

4000 營業收入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4100 銷貨收入淨額  

4112 天然氣銷貨收入（天然氣業）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收入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會

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特定

業務；無法直接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

分攤至各業務。業務別下之收入項目

有再分類之必要時，應先利用預留之

第四碼。 

2.會計科目編號之第三部分係明細科

目代碼。天然氣業務部門中之供氣業

務與裝置業務，應按用戶類別再區分

為民生用戶（#1）與非民生用戶（#2），

本表以銷貨收入示範之。 

.1110 ─從量費收入 

.1110.1 _民生用戶 

.1110.2 _非民生用戶 

.1120 ─基本費收入 

.1120.1 _民生用戶 

.1120.2 _非民生用戶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收入 

.1210.1 _民生用戶 

.1210.2 _非民生用戶 

.1220 ─表內管裝置收入 

.1220.1 _民生用戶 

.1220.2 _非民生用戶 

.1230 ─停氣與復氣裝置收入 

.1230.1 _民生用戶 

.1230.2 _非民生用戶 

.2000 兼營業務收入 

.1100.T ─供氣業務部門轉撥 

.1200.T ─裝置業務部門轉撥 

.2000.T ─其他業務部門轉撥 

4170 銷貨退回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收入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會計

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特定業

務；無法直接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業務。業務別下之收入項目有

再分類之必要時，應先利用預留之第

四碼。 

.1110 ─從量費收入 

.1120 ─基本費收入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收入 

.1220 ─表內管裝置收入 

.1230 ─停氣與復氣裝置收入 

.2000 兼營業務收入 

.1100.T ─供氣業務部門轉撥 

.1200.T ─裝置業務部門轉撥 

.2000.T ─其他業務部門轉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定 義 及 說 明 

4190 銷貨折讓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收入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會計

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特定業

務；無法直接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業務。業務別下之收入項目有

再分類之必要時，應先利用預留之第

四碼。 

.1110 ─從量費收入 

.1120 ─基本費收入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收入 

.1220 ─表內管裝置收入 

.1230 ─停氣與復氣裝置收入 

.2000 兼營業務收入 

.1100.T ─供氣業務部門轉撥 

.1200.T ─裝置業務部門轉撥 

.2000.T ─其他業務部門轉撥 

4881 其他營業收入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收入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會

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特

定業務；無法直接歸屬者應依合理

方法分攤至各業務。業務別下之收

入項目有再分類之必要時，應先利

用預留之第四碼。 

2.公用天然氣事業設置三項明細科

目： (1).1130─本支管收入、

(2).1210─表外管裝置收入及

(3).1135─工程補助收入。前兩項

係依據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

備裝置計費準則第七條及第八條之

規定，而第三項係依據公用天然氣

事業會計處理準則第二十六條之一

規定，將認列為遞延收入之金額，

於後續年度配合相關資產之折舊逐

年攤銷轉列為收入。 

.1110 ─從量費收入 

.1120 ─基本費收入 

.1130 ─本支管收入 

.1135 ─工程補助收入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收入 

.1220 ─表內管裝置收入 

.1230 ─停氣與復氣裝置收入 

.2000 兼營業務收入 

.1100.T ─供氣業務部門轉撥 

.1200.T ─裝置業務部門轉撥 

.2000.T ─其他業務部門轉撥 

注意事項： 

1.本科目表所列示之會計科目為示範性質。本科目表未列示之會計科目，公用天

然氣事業應依實際交易性質，自行參照「一般行業會計項目會計科目及代碼」

以紀錄之。 

2.會計科目編號之第三部分係明細科目代碼，公用天然氣事業依需要增設之。其

中，天然氣業務部門中之供氣業務與裝置業務，應按用戶類別再區分為民生

用戶（#1）與非民生用戶（#2）。 



 

科 目 代 碼 及 科 目 名 稱 定 義 及 說 明 

5000 營業成本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5111 銷貨成本  

5112 天然氣銷貨成本（天然氣業）  

 各項營業成本之

科目編號可自行設

置，舉例說明如下： 

第二部分(四碼)編號列示如下：  1.成本項目可直接歸屬

者，應透過會計紀錄和

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

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

質適於按事業別或作

業別歸屬者，則歸屬至

特定事業別或作業別

即可。無法歸屬者應依

合理方法分攤至各科

目。 

2.5141.1140 維修作業項

下，可視業務狀況再詳

細畫分為明細科目。 

3.5113.1110 科目項下，

應包括天然氣與嗅氣

等兩項。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110 氣體作業－購氣及嗅氣成本 

1120 儲存作業－儲槽成本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5113 進貨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5131 進料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5141 直接人工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5151 間接人工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5152 租金支出 1151 ─計量表 

5153 文具用品 1152 ─抄表 

5154 旅費 1153 ─收費 

5155 運費 1154 ─定檢維護 

5156 郵電費 1155 ─資訊業務 

5157 修繕費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5158 包裝費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5161 水電瓦斯費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5162 保險費 1211 ─既有表外管 

5163 加工費 1212 ─表外管 

5166 稅捐 1220 表內管作業 

5168 折舊 1221 ─表內管審圖 



科 目 代 碼 及 科 目 名 稱 定 義 及 說 明 

5169 
各項耗竭及

攤提 
1222 ─表內管複審 

5172 伙食費 1223 ─表內管檢驗 

5173 職工福利 1224 ─表內管複驗 

5176 訓練費 1225 ─表內管裝置 

5177 間接材料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5188 
其他製造費

用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同成本

（待分攤）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支援管理共同成本（待分攤） 

注意事項： 

1.本科目表所列示之會計科目為示範性質。本科目表未列示之會計科目，公用天

然氣事業應依實際交易性質，自行參照「一般行業會計項目會計科目及代碼」

以紀錄之。 

2.本科目表僅列示第一及第二部分科目，會計科目編號之第三部分係明細科目代

碼，公用天然氣事業依需要增設之。其中，天然氣業務部門中之供氣業務與裝

置業務，應按用戶類別再區分為民生用戶（#1）與非民生用戶（#2），若有共

用部分則可再設共用碼（#3）。 

 

  



科 目 代 碼 及 科 目 名 稱 定義及說明 

6 營業費用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6100 推銷費用 

6200 管理費用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各項營業費用之科

目編號，以推銷費用

舉例說明如下： 

第二部分(四碼)編號列示如

下： 

營業費用可直接歸屬者，應

透過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

接歸屬至該特定科目；若依

其性質適於按業務別或作業

別歸屬者，則歸屬至特定業

務別或作業別即可。無法歸

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攤至各

科目。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6110 薪資支出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6111 租金支出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6112 文具用品 1134 ─整壓 

6113 旅費 1140 維修作業 

6114 運費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6115 郵電費 1151 ─計量表 

6116 修繕費 1152 ─抄表 

6117 廣告費 1153 ─收費 

6118 水電瓦斯費 1154 ─定檢維護 

6119 保險費 1155 ─資訊業務 

6120 交際費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6122 稅捐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6124 折舊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6125 各項攤提 1211 ─既有表外管 

6127 伙食費 1212 ─表外管 



科 目 代 碼 及 科 目 名 稱 定義及說明 

6128 職工福利 1220 表內管作業  

6131 訓練費 1221 ─表內管審圖 

6132 進出口費用 1222 ─表內管複審 

6188 其他費用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同

費用（待分攤）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支援管理共同費用（待

分攤） 

注意事項： 

1.本科目表所列示之會計科目為示範性質。本科目表未列示之會計科目，公用天

然氣事業應依實際交易性質，自行參照「一般行業會計項目會計科目及代碼」

以紀錄之。 

2.本科目表僅列示第一及第二部分科目，會計科目編號之第三部分係明細科目代

碼，公用天然氣事業依需要增設之。其中，天然氣業務部門中之供氣業務與裝

置業務，應按用戶類別再區分為民生用戶（#1）與非民生用戶（#2），若有共

用部分則可再設共用碼（#3）。 

 

  



科 目 代 碼 及 科 目 名 稱 定 義 及 說 明 

第一部分(四碼)編號列示

如下： 

第二部分(四碼)編號列示

如下：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可直

接歸屬者，應透過會計紀

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業務；無法直接

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業務。業務別下之

營業外收支有再分類之

必要時，應先利用預留之

第三與第四碼。 

2.利息收入、股利收入、處

分投資利益（損失）等項

目，與天然氣業務之營運

無關，應直接歸屬於其他

業務部門下。 

7100 利息收入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7110 租金收入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同

收支（待分攤） 

7120 權利金收入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7130 股利收入 3000 
支援管理共同收支

（待分攤） 

7140 廉價購買利益   

7160 違約金收入     

721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利益 
    

7300 
避險工具之利益-公

允價值避險 
    

7510 利息費用     

7520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7530 手續費支出     

7540 停工損失     

7580 賠償損失     

7590 什項支出     

761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損失 
    

766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重估價損失 
    

7670 減損損失     

7950 所得稅費用（利益）     

注意事項： 

1.本科目表所列示之會計科目為示範性質。本科目表未列示之會計科目，公用天

然氣事業應依實際交易性質，自行參照「一般行業會計項目會計科目及代碼」

以紀錄之。 

2.本科目表僅列示第一及第二部分科目，會計科目編號之第三部分係明細科目代

碼，公用天然氣事業依需要增設之。其中，天然氣業務部門中之供氣業務與裝

置業務，應按用戶類別再區分為民生用戶（#1）與非民生用戶（#2），若有共

用部分則可再設共用碼（#3）。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xxx   資 產   

11xx   流動資產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包括庫存現金、銀行存款及週轉

金、零用金等，不包括已指定用

途或依法律或契約受有限制者。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合理估計天

然氣業務部門所需之現金及約

當現金水準，其餘應歸屬至其他

業務部門。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流動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修改增列之

科目。 

112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13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

動 

114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金融資產之持有與天然氣業務

之營運無關，應直接歸屬於其他

業務部門下。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商業應收之各種票據。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歸屬者，應透過會計

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

特定業務；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

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凡因出售產品、商品或提供勞務

等營業收入所發生而應收取之

一年或一個營業週期內到期帳

款屬之。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歸屬者，應透過會計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

特定業務；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

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200   其他應收款 指不能歸屬於應收帳款之款項。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歸屬者，應透過會計

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

特定業務；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

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30X   存  貨 

指備供正常營業出售之商品、製

成品、副產品；或正在生產中之

在製品，將於加工完成後出售

者；或將直接、間接用於生產供

出售之商品（或勞務）之材料或

物料。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5xx   非流動資產 與財務會計之定義相同。 

1601   土地淨額 凡供營業所使用之土地。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603   土地-重估增（減）值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修改定義之

科目。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605   土地改良物淨額 
凡在自有土地上從事非永久性

整理改良工程之成本皆屬之。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607   
土地改良物-重估增（減）

值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修改定義之

科目。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608   累積折舊-土地改良物 
凡提列土地改良物之累計折舊

皆屬之。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610   房屋及建築淨額 凡供營業所使用之房屋及建築。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630   售氣及輸氣設備淨額 

凡供天然氣業務敷設輸送、銷售

計量及儲存使用之各項作業設

備，其取得成本及購入後所有能

延長資產耐用或增加服務潛能

之資本化支出皆屬之。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633   累積折舊-售氣及輸氣設備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715   租賃資產淨額 
指依資本租賃契約所承租之資

產。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735   其他設備淨額 其他供營業使用之固定資產。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1110 氣體作業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120 儲存作業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1200 

表外管汰換作業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740   未完工程 

指正在建造或裝置而尚未完竣

之工程及預付購置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款項等。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110 氣體作業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質適於 

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屬者，則歸

屬至特定業務別或作業別即

可。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方法分

攤至各科目。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1154 

─收費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780   無形資產 
無實體存在而有經濟價值之資

產。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資產項目可歸屬者，應透過會計

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

特定業務；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950  基金 各類特種基金。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資產項目可歸屬者，應透過會

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特定業務；無法歸屬者應

依合理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2.長期投資與天然氣業務之營

運無關，應直接歸屬於其他業

務部門下。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1954  輸氣管線汰換準備金 

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應未來管線汰

換而提撥之準備金，該款項必須

存入專戶並專供管線汰換使用。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不能歸屬於以上各類之資產，且

收回或變現期限在一年以上

者，如閒置資產、遞延資產、存

出保証金、長期應收票據及其他

雜項資產等。 

 

1100 

1200 

1300 

供氣業務部門 

裝置業務部門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用資產 

資產項目可歸屬者，應透過會計

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至該

特定業務；無法歸屬者應依合理

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天然氣業務與其他業務共

用資產 

2xxx   負  債  

21XX   流動負債 
各項應付款、借款等及其他經常

業務程序中，須於一年內以流動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資產或其他流動負債償付之負

債。 

2100  短期借款 

指向金融機構或他人借入及透

支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年或

一個營業週期以內者。 

2110  應付短期票券 
指為自貨幣市場獲取資金，而委

託金融機構發行之短期票券。 

2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負債-流動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修改增列之

科目。金融負債之持有與天然氣

業務之營運無關，應直接歸屬於

其他業務部門下。 
 

2125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流動 

214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

動 

2150   應付票據 指商業應付之各種票據。 

2170   應付帳款 指商業應付之各種帳款。 

2200   其他應付款 

凡已發生而尚未支付之各項應

付費用，包括應付薪工、租金、

利息、營業稅、應付其他稅捐及

其他應付費用等皆屬之。 

2230  當期所得稅負債 
當期應付未付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 

2325  特別股負債-流動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修改增列之

科目。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負債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

過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

歸屬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

質適於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

屬者，則歸屬至特定業務別或

作業別即可。無法歸屬者應依

合理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2.無需分離之付息負債，應依總

金額表達，無須再分攤於各科

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輸配作業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同負債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統一調度負債 

25XX  非流動負債 

到期日在一年以上之各項債

務，包括公司債、長期借款、長

期應付票據及長期應付款等。新

增之非流動性金融負債三級科

目名稱及代號請依據填表注意

事項自行增列使用。 

2530   應付公司債 
凡公司奉核准並已發行之公司

債皆屬之。 

2540 

  

  

  

長期借款 
指到期日在一年或一個營業週

期以上之借款。 

2620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指付款期間在一年或一個營業

週期以上之應付票據、應付帳款

等。 

2630   長期遞延收入 1.凡業經收納且依契約約定屬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於一年或一個營業週期以上

享有之收入皆屬之。 

2.公用天然氣事業應設置三項

明細科目：(1).1130─本支

管 、 (2).1210 ─ 表 外 管 及

(3).1135─工程補助款。前兩

項係依據公用天然氣事業用

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準則第

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認列為

遞延收入，而第三項係依據公

用天然氣事業會計處理準則

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認列為

遞延收入。 

 1100 供氣業務部門 1.負債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

過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

歸屬至該特定科目；若依其性

質適於按業務別或作業別歸

屬者，則歸屬至特定業務別或

作業別即可。無法歸屬者應依

合理方法分攤至各業務。 

2.無需分離之付息負債，應依總

金額表達，無須再分攤於各科

目。 

 

 

 

 

 

 

 

 

 

 

 

 

 1110 氣體作業 

 1120 儲存作業 

 1130 本支管 

 1131 ─本支管－高壓管線 

 1132 ─本支管－中壓管線 

 1133 ─本支管－低壓管線 

 1134 ─整壓 

 1135 ─工程補助 

 1140 維修作業 

 1150 用戶服務作業 

 1151 ─計量表 

 1152 ─抄表 

 1153 ─收費 

 1154 ─定檢維護 

 1155 ─資訊業務 

 1160 表外管汰換作業 

 1200 裝置業務部門 

 1210 表外管裝置作業 

 1211 ─既有表外管 

 1212 ─表外管 

 1213 ─表外管之遞延收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220 表內管作業  

 

 

 

 

 

 

 1221 ─表內管審圖 

 1222 ─表內管複審 

 1223 ─表內管檢驗 

 1224 ─表內管複驗 

 1225 ─表內管裝置 

 1230 停氣與復氣作業 

 1300 天然氣業務部門共同負債 

 2000 其他業務部門 

 3000 統一調度負債 

2670   其他非流動負債-其他 
不能歸屬於以上各類之負債，如

存入保證金及其他雜項負債等。 

 

 

  

1100 

1200 

2000 

 

供氣業務部門 

裝置業務部門 

其他業務部門 

負債項目可直接歸屬者，應透過

會計紀錄和帳務系統直接歸屬

至該業務，無法歸屬者則無須再

分攤於各業務。 
 3000 統一調度負債 

3xxx   權益 
為全部資產減除全部負債後之

餘額。 

3100   股  本 
股東對公司所投入之資本，並向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登記者。 

 0000 控制帳戶 
權益項目全係統一調度，無須再

單獨歸屬。 

3200   資本公積 
除股本外，非由營業結果所產生

之權益。 

 0000 控制帳戶 
權益項目全係統一調度，無須再

單獨歸屬。 

3300   保留盈餘 

由營業結果產生之權益，包括法

定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及未

分配盈餘等。 

 0000 控制帳戶 
權益項目全係統一調度，無須再

單獨歸屬。 

3331   管線汰換準備 

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應未來管線

汰換按稅後基礎提撥之盈餘，且

應以同等金額存入管線汰換基

金專戶。未來於汰換發生時方可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定義及說明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按支出金額轉回保留盈餘項下

供分配之用。 

 0000 控制帳戶 

權益項目全係統一調度，無須再

單獨歸屬。 

  

注意事項： 

1.本科目表所列示之會計科目為示範性質。本科目表未列示之會計科目，公用天

然氣事業應依實際交易性質，自行參照「一般行業會計項目會計科目及代碼」

以紀錄之。 

2.本科目表僅列示第一及第二部分科目，會計科目編號之第三部分係明細科目代

碼，公用天然氣事業依需要增設之。其中，天然氣業務部門中之供氣業務與裝

置業務，應按用戶類別再區分為民生用戶（#1）與非民生用戶（#2），若有共

用部分則可再設共用碼（#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