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收支登記簿（總分類帳）

日期 當地幣（        幣）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1 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 **僑團90.1.6 150 150

1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2 **僑團90.1.13 120 270

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3 **僑團90.1.14 120 390

1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4 **僑團90.1.20 150 540

19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5-0009 陳大中等5名電腦班報名費 100 640

20 利息收入 ICBC201(89.7-12)於1/20計
息

60 700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0 **僑團90.1.26 90 790

3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1-0013 李小明等3名中文班報名費 60 850

31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14 王二 10 860

本月小計 860 86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860 86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說明：1.本登記簿為序時帳簿之一種，全部收支事項，均須依發生之順序登記之。
2.以美金兌換當地幣時，其折合率應按當時實際兌換之折合率填入「兌換率」欄，在銀行兌換者應保留承兌銀行所發給之兌換證明。
3.本表各欄除當地幣一欄得列各中心所在地貨幣外，其他各欄概列美金數，並須詳實列報，不得遺漏。
4.項目欄請以明細帳設置類別如：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圖書罰金收入；賠償收入；利息收入；雜項收入等項目分別填列。
5.收支登記簿及收入明細表請依規定編製並留存當地備查；年度結束後，依年度別加置封面裝訂成冊，妥為保管。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幣）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1 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 **僑團90.1.6 150 150

1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2 **僑團90.1.13 120 270

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3 **僑團90.1.14 120 390

1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4 **僑團90.1.20 150 540

19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5-0009 陳大中等5名電腦班報名費 100 640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0 **僑團90.1.26 90 730

3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1-0013 李小明等3名中文班報名費 60 790

本月小計 790 79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790 79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圖書罰金收入明細表

日期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當地幣（        幣） 美金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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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支票號碼)

90 1 31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14 王二 10 10

本月小計 10 1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10 1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利息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幣）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1 20 利息收入 ICBC201(89.7-12)於1/20計
息

60 60

本月小計 60 6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60 6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收支登記簿（總分類帳）

日期
當地幣（        幣）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2 1 上月轉入 860 － 860

1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5 **僑團90.2.2 460 1,320

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6 **僑團90.2.12 520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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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7 **僑團90.2.16 680 2,520

2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8-0021 劉三等4名電腦班報名費 80 2,600

2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2 **僑團90.1.23 450 3,050

22 截至2/22收入款項繳庫 3,050 － BB0001

24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23-0024 許明榮等2名 20 20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5 僑團90.1.26 90 110

本月小計 2,300 3,050 -  75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3,160 3,050 11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說明：1.本登記簿為序時帳簿之一種，全部收支事項，均須依發生之順序登記之。

2.以美金兌換當地幣時，其折合率應按當時實際兌換之折合率填入「兌換率」欄，在銀行兌換者應保留承兌銀行所發給之兌換證明。
3.本表各欄除當地幣一欄得列各中心所在地貨幣外，其他各欄概列美金數，並須詳實列報，不得遺漏。
4.項目欄請以明細帳設置類別如：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圖書罰金收入；賠償收入；利息收入；雜項收入等項目分別填列。
5.收支登記簿及收入明細表請依規定編製並留存當地備查；年度結束後，依年度別加置封面裝訂成冊，妥為保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幣）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2 1 上月轉入 790 － 790

1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5 **僑團90.2.2 460 1,250

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6 **僑團90.2.12 520 1,770

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7 **僑團90.2.16 680 2,450

2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8-0021 劉三等4名電腦班報名費 80 2,530

2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2 **僑團90.1.23 450 2,980

22 截至2/22收入款項繳庫 截至2/22收入款項報會繳庫 2,980 － BB0001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5 **僑團90.1.26 90 90

本月小計 2,280 2,980 -  70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3,070 2,980 9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圖書罰金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幣）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2 1 上月轉入 10 － 10

22 截至2/22收入款項繳庫 截至2/22收入款項報會繳庫 10 － BB0001

24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23-00024 許明榮等2名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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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小計 20 10 1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30 10 2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利息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幣）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2 1 上月轉入 60 － 60

22 截至2/22收入款項繳庫 截至2/22收入款項報會繳庫 60 － BB0001

本月小計 － 60    -6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60 60 －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一）以美金為貨幣單位

歲入項目分析表
 中華民國90年02月22日 單位：美元

項目 收據號碼 金額 備註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0013 ; 0015-0022 2,980.00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14 10.00

利息收入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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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050.0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收支登記簿（總分類帳）

日期 當地幣（泰銖）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1 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 **僑團90.1.6 6,000 6,000

1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2 **僑團90.1.13 4,800 10,800

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3 **僑團90.1.14 4,800 15,600

1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4 **僑團90.1.20 6,000 21,600

19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5-0009 陳大中等5名電腦班報名費 4,000 25,600

20 利息收入 ICBC201(89.7-12)於1/20計
息

2,400 28,000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0 **僑團90.1.26 3,600 31,600

3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1-0013 李小明等3名中文班報名費 2,400 34,000

31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14 王二 400 34,400

本月小計 34,400 － 34,40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34,400 － 34,40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說明：1.本登記簿為序時帳簿之一種，全部收支事項，均須依發生之順序登記之。
2.以美金兌換當地幣時，其折合率應按當時實際兌換之折合率填入「兌換率」欄，在銀行兌換者應保留承兌銀行所發給之兌換證明。
3.本表各欄除當地幣一欄得列各中心所在地貨幣外，其他各欄概列美金數，並須詳實列報，不得遺漏。
4.項目欄請以明細帳設置類別如：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圖書罰金收入；賠償收入；利息收入；雜項收入等項目分別填列。
5.收支登記簿及收入明細表請依規定編製並留存當地備查；年度結束後，依年度別加置封面裝訂成冊，妥為保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泰銖）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1 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 **僑團90.1.6 6,000 6,000

1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2 **僑團90.1.13 4,800 10,800

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3 **僑團90.1.14 4,800 15,600

1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4 **僑團90.1.20 6,000 21,600

19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5-0009 陳大中等5名電腦班報名費 4,000 25,600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0 **僑團90.1.26 3,600 29,200

3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1-0013 李小明等3名中文班報名費 2,400 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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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小計 31,600 － 31,60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31,600 － 31,60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圖書罰金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泰銖）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1 31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14 王二 400 400

本月小計 400 40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400 40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利息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泰銖）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1 20 利息收入 ICBC201(89.7-12)於1/20計
息

2,400 2,400

本月小計 2,400 2,400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2,400 2,40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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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收支登記簿（總分類帳）

日期 當地幣（ 泰銖）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2 1 上月轉入 34,400 － 34,400 － － －

1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5 **僑團90.2.2 18,400 52,800 －

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6 **僑團90.2.12 20,800 73,600 －

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7 **僑團90.2.16 27,200 100,800 －

2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8-0021 劉三等4名電腦班報名費 3,200 104,000 －

2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2 **僑團90.1.23 18,000 122,000 －

22 截至2/22收入泰銖兌美金 截至2/22收入至銀行兌美金 122,000 － － AA0001
截至2/22收入兌入美金數 泰幣122,000/40 40 － 3,050 3,050

截至2/22收入美金數繳庫 報會繳庫 － 3,050 － BB0001

24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23-0024 許明榮等2名 800 800 －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5 僑團90.1.26 3,600 4,400 －

－

－

本月小計 92,000 122,000 -30,000 3,050 3,050 －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126,400 122,000 4,400 3,050 3,050 －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說明：1.本登記簿為序時帳簿之一種，全部收支事項，均須依發生之順序登記之。

2.以美金兌換當地幣時，其折合率應按當時實際兌換之折合率填入「兌換率」欄，在銀行兌換者應保留承兌銀行所發給之兌換證明。
3.本表各欄除當地幣一欄得列各中心所在地貨幣外，其他各欄概列美金數，並須詳實列報，不得遺漏。
4.項目欄請以明細帳設置類別如：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圖書罰金收入；賠償收入；利息收入；雜項收入等項目分別填列。

5.收支登記簿及收入明細表請依規定編製並留存當地備查；年度結束後，依年度別加置封面裝訂成冊，妥為保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泰銖）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2 1 上月轉入 31,600 － 31,600 － － －

1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5 **僑團90.2.2 18,400 50,000 －

8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6 **僑團90.2.12 20,800 70,800 －

1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7 **僑團90.2.16 27,200 98,000 －

20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18-0021 劉三等4名電腦班報名費 3,200 101,200 －

22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2 **僑團90.1.23 18,000 119,200 －
截至2/22收入款項兌美金 截至2/22收入至銀行兌美金 119,200 － － AA0001
截至2/22收入兌入美金數 泰幣119,200/40 40 － 2,980 2,980

截至2/22收入兌美金數繳庫 報會繳庫 － 2,980 － BB0001

25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25 僑團90.1.26 3,600 3,600 －

本月小計 91,200 119,200 -28,000 2,980 2,980 －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122,800 119,200 3,600 2,980 2,980 －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7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圖書罰金收入明細表

日期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當地幣（ 泰銖） 美金

備註

(支票號碼)

年 月 日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90 2 1 上月轉入 400 － 400 － － －

22 截至2/22收入款項兌美金 截至2/22收入至銀行兌美金 400 － － AA0001
截至2/22收入兌入美金數 泰幣400/40 40 － 10 10
截至2/22收入兌美金數繳庫 報會繳庫 － 10 － BB0001

24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23-0024 許明榮等2名 800 800 －

－

本月小計 800 400 400 10 10 －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1,200 400 800 10 10 －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區）
利息收入明細表

日期 當地幣（ 泰銖） 美金

年 月 日
項目 收據編號 摘要

兌換

率 收入 支出 結存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支票號碼)

90 2 1 上月轉入 2,400 － 2,400 － － －

22 截至2/22收入款項兌美金 截至2/22收入至銀行兌美金 2,400 － － AA0001
截至2/22收入兌入美金數 泰幣2,400/40 40 60 60
截至2/22收入兌美金數繳庫 報會繳庫 60 － BB0001

－

－

－

－

－

－

－

－

－

－

－

－

－

本月小計 － 2,400 -2,400 60 60 －

本月累計 結轉次月 2,400 2,400 － 60 60 －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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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一（歲入類）

（二）以當地幣為貨幣單位----泰銖

歲入項目分析表

中華民國90年02月22日

項目 收據號碼 泰銖元
折算美金元（實際賣匯匯率

40）
備註

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
＊字0001-0013 ; 0015-

0022
119,200.00 2,980.00

圖書罰金收入 *字0014 400.00 10.00

利息收入 2,400.00 60.00

合計 122,000.00 3,050.00

製表 副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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