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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會計室謝秀慧組長
九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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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校之會計處理，係依照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教育部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與本校各
項規定辦理。

•會計室依據各項相關法規，辦理本校
各項經費申請、核銷及撥款之各項審
核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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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本校經費來源可分為以下四種：

•校內經費

•外界捐贈經費

•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建教合作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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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經費及外界捐贈經費：
需依本校相關規定支用及核銷。

• 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需依補助機關之規定支用及核銷，經費使用及取具
之憑證應與補助活動直接相關及符合其規定執行期
間。
*教育部補助經費：本機關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
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人費、諮
詢費等相關酬勞。

經費支用注意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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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教合作計畫經費：
需依補助或委託機關之規定支用及核銷，經費使用及
取具之憑證應與研究計畫直接相關及符合計畫執行期
間。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耗材、物品及雜項費
用如原計畫書未申請者，經檢討確為研究計畫需
要，得由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循執行機構行政程
序簽報核准後，依政府規定之標準核實列支。研
究設備費應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項目辦理採
購，核實列支。國外差旅費之出國人員、人數、
次數、天數或地點如有變更，得由計畫主持人敘
明理由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於原核定
經費項下列支。

經費支用注意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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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流程-校內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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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流程-外界捐贈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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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流程-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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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流程-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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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流程-建教合作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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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說明(1/11)

係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或
相關書據。各教職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崇
法務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辦理，並對所提出
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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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說明(2/11)

支出憑證 說明

發票

•本校為非營業人，請儘量取具二聯式發票，
如 為三聯式發票，請加註本校扣繳單位
統一編號「２９９０２６０５」，並檢送收執
聯及扣抵聯。

•發票如僅列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
由經手人逐項加註貨品名稱或檢附出貨單並簽
名或蓋章。

•收銀機開立之統一發票如未鍵入本校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２９９０２６０５」，請廠商蓋
上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註記本校扣繳單位統一編

號「２９９０２６０５」。

注意事項

���ҽ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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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 說明

發票 •若發票遺失時，請向廠商索取存根聯影本，
加註「與正本相符」，並請廠商加蓋統一發
票專用章及負責人章。

收據

收據需有免用統一發票編號、地址及加蓋負責
人私章，如取具收據未能載明免用統一發票編
號者，經手人應簽附商店負責人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及彙整資料，俾便辦理所得扣繳申報。

支出憑證說明(3/11)
注意事項

���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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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 說明

個人收據

及印領清冊

•支付各類所得(詳見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
扣繳一覽表)時，承辦單位應填寫印領清冊；
以個別收據簽領者，應加具印領清冊一份(領
款人不必再簽章)，俾便辦理所得扣繳申報事
宜。

•非固定薪資給付時，給付額大於(含)33,334
元需代扣6％稅款。

•本給付年度內所得人累計在華未滿183天者，
各單位給付所得需代扣20%所得稅款，請三日
內（以收據簽收日起算），檢附所得人收據

支出憑證說明(4/11)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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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 說明

個人收據

及印領清冊

(填具中文或英文姓名、西元出生年月日、居
住地址、國家代碼、統一證號）、附護照或
居留證及入境記錄等影本至出納組繳交稅款，
俾便會計室於10日內向公庫繳清代扣之所得
稅款，避免逾期繳納稅款及遲開扣繳憑單而
衍生罰鍰。

其他憑證

•如交通費憑證(機票票根、高鐵車票票根及
計程車收據等)、郵電費憑證、水電費憑證、
保險費憑證及國外出具憑證等。

支出憑證說明(5/11)

注意事項

���ҽd��-��
���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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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說明(6/11)

支出憑證 說明

其他憑證

•搭乘捷運請取具購票證明/搭乘證明。

•搭乘國際航線，核銷時應檢附旅行業代收轉
付收據、機票票根及登機證存根，若為電子機
票作業則應取具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電子機
票與登機證存根。

•國際電話費之收據，應註明發話通話事由。

•郵費應取具購票證明單，註明郵寄內容及收
件者。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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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 說明

其他憑證 •國外出具憑證，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本國
文，並檢附兌換水單，或檢附匯率表註明折
合率，以事項發生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
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參考匯價為依據辦理

報支。

支出證明單 •適用於無法取得上述憑證時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如公車)無法取得憑證
者，請檢附支出證明單。

支出憑證說明(7/11)

注意事項

���ҽ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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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說明(8/11)

•差旅費

申請國內、外差旅費，應檢附差旅費申請表（人事
室提供），及相關支出憑證，國外差旅費應加附兌
換水單，或出國前一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台灣
銀行賣出即期外幣參考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政府
機關補助或委託經費之差旅費需依行政院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支用及填寫
相關表單(出差申請單、出差報告表)

•廣告費

應檢附樣張；但具特殊情形者，得免附樣張，惟應
由單位主管負責證明

支出憑證另需檢附相關文件者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5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5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6


20

支出憑證說明(9/11)

• 會議費
應檢附開會通知單或簽到表及相關會議紀錄，但會

議紀錄具有機密性者，得免附會議紀錄，註明留存
單位備查。

• 保險費
應檢附保險人員名單

• 交際費
支付婚喪喜慶之禮金或奠儀時，應附上喜帖、

訃聞及收據。

支出憑證另需檢附相關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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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說明(10/11)

• 出席費
應檢附簽到表(教育部補助經費適用)

• 郵費
大宗郵件應檢附郵寄文件清單，由郵局蓋戳證明。

• 非消耗品及資本門支出
應檢附驗收單及非消耗品增加單、財產增加單

• 營繕工程及財物購置
應檢附請購單或請修單、估價單、議比價單、合約

書副本等相關文件。

支出憑證另需檢附相關文件者



22

支出憑證說明(11/11)

•收據或發票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檢具原立
據人加蓋印章負責證明與正本相符之影本，並由經

辦人註明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

•支出憑證正本頇送經費補助單位存查者，以憑證之
影本報核，惟應加註憑證正本送報補助單位存查證
明。

•支付款項由其他補助單位與本校共同分攤者，其支
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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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期限(1/3)

•本校會計年度為學年度制，學年度起迄日是自當年
度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故凡屬該學年度經費
(專案簽核保留預算或外界捐贈捐款延用一學年者
除外)應於學年度結束前核銷完畢。
•請申請單位於6月15日前留意經費核銷情形，於8月
10日前核銷7月31日前的支出憑證，以利本校決算
作業進行。

校內經費及外界捐贈經費



24

經費核銷期限(2/3)

•政府機關會計年度起迄日為1月1日至12月31日，
除執行期限另有規定外，餘頇於12月31日前核銷
完畢。請各單位於11月初留意補助經費的核銷情
形，並於12月15日前核銷所有支出憑證，以利經
費結案。

•執行期限另有規定者請各單位於規定期限結束前
一個月留意經費的核銷情形，於規定執行期限結
束前十五日核銷所有支出憑證，以利經費結案。
•如補助經費執行期間跨二學年度者，配合本校會
計年度，請申請單位於8月10日前核銷7月31日前
的支出憑證，以利本校決算作業進行。

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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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期限(3/3)

•配合計畫執行期間，於執行期間結束前核銷其計畫
經費，請計畫主持人於計畫結束前一個月留意經費
的核銷情形，於計畫執行期間結束前十五日核銷所
有支出憑證，以利計畫結案。
•如計畫執行期間為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計畫
經費應於學年度結束前核銷完畢，請留意經費核銷
情形，於8月10日前核銷7月31日前的支出憑證，以
利計畫結案及本校決算作業進行。

•如計畫執行期間跨二學年度者，配合本校會計年度，
請申請單位於8月10日前核銷7月31日前的支出憑證，
以利本校決算作業進行。

建教合作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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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相關表單填寫範例(1/2)

表單填寫步驟

1. 彙整憑證

2. 製作黏存單-黏存單注意事項

3. 填寫支出明細表(計畫經費不需填寫此表單)

4. 填寫核銷表單

•校內經費-經費核銷申請單

•外界捐贈經費-專款專用經費申請單/經費核銷
申請單(適用已借支之專款辦理核銷者)

•政府機關補助經費-經費核銷申請單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教學卓越經費核銷申請單

•建教合作計畫經費-研究計畫經費核銷申請單

�H�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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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相關表單填寫範例(2/2)

•校內經費

•外界捐贈經費

•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建教合作計畫經費

範例

1�դ��g�O����
1�դ��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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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經費支用依據(1/5)

經費來源 依據

校內經費

外界捐贈經費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本校相關規定

政府機關

補助經費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附件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
費編列基準表)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http://www.scu.edu.tw/account/new_page_5.htm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N0202008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1.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1.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7623f25c_130225.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7623f25c_130225.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7623f25c_13022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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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依據

政府機關

補助經費

中央各機關執行單位預算有關用途別
科目應行注意事項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

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其他各補助機關相關規定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附錄-經費支用依據(2/5)

http://www.scu.edu.tw/account/02-�����U�������w�⦳���γ~
http://www.scu.edu.tw/account/02-�����U�������w�⦳���γ~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5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6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6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1.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1.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1.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1.htm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11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11
http://www.scu.edu.tw/account/new_page_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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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依據

建教合作

計畫經費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附件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

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附錄-經費支用依據(3/5)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N0202008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1.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1.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1.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0960133897edu--2.doc
http://www.scu.edu.tw/account/7623f25c_130225.DOC
http://web.n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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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依據

建教合作

計畫經費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

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

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附錄-經費支用依據(4/5)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2.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2.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2.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3.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3.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3.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3.htm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5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6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06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11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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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依據

建教合作

計畫經費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其他各補助或委託機關相關規定

東吳大學研究計畫經費作業要點

東吳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規定

參考資料網址如下
http://www.scu.edu.tw/account/

附錄-經費支用依據(5/5)

http://law.dgbas.gov.tw/system_1.php?LawID=M0203011
http://www.scu.edu.tw/account/c1.pdf
http://www.scu.edu.tw/account/1026.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new_page_5.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95law-1.htm
http://www.scu.edu.tw/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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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