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經費核銷說明會紀錄 
時間：九十八年二月二十六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三十分至十六時五十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 R0101 大講堂(普仁堂) 

主席：會計室洪主任碧珠 

報告人：會計室謝組長秀慧 

                                              記錄：會計室王盈恩組員 

與會人員：教務處林寶禎秘書、教務處招生組黃錦君編審、教務處註冊組李秀貞

組員、教務處綜教組蕭筱青組員、教務處課務組陳家琦編審、綠色科

學與永續發展學程、綠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程洪小喬、學生事務處李

素娟秘書、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組丁碩謙約聘組員、學生事務處學生

住宿組吳玉婷組員、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組吳克良組員、學生事務處

學生住宿組曾國強專員兼組長、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組劉紫笙專員、

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組蔣官臻約聘組員、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組謝蕎

卉約聘組員、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組陳欣怡、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

心石麗君組員、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朱嘉琦輔導員、學生事務處

生涯發展中心高世平編纂、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游艷麗專員兼主

任、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馮于倫助理、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

王佳玲助理、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王淑芳主任、學生事務處心理

諮商中心呂雅燕專員、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林巧媖、學生事務處

心理諮商中心張彥之約聘專員、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詹薇潔助

理、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駱冠宏、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龔秀

紋助理、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李昀諠護理師、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

組劉美芸專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鄭秀涼專員、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組呂佳穎組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沈蘭傑組員、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陳思蓉約聘組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葉美君專員、學

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廖芝萱組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蔡志賢專員

兼組長、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顏晴美專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朱賢丁組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林純惠約聘組員、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林淑惠約聘組員、總務處林芳如秘書、總務處事務組李桂英

組員、總務處事務組林嘉和專員、總務處事務組林碧真組員、總務處

事務組高應欽專員、總務處事務組游文瑞編纂、總務處事務組張崇仁

技正、總務處事務組陳全能技士、總務處文書組楊康皓組員、總務處

營繕組張劉增技正、總務處營繕組尹章明專員、總務處營繕組林志遠

專員、總務處營繕組郝權組長、總務處營繕組鄧華渝專員、總務處營

繕組劉世賢組員、總務處營繕組郭寶全技佐、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

謝明秀秘書、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國際合作組游晴如助理、研究事

務與國際合作處研究事務組林筑玉專員、發展處黃淑暖秘書、發展處



企劃組杜盈蒨組員、發展處企劃組陳柔君組員、發展處社會資源組賴

原專員、發展處社會資源組陳維芸約聘組員、發展處社會資源組黃久

珍專員、發展處校友服務組熊賢芝編纂、發展處表演藝術中心籌備組

江花月助理、發展處表演藝術中心籌備組江奕萱助理、發展處表演藝

術中心籌備組黃奕瑄助理、秘書室曹嘉麟秘書、秘書室譚麗婷秘書、

人事室謝婉怡組員、人事室胡麗玲專員、圖書館參考組張素卿組員、

圖書館採錄組李明俠組長、圖書館推廣組張碧晶專長、圖書館胡真

華、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吳欣芳、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

展組蕭文鳳助理、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謝宛豫助理、教學資

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林青嵐助理、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莊

　琁專員、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組李國聖組員、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科技推廣組曾釋嫻組員、通識教育中心林奕寬助理、通識教育中

心徐嘉晨助理、通識教育中心蔡淑惠約聘組員、通識教育中心戴鈞博

助理、通識教育中心蘇芷瑩助理、電算中心行政諮詢組王錦娟技術

師、電算中心系統組吳秀珍技術師、電算中心系統組梁群彥組員、電

算中心系統組陶鳳英專員、電算中心系統組曾如瑜助理、電算中心系

統組游郁菁、電算中心網路暨維修組郭穎慧，體育室謝菁雅秘書、體

育室體育活動組廖婉君專員、推廣部顏千婷組員、推廣部林美珍專

員、推廣部顏志佳約聘組員，校牧室馮靚怡組員，錢穆故居管理處吳

逸群約聘組員，林語堂故居管理處郭怡汝約聘專員、校牧室郭姣嬪，

人文社會學院江卓彥秘書、人文社會學院葉姿其助理、中國文學系向

芳宜秘書、中國文學系卓伯翰助教、中國文學系唐寗助理、中國文學

系劉恩怡秘書、歷史學系張雅雯、歷史學系江圯洋助教、哲學系胡儀

婷秘書、哲學系楊雅婷助教、政治學系林奕廷、政治學系林瓊珠助理

教授、政治學系張榮發助教、政治學系許立新助教、政治學系陳中寧

助理、政治學系劉書彬副教授、政治學系黃詩珺助理、社會工作學系

王紹樺助理、社會工作學系林玉翠助教、社會工作學系歐孟芬秘書、

社會工作學系江柏毅助理、社會學系周明慧秘書、社會學系張芳瑋秘

書、音樂系施宜德秘書、音樂系盧泓志助教、師資培育中心楊雁琪秘

書、師資培育中心戴宏杰組員、師資培育中心陳守全助教、外語學院

陳盈盈秘書、英文學系蔡佳瑾副教授、英文學系吳雅鈞、英文學系龔

營助理教授、英文學系蔡江怡秘書、日本語文學系郭玟圻、德國文化

學系黃鈺娟、德國文化學系楊淑卿秘書、德國文化學系陳敬紘、德國

文化學系鄭靜怡、語言教學中心王鵬順編審、語言教學中心施雅俐編

審、語言教學中心傅雅雯助理、理學院許寶瑜秘書、數學系任士芬秘

書、數學系李翠真秘書、物理學系徐小燕秘書、物理學系曾銘誌技士、

化學系卓志銘技正、微生物學系林依萱、微生物學系莊秋瑩助理、微

生物學系曾淑晶秘書、微生物學系謝家瑜助理、微生物學系廖怡芬、



心理學系吳家全、心理學系郭蕙寧、心理學系趙君綺、心理學系林淑

靜秘書、心理學系洪嘉琳助理、心理學系楊美娟助教、心理學系黃啟

瑋、鑑識科學學程張仙芳助理、商學院黃怡茜技正、財務工程與精算

數學系沈靜芝秘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簡淑真秘書、財務金融學

程陳玟君秘書、商學進修學士班陳浩宗秘書、國際商管學程張家瑜助

理秘書、國際貿易與經營學系胡麗香助理秘書、會計學系呂毓敏助

理、會計學系邱敏惠秘書、會計學系陳曉媺秘書、會計學系廖淑敏秘

書、經濟學系王恆宜秘書、經濟學系宋鳳笙、資訊管理學系李雪真秘

書、資訊管理學系蘇月台秘書、企業管理學系洪薔薇組員、企業管理

學系張裕蓮秘書、企業管理學系莊明琪秘書、企業管理學系許慈袖約

聘組員、企業管理學系黃丹嬿助理、企業管理學系陳宏瑋、企業管理

學系林樵陽、法學院王玉梅秘書、法律學系姚虹如秘書、法律學系郭

葉瑋秘書、法律學系陳虹淑助理、法律學系程明修、法律學系溫靜逸

助教 

列席人員：洪組長仲珮  蔡專員芳蘭  朱專員台英  劉專員元泰  柯組員宜君 

出席      陳組員曉怡  張組員嘉珮  曹組員嘉琪  王組員盈恩  汪組員信豐 

          薛助理文雅  方助理菀儀  江助理萩芬 

                                                                        

壹、會計室主任致詞 

各位師長、同仁大家午安，非常感謝大家百忙中抽空參加會計室二十

年來第一次，由單位舉辦的業務說明會。會計室業務其實非常瑣碎，也很

複雜，一個經費核銷案憑證可能是 1張或 200 張。核銷過程中，到底發生

了什麼事情呢？各位常常在核銷過程中與會計室同仁用電話或當面溝通時

發現有很多問題，這到底錯在那裡？有關財務資訊公開，在東吳大學會計

室的網站可以看到兩個區域，一個是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一個是

財務資訊公開區，其中最重要是財務報表部分。財務報表如何來的？就是

把我們一個年度當中所有的活動透過事實記錄的檢驗，透過會計的語言轉

換成財務報表。所以各位在經費核銷中提供的所有文件，包括發票、憑證

等相關文件，都是彙編成財務報表的一個依據。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選擇

與大家工作上比較有直接關係的經費核銷說明，與大家共同討論分享。未

來會計室還會陸續舉辦相關說明會，透過業務公開，與大家溝通及交流。

請容我向大家介紹今天說明會資料的整理及準備同仁：首先是會計室第一

組組長謝秀慧組長，及她所領導的第一組同仁，薛文雅(今天她負責我們活

動的照相)，陳曉怡(她負責今天的司儀)，王盈恩，劉元泰，方菀儀(今天

的 DM 及資料都是由她來設計的)，江萩芬，蔡芳蘭，曹嘉琪。今天的簡報

資料由第一組同仁整理編製的，其中提到經費核銷的期限，因為據實表逹

一個年度的活動，還有申報所得的必要性，所以期限真的很重要。另外提

到支付事實的憑證，就是發票、收據等，以及整個核銷流程。核銷的流程



係以目前實際作業情況彙編，未來 e 化，會朝向更簡化的方式進行。在場

許多同仁在核銷上很有經驗，歡迎在第二場與大家分享經驗，如何簡單又

凖確的完成經費核銷。接下來就把時間交給謝秀慧組長。 

 

貳、經費核銷簡報 

    附件：東大學經費核銷說明會 

參、問題彙整 

問題一：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核銷憑證黏存單由分項計畫主持人簽章用印，可否與

核判並行？(一般都是在會會計室之前簽章，之後核判，分項計畫主持

人必須看兩次) 

(教務處林寶禎秘書，分機 6002)               

答：目前卓越計畫一般經費核銷流程係由教學資源中心所研擬：承辦人及子

計畫主持人用印後，送會計室審核憑證（不必先送分項計畫主持人用

印），會計室審核完後，再送分項計畫主持人用印及核判。若是透過總

務處採購的案子，不適用一般經費核銷的流程，係依總務處採購結案方

式辦理，總務處的同仁會先請子計畫主持人、分項計畫主持人於憑證黏

存單上用印，總務長決行後，送會計室審核憑證。  

 

問題二：建議將憑證(發票)注意事項部份上網供下載(或 mail)便於組內存參，

提醒未來參加之同仁注意。 

(教務處綜教組蕭筱青組員，分機 6082) 

答：憑證(發票)注意事項請參考會計室網頁相關法規之「東吳大學支出憑證

核銷規定」，本次說明會相關資料亦會置於會計室網頁供大家參考。 

 

問題三：校內經費核銷需於九十八年八月一日前核銷九十八年七月三十一日前之

支憑證。九十八年八月一日至九十八年八月十日全校放假，則核銷期限

是否有展延？因研究所考試截止日為九十八年七月三十一日，故學系單

據會於隔日(上班日)才會交至課務組辦理核銷作業。            

        (教務處課務組陳家琦編審，分機 6032) 

答：配合本校行事曆八月一日至八月十日連續休假，其經費結報期限將有所

調整，本室將於 3月底函知各單位有關經費結報期限。 

 

問題四：辦公費的核銷是否也需依嚴謹的核銷規定？ 

        例一：餐費是否皆要寫上用餐人，因為有時不太合適問師長與誰用餐？ 

        例二：工讀金的核銷是否皆要寫上其起迄時間，因為一天裡，可能在六

小時中同時來了不同的工讀生，若這個月一共發了 100 小時的工

讀費，要如何知道每一位的工作起迄時間？ 

(學生事務處李素娟秘書，分機 7002)                           



答：基本上辦公費仍需依項目分類來黏貼，這樣可以很清楚自己支用在那些

項目。關於餐費，若不方便提供用餐人員，可採權宜的方式，僅寫上師

長的「宴客餐費」或「師長及 XXX 等賓客餐費」皆可。工讀生工讀藉由

工讀紀錄表、日誌或簽到表等資料，以註明工作的起迄時間及內容，再

由同仁簽名確認，影印附於核銷案即可。 

 

問題五：憑證黏存單一張只能貼五張發票，但若一大型活動有 100 多張發票，這

樣貼起來會很厚、會非常恐怖，真的要這樣實行？ 

(學生事務處李素娟秘書，分機 7002)                

答：憑證黏存單一張只能黏貼五張憑證，是參考其他國立及私立大學的規定

而設計，黏貼之憑證以五張為限，不僅承辦人容易計算，會計室也容易

核算；另外核銷案憑證正本需送補助機關審核者，影印憑證影本留校備

查時，較易影印。 

 

問題六：指定捐款通知單副本的正本只有一份，分很多次來用此捐款，要如何處

理？或指定捐款通知單影本若要分六組來用，這會很困難？                 

        (學生事務處李素娟秘書，分機 7002) 

答：指定捐款通知單是在第一次來申請專款專用時，需附上「副本」的正本，

由會計室同仁登錄並控管，若分多次核銷，附上影本並於核銷單註明第

2‧3…次核銷即可。指定捐款通知單影本如分至六組，請於每組副本的

影本上註明核與正本相符即可，核銷時比照前說明辦理。          

 

問題七：有關費用類別的部分不曉得會計室有無一比較標準的說明？ 

        例一：獎品，禮品，紀念品之間的差異？             

        例二：若是以用途來分類，買膠帶來貼海報屬於文具費，買膠帶來製作

道具則是否可作材料費？                 

        例三：有關收據和印領清冊的是否在華 183 天，一定要呈現嗎？還是確

定皆台灣人則可以不用加註以上字句。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廖芝萱組員，分機 7407)          

答：一、獎品：應有競賽辦法，依此辦法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之獎勵。 

禮品：因交流事由而需致贈禮品。 

紀念品：屬紀念性質，例如參與活動即給予紀念品。 

二、膠帶一般歸於文具費，不必再以用途分類。例如買筆製作道具，筆

其性質就屬於文具，不再依其用途分類為材料費。另如購置電話卡

即屬於電話費，並不會因為用來聯絡事由而作宣傳費。 

三、關於是否在華 183 天的部分之勾選，是依照國稅局作業的要求，相

關表格已更新，煩請同仁在支付各類所得時，務必去作勾選。台灣

人亦是需要勾選。                       



問題八：經費分類項目是否有相關規定？ 

例：同學辦理保齡球比賽      

xx 系：一家是開場地費        

xx 系：一家是開球道使用費或球資費        

是否需統一？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葉美君專員，分機 7405) 

答：於保齡球館辦理保齡球比賽，保齡球館開立憑證之品名為場地費、球道

使用費或球資費皆與使用保齡球館事實相符，保齡球館開立憑證之品名

會依其業務別有所差異。 

 

問題九：依校內法規，6,000 元以下核銷，只需送陳二級主管，但專款專用未超

過 6,000 元，請問是否需送陳一級單位主管？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鄭秀涼專員，分機 7406) 

答：核銷案 6,000 元以上是否需經一級主管，學校無明確之規定，請依各一

級主管規範辦理，未來 e 化建構下，將朝向更簡化及一致的方向規劃。 

 

問題十：油資發票是否須填寫公里數及乘車人？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呂佳穎組員，分機 7409) 

答：以油資發票作為交通費核銷者，須註明事由、起迄地點、開車及搭乘人

員。另以公里數做為交通費計算之依據者，則油資發票須註明公里數。 

 

問題十一：若為校內人士領款，清冊上還須打戶籍地址嗎？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呂佳穎組員，分機 7409) 

答：若為校內人士領款請註明校內人士，即無須填寫戶籍地址。 

 

問題十二：若活動辦理時間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後，但使用訓輔經費何時須核銷？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呂佳穎組員，分機 7409) 

答：訓輔經費是教育部補助款，依教育部規定執行期限為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若活動辦理時間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後，請於活動結束 2

日內辦理核銷，以免影響經費結案作業。 

 

問題十三：車票是否須要影印附上？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呂佳穎組員，分機 7409) 

答：以車票作為核銷交通費之必要憑證者，憑證如需送補助機關審查或憑

證為感熱紙者(時間久，會模糊不清楚) ，車票須影印附於核銷案。 

 

 



問題十四：非指定捐款核銷時，須附上收據正本(藍色)或副本？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呂佳穎組員，分機 7409) 

答：經費為政府機關補助款者，核銷時請附上該機關核定函文，不必附本

校請款收據。 

 

問題十五：請問外籍人士的 183 天，是指他入境起到蒞臨演講日止巳超過 183

天，還是以他離境為止計算？ 

例：客座一年的他校教授，入境後未滿半年即受邀至本校演講。此

時是否需要扣繳 20%的稅款？                

(學生事務處心理諮商中心張彥之專員，分機 2391) 

答：一、其於一課稅年度內（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在我國境內居留天

數合計滿 183 天者，係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

稱居住者個人）；如居留天數未滿 183 天者，則屬「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非居住者個人）。 

二、如護照或居留證所記載居留期間於一課稅年度內未滿 183 天者，

扣繳義務人則應按「非居住者個人」之扣繳率 20％扣繳所得稅

款，並請各單位三日內（以收據簽收日起算），檢附所得人收據、

附護照或居留證及入境記錄等影本至出納組繳交稅款，再將資料

交到會計室各單位之承辦人員，俾便會計室於給付日起十日內向

公庫繳清代扣之所得稅款，並隨即開立扣繳憑單向該稽徵機關申

報核驗，避免逾期繳納稅款及遲開扣繳憑單而衍生罰鍰。 

 

問題十六：若拿到一張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上面卻是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此收

據可否報帳？ 

(發展處黃淑暖秘書，分機 5402) 

答：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上面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表示該店家應依統一

發票使用辦法開立統一發票，同仁們如拿到這類收據，必需請老闆開

立發票，以符合規定。 

 

問題十七：透過網路線上購物可選擇郵寄發票或線上列印發票，若選擇自行列

印，此發票可以報帳嗎？ 

(發展處黃淑暖秘書，分機 5402) 

答：線上購物列印之發票，其發票章通常是套印好的，亦經過國稅局的核

可，線上列印的發票是符合統一發票使用辦法，可視同正式憑證。 

 

 



問題十八：外國人士或僑生，要如何判別 183 天在台居留？例如：僑生來台又回

國，該如何計算居留之疑問？                         

          (教學資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林青嵐助理，分機 5825) 

答：一、其於一課稅年度內（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在我國境內居留天

數合計滿 183 天者，係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

稱居住者個人）；如居留天數未滿 183 天者，則屬「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非居住者個人）。 

二、如護照或居留證所記載居留期間於一課稅年度內未滿 183 天者，

扣繳義務人則應按「非居住者個人」之扣繳率 20％扣繳所得稅

款，並請各單位三日內（以收據簽收日起算），檢附所得人收據、

附護照或居留證及入境記錄等影本至出納組繳交稅款，再將資料

交到會計室各單位之承辦人員，俾便會計室於給付日起十日內向

公庫繳清代扣之所得稅款，並隨即開立扣繳憑單向該稽徵機關申

報核驗，避免逾期繳納稅款及遲開扣繳憑單而衍生罰鍰。 

 

問題十九：辦公費在人文社會學院自己有作辦公帳的留存，是以現金帳的方式在

作，若要以分類帳的方式作，日期就會跳，無法與自己的帳合的起來，

可否不用分類帳方式？ 

(人文社會學院江卓彥秘書，分機 6102) 

答：辦公費仍需依項目分類來黏貼，這樣可以很清楚自己支用在那些項

目，請依項目分類，再依日期先後將同一類憑證黏存於黏存單，縮短

核銷期限。辦公費是學校經費之一，應依照校內經費的規定辦理，也

不要一學期才核銷一次，已支用的經費，儘量在一週或兩週內核銷，

以利審核及編製傳票上更快，也避免重工的問題。目前辦公費已改為

單位使用，希望大家減少借支再核銷，若能縮短核銷時間，分類問題

相對簡單，核銷案就能快速從通過會計室，作業速度提升。               

 

問題二十：辦公費在 96 學年是以日期來排列黏於黏存單，但今天說明要以分類

方式來黏於黏存單，是否今天說明會後，就要以分類方式來黏存？ 

          (體育室謝菁雅秘書，分機 5617) 

答：辦公費請依項目分類黏貼，再依日期先後將同一類憑證黏存於黏存

單，這樣可以很清楚自己支用在那些項目，也可提升核銷作業效率。  

 

問題二十一：覺得會計分類很複雜，是不是也有以活動類別來作分類的彈性？例

如辦理一運動會，我們會把包裝紙、獎品…等皆放在獎品組。    

            (體育室謝菁雅秘書，分機 5617) 

答：經費支用請依項目分類，再依日期先後將同一類憑證黏存於黏存單。 



問題二十二：97 辦公費是由各單位提出，是否要辦理保留？ 

            (體育室謝菁雅秘書，分機 5617) 

答：辦公費使用原則援例得沿用一學年,並於次學年度先行支用結報。

當學年度未使用完畢之辦公費,無須辦理保留,電子化校園會計系

統將直接抓取系統資料,俾便各單位繼續執行餘額支用及已借支尚

未核銷部分,同時於會計系統預算執行控管之預算資料查詢功能,

提供支用資訊。 

 

問題二十三：請問校外補助單位核銷標準與本校規定發生不一致時，應以何單位

為準？ 

            (政治系張榮發助教，分機 6254) 

答：經費來源為校外單位補助款時，其支用標準需依據校外補助單位之

規定。 

 

問題二十四：請問一張發票包含不同預算項目，該如何處理分類？ 

            (政治系陳中寧助理，分機 6456) 

        答：一張發票支付款項如同為為校內經費，僅是預算項次多項，請於核

銷申請表上將不同之預算項次註明填寫；若一張發票支付款項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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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十五：請問工讀費填寫明細表之外，是否還需領據？ 

            (政治系陳中寧助理，分機 6456) 

答：工讀費報核以臨時工資印領清冊為之方式辦理時，不必再另填領據。 

 

問題二十六：會計室是否有當年度「人事費」須在年底(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核銷

的規定？( 註：在 97 年年底臨時通知各單位上述規定 ) 

(社工系林玉翠助教，分機 6333) 

答：配合所得扣繳申報規定，依給付時點，為所得歸屬的年度(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學校是學年制，所以「人事費」部分須在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核銷。所得稅法規定，支付所得人的同時，就是

所得稅歸屬的年度。人事費要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核銷不是臨時

通知的，只是提醒你儘快來核銷以符合國稅局規定。 

 

問題二十七：同一張收據想用在不同經費來源核銷，可以嗎？應如何處理？ 

            (外語學院陳盈盈秘書，分機 6452) 

答：一張收據支付款項如同為為校內經費，僅是預算項次多項，請於核

銷申請表上將不同之預算項次註明填寫；若一張發票支付款項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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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十八：經費借支的額度規定？各類經費？ 

            (外語學院陳盈盈秘書，分機 6452) 

答：經費借支的額度除研究計畫係依東吳大學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預領經常經費(零用金)二萬元外，其餘經費於核定經費額度內，依

辦理業務實際需要預先借支，經簽核同意即可辦理。 

 

問題二十九：本學年度暑假連休為八月一日至十日，核銷截止日是否有調整？ 

            (德文系楊淑卿秘書，分機 6562) 

答：配合本校行事曆八月一日至八月十日連續休假，其經費結報期限將

有所調整，本室將於三月底函知各單位有關經費結報期限。 

 

問題三十：收執聯、扣抵聯黏貼時要編兩個號碼嗎？ 

          (德文系楊淑卿秘書，分機 6562) 

答：收執聯、扣抵聯黏貼時請編同一個號碼。 

 

問題三十一：出差期間若橫跨兩個以上國家生活費計算方式(例：10 天出國，德

國 3天，法國 3天，捷克 3天) 

            (德文系楊淑卿秘書，分機 6562) 

答：出差期間若橫跨兩個以上國家，其生活費需依出差日所在地區之日

支數額表標準計算。 

 

問題三十二：建教合作計畫經費編列內的耗材或其它費用可以用來購買儀器設備

嗎(超過 20 萬)？或是要填寫變更費用單，經校內審核後，再採買？     

           (微生物學系林依萱研究助理，分機 6875)  

答：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為業務費，不可直接購置儀器設備（研究設

備），若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經費有剩餘，可依「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辦理變更或流用，相關

規定如下： 

1.因執行研究計畫需要必須變更設備項目者，如擬變更之設備項目

單價未達新台幣三十萬元者，得於計畫執行期間由計畫主持人循

執行機構行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變更及採購之；如擬變更之設備項

目單價在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者，計畫主持人應於事前填具上開

變更申請表並敘明理由，由執行機構於計畫執行期間送本會申

請，經本會同意後始得變更及採購之。 

2.本項經費如有不敷支用或賸餘，因研究計畫需要，須流入或流出



至其他補助項目時，如流入數額未超過原核定金額之百分之二

十，流出數額未超過原核定金額之百分之三十者，得由計畫主持

人循執行機構行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辦理；如流入數額超過原核定

金額之百分之二十，流出數額超過原核定金額之百分之三十，或

變更為原未核定之補助項目經費者，計畫主持人應於事前填具上

開變更申請表並敍明理由，由執行機構於計畫執行期間送本會申

請，經本會同意後始得流用或變更之。」 

 

問題三十三：非國科會研究計畫，出差申請，若主持人臨時出差，無法事先申請，

是否可事後補申請核銷？    

           (化學系卓志銘技正，分機 6815)  

答：依規定出差人員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 

 

           

問題三十四：會計室退回核銷原件，請申請單位補正時，除聯繫案件承辦人外，

可否於公文上註明「退回原承辦人補正」等類文字，以便電子公文

之收發承辦人或公文收發之秘書明悉退回原由？ 

            (法學院王玉梅秘書，分機 2521) 

答：退回公文上註明收件者姓名再退還承辦單位。 

 

問題三十五：核銷公文如在雙溪校區，因故須轉送雙溪校區之其他單位時，為避

免兩校區公文傳遞之風險及行政時效之即時性，如能直接協助轉送

其他單位，定能有所助益。如轉送之狀況需配合電子公文點發者，

則可以電話通知城中校區之單位處理即可。 

            (法學院王玉梅秘書，分機 2521) 

答：考量多數公文之轉送，必須經電話詢問承辦單位再轉接負責該公文

之點發同仁，或點發同仁不在座位時，可能需要多次聯繫使致公文

無法立即處理而擱置，所以經由承辦單位處理，以免延誤公文處理

時間。為提升公文傳遞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室公文傳遞完全依據公

文管理系統預設流程辦理，捷成公文系統中，傳遞之流程必定與預

設之電子條碼一致。所以為了避免誤送，請於公文創稿後，正確選

擇會辦單位，若有特殊需求，可以請文書組或同仁協助。 

 

問題三十六：目前推行之新措施係核銷案退回核銷單位補正時，需由核銷單位之

主管重新壓時間簽核，是否有其必要性？ 

            (法學院王玉梅秘書，分機 2521) 

答：經費核銷申請流程係依本校行政流程，由承辦人提出、送二級單位

主管審核同意、陳核一級單位主管審核同意後，送會計室審核憑



證。倘經費核銷因憑證不符等事宜退回，基於行政作業程序考量，

需經核銷單位主管簽核再送會計室辦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