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1 次(101 年 5 月 2 日)行政會議紀錄
(101 年 5 月 4 日核定，經 100 學年度第 12 次行政會議確認)
時間︰101 年 5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 30 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主席︰潘校長維大
出席︰趙維良教務長（兼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洪家殷學生事務長（兼軍訓室主任）
、
吳添福總務長、邱永和研務長、許晉雄處長、莫藜藜院長、賴錦雀院長、朱啟平院長、
楊奕華院長、詹乾隆院長、謝政諭主任秘書、林政鴻主任、洪碧珠主任、王行主任、
鄭為民主任、劉義群主任、劉宗哲主任、陳啟峰主任
請假︰林錦川副校長、莊永丞館長
列席︰哲學系王志輝主任、政治系黃秀端主任(兼人權學程主任)、語言教學中心陳淑芳主任、
數學系林惠婷主任、化學系呂世伊主任、微生物系宋宏紅主任、心理系楊牧貞主任、
商學進修學士班柯瓊鳳主任、EMBA 高階經營碩士班詹乾隆主任
記錄︰莊琬琳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肆、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照案施行
伍、主席報告
陸、報告事項
教務處：
一、報告寵惠堂空間規劃案。
發展處：
一、今年畢業生紀念品為雕刻筆記書，目前已於 2 校區開始發送。
二、本週六香港校友會將召開成立 15 周年紀念餐會暨第九屆會員大會，本校將由
林副校長及發展處長前往參加。
秘書室：
一、本校依據教育部規定，於 99 年 11 月 12 日經董事會核定通過實施內部控制制
度，99 學年度已完成部分原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工作，本年 5/14 起將進行 100
學年度內部稽核。本校內部控制制度作業項目共計 243 項，預計分三年完成所
有作業項目之稽核，其中經評估屬高風險項目（各界補助款收入與使用、大額
經費支出、政府法規規範等），亦有可能每年皆會接受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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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教育部更將自 104 年起將內部控制制度納入校務評鑑及私校獎補助款訪視
項目（100-101 年為各校學習階段，102-103 年為訪視階段，此一階段訪視不計
算成績），內部控制制度將成為重要評鑑之一。
三、秘書室將於 5/17（四）上午 9：00-12：00 假國際會議廳舉辦內部控制制度教
育訓練，有別於 99 年內控制度建立期間所舉辦的內控概念及作業項目設計訓
練，本次課程除了內控稽核概念介紹外，更將著重實務案例分享，敬請各單位
配合派員參加。
四、據悉個人資料保護法預定於 7 月 1 日上路，教育部刻正針對學校機關研擬配套
措施，公布時間尚不一定，但行政院一旦公佈施行個人資料保護法後，亦將成
為內控稽核之一環。敬請各單位正視個資法所帶來的衝擊，提早瞭解並因應。
五、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為配合政府強化多元文化宣導，落實尊重多元理念與
型塑友善國際環境暨提升為民服務施政理念，擬結合社區與校園資源，拓展新
移民服務專業志工，並配合大專院校實習課程，培育新移民服務專業社工，提
供校園外籍生、僑生、役男與陸生預約服務；藉由資源共享、人才培訓、專題
講座、案件申辦、交流合作，建立正向互惠關係及為民服務成效，故擬與本校
簽署策略聯盟合作協議書。未來本合作協議將與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研務處
(國際合作組)、人社院(社會工作系)相關，協議書內容已先商請教務長及學務
長審閱，若無太大問題，將擇期簽署。
教學資源中心:
一、城中校區游藝廣場二樓 learning commons 開放時間為每日 9:00~20:00，因總
務處每天下午 5 時即關閉大樓空調冷氣，學生反應空氣不流通，經向城區管理
組洽詢，城區管理組回應若開放下午 5:00~8:00 之空調，需由教資中心自行負
擔電費，但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無法支應水電費，請學校協助解決。
柒、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本校現行各行政單位組織架構係於民國 95 年間修訂「東吳大學組織
規程」時所訂定，迄今已逾 6 年。近年來本校面臨許多挑戰，例如高
教環境之激烈競爭、少子化的衝擊、政府補助的不確定性及本身校地
空間不足等，均需要有效之團隊共同努力以為因應。
二、依據 101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校長對於校務行政革新之指示，人事
室已草擬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案，擬請本會討論。本次修訂主要重
點如下：
（一）原「研究事務長」更名為「研究發展長」，負責學術研究及校務發
展規劃等有關事務。原「國際合作與研究事務處」更名為「研究發
展處」，下設「研究事務組」及「校務發展組」。
（二）為擴大國際與兩岸間之交流合作，將原「國際合作與研究事務處」
之國合組升格為「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處」，下設「國際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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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及「兩岸交流合作組」，並增加「國合長」一職，負責國際與
兩岸交流合作等有關事務。
（三）原「發展處」更名為「社會資源與校友服務處」，負責推動校友服
務、募集社會資源及畢業生生涯發展等有關事務，下設「校友服務
組」、「社會資源組」及「生涯發展中心」。
（四）成立「華語教學中心」設置專業中文學程，吸引歐、美、非及東南
亞等地學生前來學習，不僅可提昇本校國際化，更可增加本校財
源。
（五）本校學系主任遴選辦法第 17 條已明訂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由院長兼
任學系主任，不須再辦理主任遴選作業。為使此一制度確實可行，
建議於組織規程中增列得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參加學系主任應參
與之會議及委員會，以分擔院長部份系務。
（六）依本校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調整設置學程之相關規定。
（七）重新定位「生活輔導組」，做為協助及輔導學生自我道德的建立及
發展健全人格之單位，並將名稱變更為「德育中心」。
（八）社團為學生生活教育的一環，重新定位「課外活動組」並更名為「群
育中心」，透過群育中心之協助，藉由社團活動讓學生加強群我互
動關係，增強學生的工作執行能力與團體合作精神。
（九）配合圖書館實際運作需要，調整圖書館所設各組之名稱。
（十）將軍訓室併入學生事務處，並調整軍訓室主任產生方式，其人選由
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十一）配合教學資源中心實際運作需要，增列組長得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
（十二）變更行政會議開會次數，由原先明訂之每月一次調整為每月二
次。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建議先送請規章委員會審議後，由人事室提送 5 月
30 日召開之校務會議討論。
第二案案由：請審議「100-10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草案)」及相關規
劃。
提案人：邱研究事務長永和
說明：
一、為確保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果符合學校發展願景及預期效益，依據
「100 至 10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計畫管考機制，訂定「東吳大
學 100-10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原則」
，作為本期程學年度計
畫管考作業之依據。作業原則內容包括目的、預期目標、考評對象、
考評方式、考評流程、自評項目、考評項目、考評成績計算、考評結
果呈現方式及考評結果處理等項目，規範考評對象、方式與作業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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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本原則(草案)，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對象為本學年所有計
畫執行單位；考評計畫類別包括單位非例行、統籌非例行及統籌例行
(包含必要支出、指定專款)等三類，總計 365 個子計畫；考評方式分
為單位自評、一級單位主管自評、管考小組考評、總評會議、校長核
定等五階段執行；作業時程自 101 年 7 月至 10 月止；計畫考評結果
將列入次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之依據。
三、有關 100-10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作業規劃相關資料，請參閱附
件一~三。
決議：通過，請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會計制度」修訂案。
提案人：會計室洪主任碧珠
說明：
一、本校「會計制度」於 87 年依據教育部訂頒之「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
度實施辦法」及「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訂定，陳校長核定
後實施，並於 87 年 12 月 4 日函請教育部核定。
二、依教育部 91 年 12 月 28 日及 92 年 5 月 26 日來函，本校會計制度暨內
部管理及稽核作業規章需依所附「會計制度書面審核表」逐項檢查並
修正，本校修訂後「會計制度」分別經 92 年 9 月 27 日校務會議及 92
年 11 月 14 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報部，於 93 年 1 月 6 日經教育部同意
備查。
三、依教育部「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及「私立學校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分別修正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
度實施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爰修訂本校會計制度，其修訂說明如附件。
四、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二條規
定，本校「會計制度」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建議本
修訂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依規定送請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後，並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
、
「東吳大學補救教學與課
後輔導實施辦法」及「東吳大學教材製作小幫手申請暨管理要點」修
訂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趙主任維良
說明：
一、 教學資源中心提供本校教師各項教學助理之申請服務，擬修訂三類教
學助理辦法之核定層級。
（一）「東吳大學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第十二條。
（二）「東吳大學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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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吳大學教材製作小幫手申請暨管理要點」第十條。
二、 檢附三類教學助理申請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及教學助理申請書，詳如
附件。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近年來本校接受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時，曾有委員建議學校
應訂定相關辦法，以「幫助教師完成進修」及「改善師資結構」
。
二、近五年來本校陸續有 7 位專任講師利用課餘時間或以留職停薪方式進
修取得博士學位。基於經濟因素之考量，此等教師大多選擇以課餘時
間在國內修讀博士學位，此一進修方式對於授課負擔較重或擬赴國外
進修者，並不合適。
三、基於積極協助教師取得博士學位、進一步減少專任講師比例，同時回
應教育部之訪視意見，對於本校現有之 49 位專任講師，人事室擬修
訂「東吳大學教師申請留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增列專任講師
得以留職帶薪之方式修讀博士學位，以鼓勵專任講師繼續修讀博士學
位；同時配合修訂本辦法其他條文內容，以符合實際運作之需要。
四、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法」及「東吳大學院長遴選辦法」
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主任政鴻
說明：
一、依大學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
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經查本校學系主任及院長之遴選辦法訂有「主任（院長）當選人如
非本校專任教師，無需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由校長聘請為該學
系之專任教師。」此一規定已違反大學法第 20 條第 1 項，故提案修
訂本校學系主任遴選辦法及院長遴選辦法。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下午 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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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第一章

原 條 文

總則
第一條
未修訂
本規程依大學法、私立學校
法之規定及本校辦學宗旨訂定。
本校組織於本規程未規定
者，依有關教育法令規定。
第二條
未修訂
本校校名為東吳大學。
第三條
未修訂
本校以培育人才、研究學
術、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
國家發展為宗旨。
本校應保障校園內之學術自
由。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四條
未修訂
本校設董事會，其組織依捐
助章程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未修訂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
本校校長之產生，應由董事會組
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送
請董事會圈選後，報請教育部核
准聘任之，任期四年；任期屆滿，
經董事會同意，得連任，以兩次
為限。
前項所稱之遴選委員會，其
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行政人員
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其中教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
總數二分之一，其組織及運作方
式另訂，經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
施。
前項所稱教師，指本職為教
師之人員；所稱行政人員，指本
職為教師以外之職員及技術人
員。
第六條
未修訂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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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
校教學與學術行政事務、學生活
動與輔導行政事務、一般行政事
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
持學術研究及校務發展規劃等有
關事務。
本校置國合長一人，主持國
際與兩岸交流、合作等有關事
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推
動校友服務、募集社會資源及畢
業生生涯發展等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
發展長、國合長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總務長、社會資源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任期均為
四年，得連任，以兩次為限。

襄助校長處理校務，並推動學術
研究，由校長遴選教授，報請董
事會同意後聘請兼任之，其任期
應與校長配合。
第七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
校教學與學術行政事務、學生活
動與輔導行政事務、一般行政事
務。
本校置研究事務長一人，主
持學術研究及國際交流合作等有
關事務。
本校置發展處處長一人，推
動校務發展之規劃、校友服務、
募集社會資源等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
事務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總
務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發展處處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任期均為四年，得
連任，以兩次為限。

第八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
國語文學院、理學院、法學院、
商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理院
務，由各學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
會就校內外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
後，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
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院
務會議同意，報請校長聘任後，
得續任一次。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與辦
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
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其任期與院長同。
第九條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
系、歷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 系、歷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
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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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未來國內外教
育發展趨勢，本校有關
之處級主管職掌宜做
適度調整。建議調整內
容如下：
一、原「研究事務長」
更名為「研究發展
長」，負責學術研
究及校務發展規
劃等有關事務。
二、增加「國合長」一
職，負責國際與兩
岸交流合作等有
關事務。
三、原「發展處處長」
更名為「社會資源
長」，負責推動校
友服務、募集社會
資源及畢業生生
涯發展等有關事
務。
未修訂

一、中文已成為世界各
國亟欲學習的語
言之一，積極推展
華語教學可列為

音樂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
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
作辦法另定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
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
系；又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
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
校共通外文課程。
人文社會學院與外國語文學
院合設華語教學中心，負責培訓
華語教學師資及規劃華語教學課
程，其組織及運作辦法另定之。
理學院分設數學系、物理學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理
學系。
法學院設法律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
學系、企業管理學系、國際經營
與貿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數
學系、資訊管理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
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
學。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
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
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
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年；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
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
後，得續任一次。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
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
兼任學系主任，不須組織遴選委
員會辦理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時，原應由學系主任參加之各項
會議與委員會，得由院長指定人
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選、
任期及連任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理。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音樂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
本校未來發展之
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
重點。建議成立
作辦法另定之。
「華語教學中心」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
設置專業中文學
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
程，吸引歐、美、
系；又為支援全校外國語言教
非及東南亞等地
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
學生前來學習，不
校共通外文課程。
僅可提昇本校國
理學院分設數學系、物理學
際化，更可增加本
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理
校財源。
學系。
二、本校學系主任遴選
法學院設法律學系。
辦法第17條已明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
訂單一學系之學
學系、企業管理學系、國際經營
院得由院長兼任
與貿易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數
學系主任，不須再
學系、資訊管理學系。
辦理主任遴選作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
業。為使此一制度
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
確實可行，建議於
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並得分組教
本條文中增列得
學。
由院長指定人員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
代表參加學系主
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
任應參與之會議
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
及委員會，以分擔
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
院長部份系務。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年；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
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
後，得續任一次。
本校各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選、
任期及連任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理。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及
連任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
理。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與辦法另訂之。
學系得置副主任一人，協助
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其任
期與主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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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及
連任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
理。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與辦法另訂之。
學系得置副主任一人，協助
主任推動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其任
期與主任同。
第九條之一
本校得設跨系、院之學分學
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由所屬學院院長擔
任召集人，如為跨院之學程則由
相關學院院長互推一人擔任之。
學位學程得設主任一人，由
所屬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
師一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一人
聘請兼任之，任期三年，任期屆
滿，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

第十二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
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中心、群
育中心、心理諮商中心、衛生保
健組、學生住宿組、軍訓室，各
中心置主任、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請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

第九條之一
本校得設學程，並得設跨學
系或跨學院之學程。
各學程置主任一人，主持學程事
務。
跨學系學程主任由所屬學院
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一至三
人，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
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經校
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
跨學院學程主任由相關學院
院長共同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一
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
兼任之，任期三年；任期屆滿，
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次。
第十條
本校為推動教學與研究，配
合科際整合之需要，得設各種教
學與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另
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
持；下設註冊組、課務組、教務
行政組、招生組、綜合教務組，
各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
長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
第十二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
事務長主持；下設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學生
住宿組、心理諮商中心、生涯發
展中心，各組置組長、各中心置
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
長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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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運作方式及本
校跨領域學程設置辦
法之規定，調整本條文
文字。

未修訂

未修訂

一、重新定位「生活輔
導組」，做為協助
及輔導學生自我
道德的建立及發
展健全人格之單
位，並將名稱變更
為「德育中心」。
二、社團為學生生活教
育的一環，重新定

長提請校長聘請教師或軍訓教官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負責維護校內安全及處理突
發事件、軍訓及護理課程之規劃
與教學，並協助辦理學生生活輔
導事項。

第十三條之一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由研究
發展長主持；下設研究事務組、
校務發展組，各置組長一人，由
研究發展長提請校長聘請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兩岸交流合作
處，由國合長主持，下設國際交
流合作組、兩岸交流合作組，各
置組長一人，由國合長提請校長
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
第十四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
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組、
資源拓展組，各置組長一人；另
設生涯發展中心，置主任一人，
均由社會資源長提請校長聘請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第十三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
持；下設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
理組、營繕組、保管組、文書組、
出納組、城區管理組，各置組長
一人，由總務長提請校長聘請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
第十三條之一
本校設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
處，由研究事務長主持；下設研
究事務組、國際合作組，各置組
長一人，由研究事務長提請校長
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

位「課外活動組」
並更名為「群育中
心」，透過群育中
心之協助，藉由社
團活動讓學生加
強群我互動關
係，增強學生的工
作執行能力與團
體合作精神。
三、將軍訓室併入學生
事務處，並調整軍
訓室主任產生方
式，其人選由教師
或軍訓教官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
原條文業經 100 年 12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訂
通過。本次未修訂。

配合修訂條文第七條
規定，調整本條文部份
文字，明訂「研究發展
處」下設「研究事務組」
及「校務發展組」。

為擴大國際與兩岸間
之交流合作，將原研務
處之國合組升格為「國
際與兩岸交流合作
處」，並分設「國際交
流合作組」及「兩岸交
流合作組」。
第十四條
配合修訂條文第七條
本校設發展處，由發展處處 規定，調整本條文部份
長主持；下設企劃組、校友服務 文字，明訂「社會資源
組、社會資源組，各置組長一人， 處」下設「校友服務
由處長提請校長聘請教師兼任或 組」
、
「資源拓展組」及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生涯發展發展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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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第十五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料，提供資
訊服務；下設採編組、閱覽組、
參考組、期刊組、數位資訊組、
非書服務組，各置組長一人；另
設城區分館，置主任一人，均由
館長提請校長聘請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五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料，提供資
訊服務；下設採錄組、編目組、
閱覽組、參考組、推廣組、非書
資料組，各置組長一人；另設城
區分館，置主任一人，均由館長
提請校長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五條之一
本校設教學資源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負責全校教與學
資源及支援之整合與發展；下設
教師教學發展組、學生學習資源
組、教學科技推廣組、教學評鑑
研究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
提請校長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
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五條之一
本校設教學資源中心，置主
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負責全校教學資源及
支援之整合與發展；下設教師教
學發展組、學生學習資源組、教
學科技推廣組、教學評鑑研究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
校長聘請教師兼任。

第十五條之二
本校設通識教育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
任，負責規劃、推動通識教育課
程及共同課程。

第十五條之二
本校設通識教育中心，置主
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負責規劃、推動通識教育課程及
共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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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加速圖書上架流
程，將採錄組與編
目組合併為「採編
組」，以增進圖書
資料處理之效能。
二、由於電子期刊的蓬
勃發展，期刊業務
日益複雜，擬成立
「期刊組」，將期
刊之採訪徵集及
典藏與服務，統由
「期刊組」獨立作
業，以提升期刊服
務效能。
三、為求單位名稱及業
務職掌名實相符，
將「推廣組」更名
為「數位資訊組」
。
四、為增強圖書館行銷
推廣活動，將「非
書資料組」更名為
「非書服務組」。
一、依教育部頒「公私
立大學校院訂定
或修正組織規程
參考原則」規定，
一級中心單位主
管之職稱應為「中
心主任」，二級單
位則為「主任」，
爰將主任修正為
「中心主任」（校
內仍可簡稱主任）
二、配合教學資源中心
實際運作需要，增
列組長得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
依教育部頒「公私立大
學校院訂定或修正組
織規程參考原則」規
定，一級中心單位主管
之職稱應為「中心主
任」
，二級單位則為「主
任」，爰將「主任」修

（刪除）

第二十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
任，並分設兩組，各置組長一人，
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辦
理會計事務。

第十六條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負責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
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行，並置體
育教師、運動教練若干人，下設
體育教學組及體育活動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
請教師兼任。
第十七條
本校設軍訓室，置主任一
人，軍訓教官、護理教師若干人；
主任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
訓教官二至三人，由校長擇聘
之，負責軍訓、護理課程之規劃
與教學，並協助維護校內安全及
處理突發事件。
第十八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
一人，秘書若干人；主任秘書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
長處理行政，主持秘書室，協調
各單位間之業務，並負責公共關
係事務。
第十九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聘
任，並分設兩組，各置組長一人，
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辦理人
事管理業務。
第二十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
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令之規定
聘任，並分設兩組，各置組長一
人，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
任，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具有校牧資格之
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協助處
理宗教信仰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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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中心主任」。
未修訂

軍訓室併入學生事務
處後，刪除本條文。

未修訂

未修訂

修訂會計室業務內
容，刪除歲計及統計

未修訂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
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
職員擔任，負責規劃、推廣、執
行本校電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
統組、網路暨維修組、行政諮詢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
校長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
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合長、
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
任秘書、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體育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
室主任、校牧室主任、推廣部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
教學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推廣部，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辦理推廣教育。推廣部得設分部
及各類專業推廣班。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
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負責規劃、推廣、執行本
校電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統
組、網路暨維修組、行政諮詢組，
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
聘請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
員擔任。
第二十四條
本校外國語文學院設語言教
學中心，置主任一人，語言課程
教師若干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
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責
全校共通外文課程之規劃與教學
以及語言教學相關硬體及資源之
規劃與管理。
第二十五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專門委
員、組長、編纂、秘書、專員、
輔導員、編審、組員、辦事員、
技正、技士、技佐、稀少性科技
人員、營養師、護理師、護士。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
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第二十六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
師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事務長、發展處處
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任秘書、
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
主任、軍訓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校牧室主任、推廣
部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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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依教育部頒「公私立大
學校院訂定或修正組
織規程參考原則」規
定，一級中心單位主管
之職稱應為「中心主
任」
，二級單位則為「主
任」，爰將「主任」修
正為「中心主任」。

原條文業經 100 年 12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訂
通過。本次未修訂。

原條文業經 100 年 12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訂
通過。本次未修訂。

配合行政單位組織改
變，調整校務會議之成
員。

任、職員代表、軍護人員代表及
學生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
學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
之學系，另增一人）；體育室教
師二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
人；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
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會議成
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不得少於教師代表人數之
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六人，軍護人員代
表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
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其餘代表應經選舉
產生。學生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
體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
均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
列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
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
校務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
十五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
設下列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二、規章委員會。
三、預算委員會。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
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
理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
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
學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
之學系，另增一人）；體育室教
師二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
人；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
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會議成
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不得少於教師代表人數之
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六人，軍護人員代
表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
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其餘代表應經選舉
產生。學生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
體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
均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
人員列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
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
校務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
十五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
設下列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二、規章委員會。
三、預算委員會。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
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
理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二十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
機構之設立、變更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
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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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行政會議，以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合長、
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主任
秘書、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推
廣部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體育室主任、校牧室主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等組織之，
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
事項。每月開會二次，必要時得
召開臨時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
務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 以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
程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電子計算
機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
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
各學系教師代表一人、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人（含
研究生代表一人）及有關教
學業務之行政單位主管組織
之，教務長為主席，討論教
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教務會議下得設相關委
員會，向教務會議負責，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 以學生事務
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
任、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
任、校牧室主任、導師代表
每學系一人（設有進修學士
班之學系另增代表一人）、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
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行政會議，以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事務長、發展處處
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圖
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推廣部主
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
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校牧
室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等
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
重要行政事項。每月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
務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 以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
程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語言教學中心主任、各學系
教師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七人（含研究生
代表一人）及有關教學業務
之行政單位主管組織之，教
務長為主席，討論教務之重
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教
務會議下得設相關委員會，
向教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 以學生事務
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
任、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
任、軍訓室主任、校牧室主
任、導師代表每學系一人（設
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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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行政單位組織
改變，調整行政會
議之成員。
二、變更行政會議開會
次數，由原先明訂
之每月一次調整
為每月二次。

配合行政單位組織改
變，調整各相關會議之
成員。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十二
人（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
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
及有關學生事務業務之行政
單位主管組織之，學生事務
長為主席，討論學生事務之
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學生事務會議下，設獎
助學金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
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其他
委員會，向學生事務會議負
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
院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
人）、學生代表四人及有關
總務業務之行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論
總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 總務會議下，設招商
委員會、教職員宿舍分配管
理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
總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兩岸交
流合作處、社會資源處下得設相
關委員會，分別由研究發展長、
國合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十二人（學生會會
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
務業務之行政單位主管組織
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
論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每
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臨時會議。 學生事務會議
下，設獎助學金暨優秀學生
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
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事
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
院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
人）、學生代表四人及有關
總務業務之行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論
總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 總務會議下，設招商
委員會、教職員宿舍分配管
理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
總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研究事務與國際合作處、發
展處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分別由
研究事務長、發展處處長召集。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條
未修訂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
長、各學系主任、該學院教師代
表（每學系一至三人）組織之，
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該
學院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
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
主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
系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討論該
學系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
關系務事項。
院、系務會議討論與學生有
關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
至三人出席，並得邀請其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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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列席。
上列院、系務會議，每學期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第三十一條
各學院、學系、學程應設課
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
停聘、解聘、休假、延長服務、
暨不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及違
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列教師義務
之評議等事項。教師評審委員會
之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職員之聘任、進
修、升等、職級配置等規則，應
依有關法令訂定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
工權益，設下列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不續
聘、資遣及其他決定不服之
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
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
訴。
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
獎懲、解聘、資遣、在職進
修之審議，及模範績優職工
表彰之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
決定不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
建立及師生職工性騷擾及性
侵害事件之處理。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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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
置下列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三、教職員工福利委員會。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輻射防護委員會。
六、招生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
訂之。
第三十六條
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
自治能力，本校輔導學生成立由
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自治組織。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
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
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第三章

未修訂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七條
未修訂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
助理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
究及輔導。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
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教師分專任及兼任，其
權利、義務以聘約規定之。
軍訓教官及護理教師之聘
任，由軍訓室主任填具擬聘申請
建議表，送校長聘任。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
持。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
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工作。
前項所稱之研究人員分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研
究助理；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
依有關規定辦理。
第三十八條
未修訂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
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
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
資訊。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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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資格等有關規定，應依相關法
律規定辦理。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
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務會議
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
決，不得解聘或停聘。
教師不服解聘或停聘處置
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
訴。
第三十八條之一
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成效進行評鑑，本校
建立教師評鑑制度，作為教師升
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不
續聘及獎勵之重要參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
措施等規定另訂之。
第四章

未修訂

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
董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由校長公布施行，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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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第二案附件三—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管考相關表格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單位自評表(A1 表)
一、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執行單
位
計畫核定編
號
計畫核定金
額

主軸名稱
母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二、自評內容
自評項目

計畫
執行
進度
(70%)

自評內容

單位
自評分

計畫執行成果符合計畫目標之程度：
符合 90%以上(64-70 分)
量化
分
符合 75%~89%(57-63 分)
評分
(a)
符合 61%~74%(50-56 分)
符合 0 %~60%(0-49 分)
請依據「計畫內容」、「預期效益」及「管考指標」填寫具體完成事項：

質性
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之創新性、差異化程度：
優良
(17-20 分)
量化
佳
(14-16 分)
評分
普通
(11-13 分)
待改進 (0-10 分)
請依據「計畫特色」填寫具體執行成果：

分
(b)

計畫
執行
結果
之品
質
質性
(20%)
內容

計畫
經費
運用
情形

計畫經費運用之合理程度：
量化 合理
(9-10 分)
評分 尚可
(6-8 分)
不合理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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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c)

(10%)
質性
內容

經費截至 101/06/30 執行率未達 70%者請提出說明，達 70%(含)者免填。
已執行金額：
元
經費執行率：
% (計算方式：已執行金額/核定金額)

計畫總得分

分

計算方式：(a)+ (b)+ (c)

三、補充說明
得分達 90 分
以上者，請提
出該計畫之
具體績效及
特色

補充附件

無補充附件。
有補充附件，共
1.
2.
3.

填表人

件，附件名稱：

二級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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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單位主管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一級單位自評表(B1 表)
一、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執行單位
主軸名稱
母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計畫核定編號
計畫核定金額

二、自評內容
自評項目

一級單位
評分

自評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符合計畫目標之程度：
符合 90%以上(64-70 分)
計畫執行進度
符合 75%~89%(57-63 分)
(70%)
符合 61%~74%(50-56 分)
符合 0 %~60%(0-49 分)
計畫執行成果之創新性、差異化程度：
(17-20 分)
計畫執行結果 優良
佳
(14-16 分)
之品質
普通
(11-13 分)
(20%)
待改進 (0-10 分)

分
(a)

分
(b)

計畫經費運用之合理程度：
計畫經費運用
合理
(9-10 分)
情形
尚可
(6-8 分)
(10%)
不合理 (0-5 分)
計畫總得分

分
(c)
分

計算方式：(a)+ (b)+ (c)

三、補充說明
得分達 90 分
以上者，請提
出該計畫之具
體績效及特色
四、評量意見
一級單位評量
意見

單位主管：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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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委員考評表(C1 表)
一、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執行單位
主軸名稱
母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二、考評內容
考評項目
計畫執行進度
(70%)

計畫執行結果之
品質
(20%)
計畫經費運用情
形
(10%)
計畫總得分

計畫核定編號
計畫核定金額

考評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符合計畫目標之程度：
符合 90%以上(64-70 分)
符合 75%~89%(57-63 分)
符合 61%~74%(50-56 分)
符合 0 %~60%(0-49 分)
計畫執行成果之創新性、差異化程度：
優良
(17-20 分)
佳
(14-16 分)
普通
(11-13 分)
待改進 (0-10 分)
計畫經費運用之合理程度：
合理
(9-10 分)
尚可
(6-8 分)
不合理 (0-5 分)

委員評分
分
(a)

分
(b)

分
(c)
分

計算方式：(a)+ (b)+ (c)

三、補充說明
得分達 90 分以上
者，請提出該計畫
之具體績效及特
色
四、評量意見
管考
委員
評量
意見

績優與特
色
改善建議

管考委員：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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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委員母計畫評量意見表(E1 表)
母計畫名稱
計畫概述

預期效益

評量指標

B02-學院特色發展計畫
確立學院特色，發展強項研究領域，整合研究團隊以提昇研究能量，進
而帶動學院整體發展。
1.依各學院之學術特質進行研究，提升學術地位。
2.以現有之特色為基礎，積極提升各專長領域之研究質量與成效。
3.透過特色研究之進行，激發教師研究潛力，開拓更多元之研究主題與方
向。
4.整合教師研究專長，增強教師研究能量。
1.校院資源之整合。
2.學院學術特色之建立。

子計畫名稱
計畫核定編號
知識、德性與直覺：德性知識論與中國哲
100-B-02-5203-1-07
學整合型計畫國際學術論壇

執行單位

中東歐地方社會發展研究計畫

100-B-02-5205-1-03

社會學系

推展國際(含大陸地區)學術交流

100-B-02-6100-1-03

法學院

2011 海峽兩岸及東亞地區財經與商學研
100-B-02-6400-1-01
討會

商學院

發展特色研究領域

100-B-02-6400-1-04

商學院

積極推動東吳經濟商學學報列入 TSSCI 名
100-B-02-6400-1-06
單

商學院

哲學系

管考委員針對母
計畫之評量意見
*填表說明：
請依據各子計畫執
行成效，參照母計畫
概述、預期效益，提
出母計畫整體評量
意見。

管考委員：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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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委員管考作業評量意見表(F1 表)

管考作業評量意
見

管考委員：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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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小組子計畫整體評量表(D1 表)
一、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執行單位
主軸名稱
母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計畫核定編號

二、考評內容
○○○委員(a)

管考委員
考評分數

○○○
委員
管考委
員評量
意見

委員

委員(b)

平均得分(a+b/2)

績優與
特色
改善建
議
績優與
特色
改善建
議

三、補充說明
得分達
90 分
以上 ○○○委員
者，請
提出該
計畫之
具體績 委員
效及特
色
四、評量意見
績優與特
色

管考小組整體
評量意見
改善建議

管考召集人：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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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小組母計畫整體評量表(E2 表)
母計畫名稱
計畫概述

預期效益

評量指標

B02-學院特色發展計畫
確立學院特色，發展強項研究領域，整合研究團隊以提昇研究能量，進
而帶動學院整體發展。
1.依各學院之學術特質進行研究，提升學術地位。
2.以現有之特色為基礎，積極提升各專長領域之研究質量與成效。
3.透過特色研究之進行，激發教師研究潛力，開拓更多元之研究主題與方
向。
4.整合教師研究專長，增強教師研究能量。
1.校院資源之整合。
2.學院學術特色之建立。
委員

管考委員評
量意見
委員

管考小組針
對母計畫整
體評量意見

管考召集人：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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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小組管考作業整體評量表(F2 表)
管考委員

委員評量意見





管考小組針對管
考作業整體評量
意見

管考召集人：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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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東吳大學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小組策略主軸整體評量表(G1 表)
主軸名稱

主軸內涵

實施策略

B.特色化研究
有效集中及運用學校有限資源，以「整合模式」強化重點特色研究領域，
形成研究的加乘效應，配合以多項積極、制度化的措施鼓勵跨領域的整
合型研究，以發展特色化的卓越研究為目標，促進內外之交流合作，積
極拓展社會資源。強化研究獎勵機制，鼓勵教師積極爭取國科會、教育
部整合型研究計畫，強化本校學術及研究之特色，並有效提升研發能
量，進而對社會發展有貢獻，建立良好聲譽。
在特色化研究方面，持續強化跨領域整合型研究，並確立學院特色，發
展強項研究領域，強化系所研究之能量，積極爭取校外資源，透過產學
合作模式協助社會發展等相關措施。

管考小組針
對策略主軸
整體評量意
見

管考召集人：

考評日期：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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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第三案附件--東吳大學會計制度修訂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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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會計制度」修訂總說明
101年4月23日
本校現行「會計制度」，包括「總說明」、「制定依據及實施範圍」、「組織系統」、
「簿記組織系統」、「會計報告」、「會計科目」、「會計簿籍」、「會計憑證」、「會計
事務處理準則及程序」、「內部審核」、「附則」及附錄，為因應「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之
修訂，爰修訂本制度，修訂重點如對照表，修訂草案如附件。

「東吳大學會計制度」修訂重點對照表
修正規定(目錄)
總說明
本校成立沿革

現行規定(目錄)
總說明
本校成立沿革
內容要點

第一章 制定依據及實施範圍 第一章 制定依據及實施範圍
第一節 制定依據
第一節 制定依據
第二節 制定目的及適用範
第二節 制定目的及適用範
圍
圍
刪除。
第二章 組織系統

說明
「內容要點」，為各章節之標題
或簡述，與目錄相似，亦非會計
制度之必要範圍，建議刪除。
修訂法源依據名稱。

本校組織及職掌已明訂於本校
組織規程，建議刪除。
第二章 簿記組織系統
第三章 簿記組織系統
1.章次調整。
2.配合本校目前使用教育部提
供之會計作業軟體格式修訂。
第三章 會計報告
第四章 會計報告
1.章次調整。
第一節 編製原則
第一節 編製原則
2.依規定修訂第三節名稱及內
第二節 種類
第二節 種類
容。
第三節 編報期限及編送單
第三節 編報單位、編報期
3.修訂第四節之各種會計報告
位
限、份數及分送對象
格式及內容說明。
第四節 格式及編製說明
第四節 格式及編製說明
第四章 會計科目
第五章 會計科目
1.章次調整。
第一節 設計原則
第一節 設計原則
2.修訂法源名稱。
第二節 分類及編號
第二節 科目分類編號及說
3.第二節內容分列為「分類及編
第三節 名稱及說明
明
號」及「名稱及說明」說明，
並依規定修訂會計科目。
第五章 會計簿籍
第六章 會計簿籍
1.章次調整。
第一節 種類
第一節 種類
2.配合本校目前使用教育部提
第二節 格式及說明
第二節 格式及說明
供之會計作業軟體格式，修訂
簿籍格式明。
第六章 會計憑證
第七章 會計憑證
1.章次調整。
第一節 設計原則
第一節 設計原則
2.配合本校目前使用教育部提
第二節 原始憑證及種類
第二節 原始憑證及種類
供之會計作業軟體格式修訂
第三節 記帳憑證之種類、
第三節 記帳憑證之種類、格
記帳憑證格式。
格式及說明
式及說明
1

修正規定(目錄)
現行規定(目錄)
第七章 會計事務處理原則
第八章 會計事務處理準則及
第一節 會計事務處理基本
程序
原則
第一節 會計事務處理準則
第二節 資產類科目會計處
第二節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理原則
第三節 各項收入事務處理
第三節 負債類科目會計處
程序
理原則
第四節 採購會計事務處理
第四節 權益基金及餘絀類
程序
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第五節 倉儲會計事務處理
第五節 收入及支出類科目
程序
會計處理原則
第六節 財務出納會計事務
第六節 現金流量表編製方
處理程序
法
第七節 財產會計事務處理
第七節 現金收支概況表編
程序
製方法
第八節 營繕工程會計事務
處理程序
刪除。
第九章 內部審核
第一節 內部審核準則
第二節 會計事務審核
第三節 預算審核
第四節 財務出納審核
第五節 財物增減審核
第八章 附則
一、內部管理及稽核作業規
章，請參考本校「內部控
制制度」。
二、本制度之各類會計報告格
式及會計科目，如為因應
業務需要調整，經教育部
函知變更者，不視為本制
度之修正。
三、本制度經校務會議通過送
請董事會審核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刪除。

說明
1.章次調整及章名修訂。
2.本校「內部控制制度」對於各
項會計事務處理程序，已納入
規範，避免重複，爰予刪除相
關內容。
3.會計事務處理原則，依「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
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之架構，
調整為按會計科目大類別為
節次名稱及其內容。
4.增列現金流量表及現金收支
概況表編製方法，以符合「學
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
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

本校「內部控制制度」對於各項
會計事務處理之審核，已納入規
範，避免重複，爰予刪除。

第十章 附則
一、內部管理及稽核作業規
章，請參考本校「內部控
制與稽核制度」。
二、本制度經校務會議通過送
請董事會審核，報教育部
核備施行，修正時亦同。

1.章次調整。
2.修訂第一項部分文字。
3.配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
增列第二項。
4.調整第二項項次及刪除部分
文字。

附錄一 會計科目及編號一覽
表
附錄二 現金流量表編製方法
附錄三 私立學校法

1.「會計科目及編號一覽表」及
「私立學校法」非為會計制度
之必要內容，避免修訂之複雜
性，爰予刪除。
2.現金流量表編製調整為第七
章第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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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會計制度
(草案)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87 年 11 月訂定
92 年 3 月修訂
101 年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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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說明
本校成立沿革
本校為基督教前監理會所創辦，成立於清光緒二十六年(西元 1900
年)，次年三月在蘇州天賜莊正式開學，追源溯流，實由蘇州博習書院、上
海中西書院及蘇州宮巷書院三校先後合併而成。同年教會議改宮巷書院為
大學，并以天賜莊博習書院原址為校址，十一月董事會組織成立，學校定
名為東吳大學堂，數年後改為東吳大學。
民國四年制憲運動，瀰漫全國，朝野一致提倡法治，本校遂於上海崑
山路(中西書院原址)，設立法科。民國十八年八月，本校奉國民政府教育
部核准立案，仍設文、理、法三學院。
民國四十年，本校旅台同學會鑒於本省大專院校無多，失學青年日
增，倡議在台復校，但因格於法令，乃先設東吳補習學校。民國四十三
年，教育部以辦學績效卓著，核准東吳大學復校，先行恢復法學院。
本校創校時期，歷經憂患；在台復校後，幸賴歷任校長對校務推進，
不遺餘力，方有今日之規模；展望未來，本校各項發展與建設均將邁入新
的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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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制定依據及實施範圍
第一節

制定依據

本會計制度之設計係依據教育部訂頒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
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
致規定」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商業會計法及其他稅務法令規章，並參照本
校組織規程及實際業務需要設計制定。
第二節

制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一、目的
會計制度為協助管理之有效工具，並可作為會計及其它部門有
關作業之規範，爰以本校現行所實施之制度為基礎，配合業務性質及
管理需要，特釐訂本會計制度；爾後如業務項目擴增，則依實際需要
增列修正之。
本制度之積極目的，在經由其實施，協助目前主要業務進行，
遂行內部牽制，有效執行內部控制，增進工作效率，同時，迅速提供
各種會計資訊，以供各管理階層考核與控制業務及從事決策之參考，
作為建立總體資訊系統與研究改進管理制度之依據，發揮會計協助經
營管理之功能。
二、適用範圍
本校所轄各單位之有關會計事務均為實施範圍，包括：
(一) 有關學雜費等各項收入之會計事務。
(二) 購修各項公用物品及其他業務支出等會計事務。
(三) 有關現金、票據、特種基金、固定資產等會計事務。
(四) 其他有關資產、負債、權益基金及餘絀變動等會計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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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簿記組織系統

本校之簿記組織系統圖如下：

簿記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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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計報告

第一節

編製原則

一、各種會計報告應依充分表達原則顯示本校之經營成效、財務狀況及資
金變動情形。
二、各種會計報告，應根據會計紀錄編造，並便於核對。
三、會計報告對於主管機關、信用機構及本校內部管理所需之資料應充分
表達，適應各方需要。
四、會計報告之金額與計量單位之表達，應前後一致。
五、會計報告之年報中各明細表得按本校實際情況增減之。
第二節

種類

一、會計報告依報告之對象，分為對內報告及對外報告：
(一) 對內報告應力求簡明扼要，配合組織權責、管理及統計分析之
需要，定期或不定期編製。
(二) 對外報告應依有關機關需要之會計事項編製，符合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
定」。
二、會計報告依編報之時程，分為月報、決算表及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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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編報期限及編送單位

本校各類會計報告編報期限、編送單位及份數如下表：
編送單位
區

分 編號

名

稱

編報期限
留存

月

編送主管
董事會
機關份數

報 101

總分類帳各科目 次月十五
彙總表
日以前

ˇ

ˇ

2

102

現金及銀行存款 次月十五
月報表
日以前

ˇ

ˇ

-

103

銀行存款調節表

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

104

105

固定資產及無形 次月十五
資產增減變動表 日以前

借入款變動表

ˇ

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ˇ

遞送
方式

附註

以電子公
文遞送，
遞送單
只編送 1
份。
主管機關
於必要
遞送單
時，得通
知編送。
主管機關
於必要
遞送單
時，得通
知編送。

-

主管機關
於必要
遞送單
時，得通
知編送。

1

若有新增
融資之借
遞送單
款時應編
送之。

投資基金增減變 次月十五
動月報表
日以前

ˇ

ˇ

1

若有投資
項目、金
額增減變
遞送單 動投資額
度動支情
形時，應
編送之。

平衡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2

收支餘絀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3

現金流量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106

決算表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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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送單位
區

分 編號

名

稱

編報期限
留存

編送主管
董事會
機關份數

遞送
方式

204

現金收支概況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5

固定資產及無形 十一月底
資產變動表
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6

借入款變動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7

收入明細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8

支出明細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9

各科目明細表

十一月底
以前

ˇ

ˇ

3

備

文

ˇ

ˇ

3

備

文

ˇ

ˇ

3

備

文

ˇ

ˇ

3

備

文

ˇ

ˇ

3

備

文

ˇ

ˇ

3

備

文

ˇ

ˇ

3

備

文

ˇ

ˇ

3

備

文

預算表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七月底以
前
七月底以
收支餘絀預計表
前
預算說明書

預計固定資產及 七月底以
無形資產變動表
前
預計增置固定資
七月底以
產及無形資產明
前
細表
預計借入款變動 七月底以
表
前
七月底以
收入預算明細表
前
七月底以
支出預算明細表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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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第四節

格式及編製說明

一、各類會計報告紙張之規格為：長 297 公厘，寬 210 公厘。
二、月報表分為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現金及銀行存款月報表、銀行存
款調節表、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增減變動表、借入款變動表及投資基
金增減變動月報表，其格式內容及說明分別列示如下：
(一) 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
編號：101

東吳大學
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借方
截至本月底止累計數

科目

本月數

貸方
本月數

截至本月底止累計數

資 產
×
×

×
×
小 計
負 債

×
×

×
×

小 計
權益基金及餘絀
× ×
× ×
小 計
收 入
× ×
× ×
小 計
支 出
× ×
× ×
小 計
合 計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
說明：1、本表根據總分類帳各科目本月份借貸方金額及其餘額編製之。
2、本表會計科目依分類及編號順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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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金及銀行存款月報表
編號：102

東吳大學
現金及銀行存款月報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摘

要
現
金
銀 行 存 款
(1) 00 銀行戶
(2) 00 銀行戶
總
計

上 月 結 存

製表

主辦出納

本 月 共 收

本 月 共 付

複核

主辦會計

本 月 結 存

校長

說明：1、本表為表示每月收付終了後，現金及銀行存款之結存。
2、本表由出納部門編製。
3、本表本月結存之總計欄金額，應與總分類帳之「現金」及「銀行存款」同月止結
存餘額之和相等。

(三) 銀行存款調節表
編號：103

東吳大學
銀行存款調節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銀行名稱：
帳

號：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摘
要
銀行對帳單餘額
加：在途存款
××××
××××
減：未兌現支票
××××
××××

金

額

摘

主辦出納

金

帳載餘額
加：銀行己收現尚未入帳數
××××
××××
減：銀行已扣款尚未入帳數
××××
××××

調 整 後 餘 額
製表

要

調 整 後 餘 額
複核

主辦會計

說明：1、本表為銀行存款實際數與帳列數不符，其差異原因之解釋表。
2、凡帳面存款數額與銀行對帳單數額不同時由出納部門編製。
3、未兌現支票之調節，應列明支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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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額

(四)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增減表
編號：104

東

吳

大

學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增減變動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財產
分類編號

製表

名稱

單
本月增加
位 數量 單價
金額

主辦總務

複核

本月減少
數量

單價

主辦會計

備註
金額

校長

說明：本表為表示一定期間內財產增減情形之動態報告，每月終了時，由經管財產人員編
製之。

(五) 借入款變動表
編號：105

東

吳

大

學

借入款變動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貸款機構

製表

借款 借款
期初餘額
用途 期間

本期借
入金額

本期償
還金額

主辦會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利 保證情形及
期末餘額
備註
率 償還方式

校長

說明：1、本表係表示銀行借款或其他借款本期增減變動之報告。
2、「保證情形及償還方式」欄應按各該借款提供擔保財產之項目或保證人姓名暨各
期還本付息等詳予填明。
3、借入款應於備註敍明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貸借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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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投資基金增減變動表
編號：106

東吳大學

年

月投資基金增減變動月報表

單位: 新台幣(元)、股數或單位(股或單位)，百分比(%)
各證券公 各證券持
發行
截至本月 本校持有 司發行並 股(或單 各證券投
證券 截至上月 本月增 本月減 底止累計 證券股 流通在外 位)百分 資百分比
證券 公司 底止累計 加投資 少投資 投資金額 (或單位) 股(或單
比
(j)=(f)/
位)數 (i)=(g)/ 可投資額
種類 名稱 投資金額 金額
金額 (f)=(c)+
數
(g)
(h)
(h)
度上限
(a) (b)
(c)
(d)
(e)
(d)-(e)

合

計

1. 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本校累積盈餘為
($
)，其 1/2 為($
)。
2. 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 98 年 2 月 4 日修正施行前之舊法第 3 條規定，
董事會同意在基金總額 1/2 額度內作為投資基金金額為($
=A)。
3. 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經董事會通過及本部同意增
加之可投資額度為($
=B)。
4. 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於上開辦法 98 年 2 月 4 日
修正施行前，本校將部分特種基金指定列入投資基金之金額為($
=C)。
5. 合計可投資額度上限為($
=A+B+C)。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

說明：1、(a)欄係指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5 條所規範購買之國內上市、上
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或運用於其他
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但不包含政府公債、短期票券。
2、(c)欄係指「投資基金」科目期初投資之成本餘額。
3、(d)欄及(e)欄係指本月購置及(或)出售「投資基金」科目之成本數額。

三、決算表包含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現金收支概況表、固
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借入款變動表、收入明細表、支出明細表
及各科目明細表。學年度之決算表以封面及封底裝訂而成決算書，其
格式內容及說明分別列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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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決算書封面

東吳大學

學年度
(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決算書

說明：決算書紙張之規格為：長 297 公厘，寬 210 公厘，表格內容以直式橫書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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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衡表
編號：201

東
中華民國

吳

大

學

平衡表
年及
年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 (減)

科

目

(本)年 7 月 (上)年 7 月
31 日決算數 31 日決算數
金
額
%
(1)
(2)
(3)=(1)-(2) (4)=(3)/(2)*100

資產
× × ×
× × ×
× × ×
× × ×
× × ×
資產合計
負債
× × ×
× × ×
× × ×
× × ×
× × ×
權益基金及餘絀
× × ×
× × ×
× × ×
× × ×
× × ×
負債、權益基金及餘絀合計
說明：1、本表為表示本校在本學年度及上學年度期末所有資產、負債、權益基金及餘絀
狀況之靜態報告。
2、本表根據總分類帳各科目餘額編製之。
3、本表會計科目應列至第 3 級科目，並依分類及編號次序分別排列。
4、本校之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應備註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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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支餘絀表
編號：202

東

吳

大

學

收支餘絀表
及
學年度

(上)年度
決算數

科

目

(本)年度
預算數(1)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減)
(本)年度
金 額
％
決算數(2)
(3)=(2)-(1) (4)=(3)/(1)*100

各項收入
× × ×
× × ×
各項支出
× × ×
× × ×
本期餘絀
說明：1、本表為表示本校在本學年度及上學年度經常門收支及餘絀之報告。
2、本表根據總分類帳收入及支出各科目編製之。
3、收入超過支出之數為賸餘數，支出超過收入之數為短絀數，均填入最後一行之
「本期餘絀」。

(四) 現金流量表
編號：203

東

吳

大

學

現金流量表
及
學年度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營運活動現金流量
本期餘絀
加：不產生現金流出之支出
減：不產生現金流入之收入
流動資產調整項目淨（增）減數
流動負債調整項目淨增（減）數
營運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本)年度

投資活動現金流量
出售流動金融資產及長期投資收現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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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年度

出售固定資產收現數
出售無形資產收現數
出售其他資產收現數
減少附機構投資收現數
減少特種基金收現數
收回存出保證金收現數
減少或處分其他投資活動收現數
減：購置流動金融資產及長期投資付現數
購置固定資產付現數
購置無形資產付現數
購置其他資產付現數
增撥附屬機構投資付現數
減少長期應付款項付現數
承租土地權利金付現數
支付存出保證金付現數
其他投資活動付現數
投資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融資活動現金流量
舉借長短期銀行借款收現數
舉借其他借款收現數
增加代收款項收現數
增加應付退休及離職金收現數
減少長期應收款項收現數（融資部分）
收取存入保證金收現數
其他融資活動收現數
減：償還長短期銀行借款付現數
償還其他借款付現數
減少代收款項付現數
增加長期應收款項付現數（融資部分）
退回存入保證金付現數
減少應付退休及離職金收現數
其他融資活動付現數
理財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本期現金及銀行存款淨流入（出）
期初現金及銀行存款餘額
期末現金及銀行存款餘額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本期支利付息
出售投資基金價款及股息等收益數
購置投資基金價款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一年內到期之長期銀行借款轉列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上年度賸餘撥充權益基金數
同時支付現金及長期應付票據交換土地、房屋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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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房屋及建築
長期應付票據
支付現金
說明：1、本表為表示(本)年度及(上)年度現金之來源與用途之報表。
2、投資活動係指本校從事流動金融資產及長期投資，出售金融資產及長期投資，
購置固定資產或處分固定資產等。
3、融資活動係指學校舉借長、短期借款，償還長、短期借款或增加權益基金等。

(五) 現金收支概況表
編號：204

東

吳

大

學

現金收支概況表
及 學年度

項

目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占經常門
占經常門
(本)年度
(上)年度
現金收入%
現金收入%

經常門現金收入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捐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益
財務收入
其他收入
減：不產生現金流入之收入
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數
經常門現金支出
董事會支出
行政管理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金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支出
其他支出
減：不產生現金流出之支出
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數
經常門現金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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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資產現金收入
購置動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支出
機械儀器設備
圖書博物
其他設備
應付租賃款減少數
預付設備款
專利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益
其他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
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餘絀
購置不動產現金支出
土地
土地改良物
房屋及建築
土地權利金
本期現金餘絀
說明:1、收入類科目現金調整數，如處分固定資產利益、固定資產捐贈收入、附屬機構
收益等項目。
2、支出類科目現金調整數，固定資產折舊、無形資產攤銷、附屬機構損失等項
目。
3、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餘絀=經常門現金餘絀+出售資產現金收入-購置動產、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支出。
4、購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支出，係以現金基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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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編號：205

東

吳

大

學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學年度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本年度
本年度
增加金額及預、決算 減少金額及預、決算
上年度底止
本年度底止
數之差異比較
數之差異比較
結存金額
結存金額 備註
決算 預算 差異 差異 決算 預算 差異 差異
數
數 金額 %
數
數 金額 %

說明：1、本表為表達本學年度內，財產增減及其結存情形。
2、本表土地增減及建築物報廢部分，應分別加註敍明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3、決算數與預算數差異百分比超過 50%以上者，應在備註欄中註明原因。

(七) 借入款變動表
編號：206

東

吳

大

學

借入款變動表
學年度

貸 款
機 構

借款
用途

借款
期間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期 初 本年度
本年度
保證情形及
期末金額 利率
備 註
餘 額 借入金額 償還金額
償還方式

說明：1、本表係表示銀行借款或其他借款本學年度增減變動之報告。
2、「保證情形及償還方式」欄應按各該借款提供擔保財產之項目或保證人姓名暨各
期還本付息等詳予填明。
3、借入款應於備註敘明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額。
4、借款及還款之預算數與決算數增減差異達 30%以上者，應在備註欄中註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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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收入明細表
編號：207

東

吳

大

學

收入明細表
學年度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收 入 科 目

預

算

數

決

算

比較差異

數

金

額

％

備

註

說明：1、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收入各科目之明細報告。
2、收入科目依預算所列 4 級科目之次序排列，先列總分類帳科目再緊接明細科目。
3、決算數與預算數差異超過 20％之科目，應於備註欄說明原因。
4、學雜費收入科目應於備註欄說明本學年度實際註冊學生數。

(九) 支出明細表
編號：208

東

吳

大

學

支出明細表
學年度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支 出 科 目

預

算

數

決

算

數

比較差異
金

額

％

備

註

說明：1、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支出各科目之明細報告。
2、支出科目依預算所列 4 級科目之次序排列，先列總分類帳科目再緊接明細科
目。
3、決算數與預算數差異超過 20％之科目，應於備註欄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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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各科目明細表
編號：209

東

吳

大

學

(科目)明細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金

摘

額

要
小

計

說明：1、本表為資產、負債各科目之明細報告。
2、本表各該科目之總數應與總分類帳該科目之餘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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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十一)決算書封底

製

表：(簽名或蓋章)

主辦會計：(簽名或蓋章)

校

長：(簽名或蓋章)

董 事 長：(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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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算表包含預算說明書、收支餘絀預計表、預計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
變動表、預計增置重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表、預計借入款變動
表、收入預算明細表、支出預算明細表。學年度預算表以封面及封底
裝訂而成預算書，其格式內容及說明分別列示如下：
(一) 預算書封面

東吳大學
學年度
(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預算書

說明：預算書紙張之規格為：長 297 公厘，寬 210 公厘，表格內容以直式橫書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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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說明書
編號：301

東

吳

大

學

預算說明書
學年度
全

一、學校組織及職掌：

二、重要校務計畫：

三、收入預算說明：

四、支出預算說明：

五、重要固定資產增置計畫說明：

六、其他必要說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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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

頁

(三) 收支餘絀預計表
編號：302

東

吳

大

學

收支餘絀預計表
學年度

(前)年度
決算數

科

目

(本)年度
預算數
(1)

估計(上)年
度決算數
(2)

單位：新臺幣元
(本)年度預算與
(上)年度估計決算比較
差異金額
％
(3)=(1)-(2) (4)=(3)/(2)*100

各項收入
×××
×××
×××
各項支出
×××
×××
×××
本期餘絀
說明：本表為表示預計(本)學年度及估計(上)學年度收支及餘絀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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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計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編號：303

東

吳

大

學

預計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學年度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估計本年初 預計本年度 預計本年度 預計本年底
說明
結存金額
增加金額
減少金額
結存金額

固定資產
×××
×××
累計折舊
×××
×××
固定資產淨額
無形資產
×××
×××
累計攤銷
×××
×××
無形資產淨額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淨額合計
說明：1、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內，預計財產增減及其結存情形之報告。
2、「預計本年度增加金額」：資產係為估列本學年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增加金
額；累計折舊及累計攤銷係為估列本學年度提列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之折舊及
攤銷金額。
3、「預計本年度減少金額」：資產係為估列本學年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報廢及
減損金額；累計折舊及累計攤銷係為估列本學年度因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報廢
或減損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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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計增置重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表
編號：304

東

吳

大

學

預計增置重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表
學年度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重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名稱

提出單位

數 量 單 價

總

價

備

註

說明：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預計增置重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表。

(六) 預計借入款變動表
編號：305

東

吳

大

學

預計借入款變動表
學年度

借 款 用 途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估計期初 預計本年度 預計本年度 預計期末金
預計借款期間
備 註
金額
借入金額
償還金額
額

說明：1、本表係表示預計本學年度銀行借款增減變動情形之報告。
2、預計借入款如已奉准，應於備註欄敘明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貸借之
金額。
3、預計償還金額應於備註欄敘明主管機關之核准借款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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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收入預算明細表
編號：306

東

吳

大

學

收入預算明細表
學年度
全
科

(前)年度
決算數 編 號

目
名 稱

(本)年度 估計(上)年
預算數
度決算數
(1)
(2)

頁第

頁

(本)年度預算與
估計(上)年度決算比較
說明
差異金額
％
(3)=(1)-(2) (4)=(3)/(2)*100

說明：1、收入科目依會計制度所定收入之第 4 級科目填列，先列總分類帳科目之編號及
名稱，緊接填列各該明細科目之編號及名稱。
2、各項收入應說明估計之基礎及計算式。
3、(本)年度預算與(上)年度估計決算之比較，差異重大部分應扼要說明原因。

(八) 支出預算明細表
編號：307

東

吳

大

學

支出預算明細表
學年度

(前)年度
決算數

科
編 號

目
名 稱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本)年度預算與
(本)年度 估計(上)年
估計(上)年度決算比較
預算數
度決算數
說明
差異金額
％
(1)
(2)
(3)=(1)-(2) (4)=(3)/(2)*100

說明：1、支出科目依會計制度所定支出之第 4 科目填列，先列總分類帳科目之編號及名
稱， 緊接填列各該明細科目之編號及名稱。
2、各項支出應說明估計之基礎及計算式。
3、本年度預算與上年度估計決算之比較，差異重大部分應扼要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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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預算書封底

製

表：(簽名或蓋章)

主辦會計：(簽名或蓋章)

校

長：(簽名或蓋章)

董 事 長：(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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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計科目

第一節

設計原則

本校會計科目之設計係參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
之一致規定」，再按本校實際需要，酌予增減訂定。
第二節

分類及編號

一、會計科目之分類：
本校會計科目之分類，依其涵蓋之範圍，分為大類、中類、小
類、子目及明細，其排列如下：
(一) 資產
(二) 負債
(三) 權益基金及餘絀
(四) 收入
(五) 支出
二、會計科目編號方法如下：
(一) 第一碼代表大類：包括資產(1000)、負債(2000)、權益基金及
餘絀(3000)、收入(4000)、支出(5000)，其為第一級會計科
目。
(二) 第二碼代表中類：如流動資產(1100)、流動負債(2100)等，其
為第二級會計科目。
(三) 第三碼代表小類：如現金(1110)、銀行存款(11120)、流動金融
資產(1130)等，其為第三級會計科目。
(四) 第四碼代表子目：如零用金及週轉金(1111)、庫存現金(1112)
等，其為第四級會計科目。
(五) 第五碼以後代表明細：學校配合實際需要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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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科目分類編號之圖示如下：

11 1 1
零用金(子目)
現金(小類)
流動資產(中類)
資產(大類)
三、本校設定之會計科目，其大、中、小類會計科目之名稱及編號係依學
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訂定；子目及明細會
計科目，除依該制度已規定者視需要擇用外，另配合本校實際作業需
要，授權會計室自行擴充或簡併，並加以編號。
第三節

名稱及說明

一、資產、負債、權益基金及餘絀

1000 資產
1100

流動資產
凡現金及其他預期於一年內轉換為現金或耗用之資產屬
之。通常包括現金、銀行存款、流動金融資產、應收款
項、預付款項等。

1110

現金
凡零用金及週轉金、庫存現金等皆屬之。現金之用途受
有限制者，應於財務報表中為適當之註明。

1111

零用金及週轉金
凡撥供零星支出或週轉用途之定額現金皆屬之。設立
及增加之數，記入借方；收回及減少之數，記入貸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撥供零用金及週轉金之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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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庫存現金
凡庫存之我國貨幣及外國貨幣屬之。收入之數，記入
借方；支出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庫存
現金之總額。

1120

銀行存款
凡存於金融機構中可自由提取、使用之存款皆屬之。包
括支票存款、活期存款、綜合存款、定期存款、定期儲
蓄存款等；其不包括已指定用途，或有法律、契約上之
限制者。

1121

銀行存款
凡存於金融機構中可自由提取、使用之存款皆屬之。
包括支票存款、活期存款、綜合存款、定期存款、定
期儲蓄存款等。存放之數，記入借方；支取之數，記
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存放銀行存款之總
額。

1130

流動金融資產
凡為短期性投資，包括公平價值變動列入餘絀之金融資
產、備供出售金融資產及至到期日金融資產等。

1131

流動金融資產
凡為短期性之投資，包括公平價值變動列入餘絀之金
融資產、備供出售金融資產及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
等皆屬之。取得之數，記入借方；售出及減少之數，
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持有流動金融資產之
總額。

1140

應收款項
凡所有對貨幣、財物及勞務之請求權皆屬之，如應收票
據、應收利息及應收帳款等。

1141

應收票據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勞務等，而收到可按票載日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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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定款項之票據屬之。收到應收票據之數，記入借
方；收到現金及退還票據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
額，表示現有應收而尚未到期之票據總額。
114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凡提列應收票據之備抵呆帳屬之。提列呆帳之數，記
入貸方；提減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1141
應收票據」之抵銷科目。

1143

應收利息
凡本期應收而尚未收到之利息收益皆屬之。應收之
數，記入借方；收到或轉列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
餘額，表示現有應收利息之總額。

1144

應收帳款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勞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款屬
之。應收之數，記入借方；收到或轉列之數，記入貸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應收帳款之總額。

1145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凡提列應收帳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列呆帳之數，記
入貸方；提減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1144
應收帳款」之抵銷科目。

1148 其他應收款
凡不屬上列各項之應收款項，如出售固定資產、教職
員工自付水電費、電話費等之應收款項皆屬之。應收
之數，記入借方；收到或轉列之數，記入貸方。其借
方餘額，表示現有其他應收款項之總額。
1149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凡提列其他應收款之備抵呆帳屬之。提列呆帳之數，
記入貸方；提減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
「1148 其他應收款」之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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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材料
凡購入供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用之各種材料屬之。

1151

材料
凡購入供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用之各種材料屬
之。購入記入借方；耗用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
示尚未使用材料之數額。

1160

預付款項
凡預為支付之各種款項及費用，其效益未超過一年以上
者皆屬之，如用品盤存、預付各種費用等屬之。

1161

用品盤存
凡現存備供日常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之文具及其
他物品皆屬之。購入、退庫及盤盈之數，記入借方；
取用、售出及盤損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
示現存用品盤存成本之總額。

1162

預付費用
凡尚未到達應負擔之期間，而預為支付之各項費用及
事前預支經費者皆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方；到期
轉入相當科目及辦理經費核銷之數，記入貸方。其借
方餘額，表示現有短期預付費用之總額。

1169

其他預付款
凡不屬上列各項之預付款項。預付之數，記入借方；
到期轉入相當科目及辦理經費核銷之數，記入貸方。
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其他預付款之總額。

1200

長期投資、應收款及基金
凡為獲取財務或業務上之利益所作之長期性投資或產生之
長期應收款，及因特定用途而累積或提撥之基金皆屬之。

1210

長期投資
凡長期性之投資，如非流動之公平價值變動列入餘絀之
金融資產、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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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及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
產等皆屬之。
1211

長期投資
凡長期性之投資，如非流動之公平價值變動列入餘絀
之金融資產、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金融
資產、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及以成本衡量之金
融資產等皆屬之。取得或採權益法評價增加之數，記
入借方；出售或採權益法評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長期投資之總額。

1220

長期應收款項
凡長期應收票據及各項長期應收款等屬之。

1221

長期應收票據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各種應收票據屬之。收到應
收票據之數，記入借方；收到現金及退還票據之數，
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應收長期票據總
額。

1222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票據
凡預估長期應收票據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
記入貸方；提減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
「1221 長期應收票據」之抵銷科目。

1223

長期應收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年以上之各種應收款項屬之。應收之
數，記入借方；收到或轉列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
餘額，表示現有長期應收款之總額。

1224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款
凡預估長期應收款無法收取之數屬之。提列之數，記
入貸方；提減或沖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1223
長期應收款」之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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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附屬機構投資
凡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專案撥充
為增進教學研究及推廣之附屬機構，如實習工廠、醫
院、農場等投資皆屬之。

1231

附屬機構投資
凡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專案撥
充為增進教學研究及推廣之附屬機構，如實習工廠、
醫院、農場等投資皆屬之。撥充之數，記入借方；收
回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附屬機構
投資之總額。

1240

特種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
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金皆屬之，如設校基
金、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退休基金、擴建校舍基金、
外界捐贈獎助學基金及其他指定用途基金等。本科目貸
方對應科目為「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1241

設校基金
凡依法令規定成立之設校基金，應專戶存儲，未經學
校主管機關同意，不得動用者屬之。撥充及孳息之
數，記入借方；支應指定設校用途支出之數，記入貸
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設校基金之總額。

1242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
凡學校依規定提撥一定比例經費，作為學生就學獎補
助之用者屬之。提撥及孳息之數，記入借方；支應指
定學生就學獎補助之支出，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
表示現有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之總額。

1243

擴建校舍基金
凡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作為學校未來擴建校舍用途者
屬之。撥充及孳息之數，記入借方；支應指定擴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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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用途支出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
擴建校舍基金之總額。
1244

捐贈獎助學基金
凡外界捐贈作為學生獎助學金用途之基金屬之。接受
捐贈及孳息之數，記入借方；支應指定獎助學金之支
出，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捐贈獎助學基
金之總額。

1245

退休及離職基金
凡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離儲金
或自提退離儲金等皆屬之。提存或孳息之數，記入借
方；支付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

1246

學術發展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並
專戶存儲，以指定為學術發展用途之基金屬之。撥
充、接受捐贈及孳息之數，記入借方；支應指定學術
發展支出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學
術發展基金之總額。

1247

學術交流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並
專戶存儲，以指定為學術交流用途之基金屬之。撥
充、接受捐贈及孳息之數，記入借方；支應指定學術
交流支出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學
術交流基金之總額。

1249

其他特種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並
專戶存儲，以供特定目的，但不屬以上用途之基金屬
之。撥充、接受捐贈及孳息之數，記入借方；支應特
定目的支出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
其他基金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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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投資基金
凡本校依規定以賸餘資金進行投資，於限額內購買國內
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公司債及國內證劵投資信託公
司發行之受益憑證等屬之。

1251

投資基金專戶存款
凡報經董事會同意在額度內所提撥之投資基金，尚留
存在專戶者屬之。提撥存儲之數，記入借方；支用之
數，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投資基金專戶
存款之總額。

1252

應收投資基金收益
凡由「1250 投資基金」科目所產生之應收利息、應收
現金股息及其他相關之投資收入屬之。應收之數，記
入借方；收到或轉列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
表示現有應收投資基金收益之總額。

1253

應收董事補足投資基金損失
凡依規定應收董事對於學校投資基金虧損所負連帶責
任應補足之金額屬之。應收之數，記入借方；收到或
轉列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應收董
事補足投資基金損失之總額。

1254

金融資產投資
凡本校依規定以賸餘資金進行投資，於限額內購買國
內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公司債及國內證劵投資信
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等金融資產屬之。購買時，記
入借方；出售時，記入貸方。其借方總額，表示現有
投資金融資產之總額。

1300

固定資產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且具有未來經濟效益之實體資產，其不
因使用而發生變化或顯著損耗者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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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土地
凡學校持有所有權之用地皆屬之，含買入成本、永久性
改良支出、重估增值或受贈之數。

1311

土地
凡學校持有所有權之用地屬之。買入成本、永久性改
良支出、重估增值或受贈之數，記入借方；出售及減
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土地之總
額。

1320

土地改良物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狀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有一定
耐用年限之房屋及建築以外之不動產屬之。

1321

土地改良物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狀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有一
定耐用年限之房屋及建築以外之不動產屬之，如停車
場、運動場、圍牆、道路之舖設等。凡改良土地使用
狀態之各項支出，其效益超過一年者屬之。支付之
數，記入借方；重整報廢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
額，表示現有土地改良物之總額。

1329

累計折舊-土地改良物
凡提列土地改良物之累計折舊屬之。提列之數，記入
貸方；重整報廢等沖銷累計折舊之數，記入借方。本
科目為「1321 土地改良物」之抵銷科目。

1330

房屋及建築
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備等屬之。

1331

房屋及建築
凡購建自有房屋建築及其附屬之設備成本屬之。規
劃、設計、建築、裝置、購進及足以延長其使用年
限，增加其價值之改良等成本，或受贈之數，記入借
方；出售、毀損、廢棄及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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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餘額，表示現有房屋建築及設備之總額。
1339

累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凡提列房屋及建築之累計折舊屬之。提列之數，記入
借方；出售、毀損、廢棄等沖銷累計折舊之數，記入
借方。本科目為「1331 房屋及建築」之抵銷科目。

1340

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供學校使用之各項機械儀器及設備等屬之。

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購置自有機械設備儀器及其零配件成本屬之。設
計、購進、裝置、試機及足以延長其使用年限，或增
加其價值之改良等成本，或受贈之數，記入借方；報
廢及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機械設
備之總額。

1349

累計折舊-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提列機械儀器及設備之累計折舊屬之。提列之數，
記入借方；出售、毀損、廢棄等沖銷累計折舊之數，
記入借方。本科目為係「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之抵
銷科目。

1350

圖書及博物
凡供典藏用之圖書、期刊、非書資料及博物等皆屬之。

1351

圖書及博物
凡學校典藏用之圖書、期刊、非書資料及博物等皆屬
之。購入及受贈之數，記入借方；毀損、報廢及減少
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圖書及博物
之總額。

1360

其他設備
凡所有交通、事務、防護及不屬於上列各固定資產科目
之設備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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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

其他設備
凡購置自有其他設備成本屬之。設計、裝置、購進及
足以延長其使用年限，或增加其價值之改良成本，或
受贈之數，記入借方；出售、毀損、報廢及減少之
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交通設備之總
額。

1369

累計折舊-其他設備
凡提列其他設備之累計折舊屬之。提列之數，記入借
方；出售、毀損、廢棄等沖銷累計折舊之數，記入借
方。本科目為「1361 其他設備」。

1370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凡購置之土地在未取得所有權前，或購置之設備未達可
供使用狀態前，或已動工興建未完工之工程等所有支出
皆屬之，如預付土地款、預付工程款、預付設備款及未
完工程等。

1371

預付土地款
凡預付購置土地價款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方；結
轉土地科目，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預付
土地款之總額。

1372

預付工程款
凡預付工程價款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方；結轉適
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預付
工程款之總額。

1373

未完工程
凡正在建造、裝置或改良尚未完竣之各項工程，及專
供指定用途之專案工程機件成本屬之。支付工程之
數，記入借方；完工驗收後轉入各適當科目之數，記
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正在建造或裝置中工
程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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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

預付設備款
凡預付購置各種設備款皆屬之。預付之數，記入借
方；結轉適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
示現有預付購置設備款之總額。

1380

租賃資產
凡承租之資產而其性質屬資本租賃者皆屬之。

1381

租賃資產
凡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資本租賃條件之租賃物屬
之。承租之數，記入借方；取得租賃資產所有權並轉
列適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
租賃資產之總額。

1389

累計折舊-租賃資產
凡提列租賃資產之累計折舊屬之。提列之數，記入貸
方；結轉或沖銷累計折舊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
「1381 租賃資產」之抵銷科目。

1390

租賃權益改良物
凡在營業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良之成本屬之。

1391

租賃權益改良物
凡在營業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良之成本屬之。
規劃、設計、建築、購進及裝置，以增加服務潛能之
改良成本，記入借方；出售、毀損、報廢及減少之
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租賃權益改良
物之總額。

1399

累計折舊-租賃權益改良物
凡提列租賃權益改良物之累計折舊屬之。提列之數，
記入貸方；出售、毀損、廢棄等沖銷累計折舊之數，
記入借方。本科目為「1391 租賃權益改良物」之抵銷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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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無形資產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且具有未來經濟效益及無實體存在之各
種排他專用權皆屬之。

1410

專利權
凡價購或自行研發，供業務用專利權，而向國內外政府
機關申請登錄所發生之規費、專利代理費、模型、圖標
製作費等必要支出屬之。

1411

專利權
凡價購或自行研發，供業務用專利權，而向國內外政
府機關申請登錄所發生之規費、專利代理費、模型、
圖標製作費等必要支出屬之。支出之數，記入借方；
出售、毀損、報廢及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
額，表示現有專利權之總額。

1419

累計攤銷-專利權
凡提列專利權之累計攤銷屬之。攤銷之數，記入貸
方；結轉或沖銷累計攤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
「1411 專利權」之抵銷科目。

1420

電腦軟體
凡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行發展開
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

1421

電腦軟體
凡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行發展開
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支出及受贈之數，記入
借方；出售、毀損、報廢及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
借方餘額，表示現有電腦軟體之總額。

1429

累計攤銷-電腦軟體
凡提列電腦軟體之累計攤銷屬之。攤銷之數，記入貸
方；結轉或沖銷累計攤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
「1421 電腦軟體」之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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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租賃權益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1431

租賃權益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支出
之數，記入借方；出售、毀損、報廢及減少之數，記
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租賃權益之總額。

1439

累計攤銷-租賃權益
凡提列租賃權益之累計攤銷屬之。攤銷之數，記入貸
方；結轉或沖銷累計攤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目為
「1431 租賃權益」之抵銷科目。

1490

其他無形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1491

其他無形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支出之數，記入借方；
出售、毀損、報廢及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
額，表示現有其他無形資產之總額。

1499

累計攤銷-其他無形資產
凡提列其他無形資產之累計攤銷屬之。攤銷之數，記
入貸方；結轉或沖銷累計攤銷之數，記入借方。本科
目為「1491 其他無形資產」之抵銷科目。

1500

其他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者屬之。

1510

遞延費用
凡預付費用其效益超過一年以上不屬於前列各項資產者
皆屬之。

1511

遞延費用
凡預付費用其效益超過一年以上不屬於前列各項資產
者皆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方；攤銷之數，記入貸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遞延費用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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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存出保證金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金屬之。

1521

存出保證金
凡存出供保證用之現金，如電話電報掛號押金、水電
表押金、投標或租賃資產押金等。存出之數，記入借
方；收回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存
出保證金總額。

1530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非現金項目屬之。

1531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非現金項目屬之。存出之數，記入
借方；收回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
存出保證品之總額。

1540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

1541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方；
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代管資
產之總額。

1550

閒置資產
凡待處理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1551

閒置資產
凡待處理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轉入之數，記
入借方；出售、毀損、報廢或供營運上使用而轉入相
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閒置
資產之總額。

1559

累計折舊-閒置資產
凡提列閒置資產之累計折舊屬之。提列之數，記入貸
方；出售、毀損、廢棄等沖銷累計折舊之數，記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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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本科目為「1551 閒置資產」之抵銷科目。
1560

學校流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流用之款項屬
之。本科目為平衡表資產及負債類共用科目，編製以學
校法人及所設各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
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沖銷。

1590

什項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什項資產屬之。

1591

什項資產
凡不屬於以上之什項資產屬之。增加之數，記入借
方；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有什
項資產之總額。

1600

承諾資產(備忘科目)
凡因契約或約定承諾之保留經費屬之。

1610

保留數(備忘科目)
凡因契約或約定條件，無法於當學年度結案而予以保留
經費者皆屬之。

1611

保留數(備忘科目)
凡因契約或約定條件，無法於當學年度結案而予以保
留經費者皆屬之。確定發生之數，記入借方；結案並
轉列適當科目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現
有保留數之總額。本科目應與「2411 應付保留數」科
目同時使用。

2000

負債

2100

流動負債
凡將於一年內需以流動資產或其他流動負債償還者屬之。

2110

短期債務
凡償還期限在一年內之銀行借款及到期長期負債等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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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短期銀行借款
凡向金融機構借入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年以內者皆
屬之。借入之數，記入貸方；償還之數，記入借方。
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短期借款之總額。

2112

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凡在一年內到期之長期負債屬之。轉入之數，記入貸
方；償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到
期長期負債之總額。

2120

應付款項
凡在一年內到期之應付票據、應付利息及應付費用等屬
之。

2121

應付票據
凡付款期限在一年以內之票據皆屬之。應付之數，記
入貸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
有應付票據之總額。

2122

應付利息
凡本期應付而尚未支付之利息屬之。應付之數，記入
貸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
應付利息之總額。

2123

應付費用
凡已發生而尚未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應付之數，記
入貸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
有應付費用之總額。

2124

應付設備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設備款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
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應
付設備款之總額。

2125

應付工程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工程款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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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應
付工程款之總額。
2126

應付土地增值稅
凡應付未付處分土地之增值稅屬之。應付之數，記入
貸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
應付土地增值稅之總額。

2129

其他應付款
凡不屬於上列各項之其他應付款皆屬之。應付之數，
記入貸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
現有其他應付款項之總額。

2130

預收款項
凡預為收納之各種款項皆屬之。

2131

預收款
凡預收應屬於後期之收入皆屬之。預收之數，記入貸
方；付還或轉入適當科目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
額，表示現有預收款之總額。

2132

暫收款
凡因用途或金額尚未確定而暫收之款項屬之。收入之
數，記入貸方；付還或沖轉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
餘額，表示暫收款之總額。

2140

代收款項
凡為其他公私機構或私人代收（扣）代付之各種款項皆屬
之，包括代扣稅捐、代辦費及行政代轉外界給予特定學
生之獎助學金等皆屬之。

2141

代扣稅捐
凡代為辦理所扣之稅捐皆屬之。代扣之數，記入貸
方；付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代扣款
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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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代辦費
凡代為辦理所收之款項皆屬之。代辦之數，記入貸
方；付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代辦款
之總額。

2143

代轉獎助學金
凡代轉外界捐贈學生之獎助學金屬之。代轉之數，記
入貸方；付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代
轉獎助學金之總額。

2149

其他代收款
凡不屬於上列各項之其他代收款皆屬之。代收之數，
記入貸方；付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
代收其他之總額。

2150

其他借款
凡向非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年以內者
皆屬之。

2151

其他借款
凡向非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年以內
者皆屬之。借入之數，記入貸方；償還之數，記入借
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其他借款之總額。

2200

長期負債
凡經核定向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年以上
或無需以流動資產或流動負債清償之債務者屬之。

2210

長期銀行借款
凡經核定向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年以
上屬之。

2211

長期銀行借款
凡經核定向金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
年以上者皆屬之。借入之數，記入貸方；償還之
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長期借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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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
2220

長期應付款項
凡在一年以上到期之應付票據及各種應付款皆屬之。

2221

長期應付票據
凡在一年以上到期之應付票據屬之。應付之數，記入
貸方；償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
長期應付票據之總額。

2222

應付長期工程款
凡應償還工程款之期限在一年以上者屬之。應付之
數，記入貸方；償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
表示現有應付長期工程款之總額。

2223

應付租賃款
凡資本租賃契約應付各期租金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
價值之現值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方；每期支付租
金扣除利息費用後之餘額，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
表示現有應付租賃款之總額。

2229

其他長期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長期負債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
方；償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其
他長期負債之總額。

2300

其他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負債皆屬之。

2310

存入保證金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2311

存入保證金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存入之
數，記入貸方；付還或轉抵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
餘額，表示現有存入保證金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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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

應付退休及離職金
凡應付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離儲
金或自提退離儲金等皆屬之。

2321

應付退休及離職金
凡應付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離
儲金或自提退離儲金等皆屬之。應付之數，記入貸
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應
付退休及離職金之總額。

2330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數屬之。

2331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數屬之。發生之
數，記入貸方；處分或交還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
餘額，表示現有應付代管資產之總額。本科目應與
「1540 代管資產」科目同時使用。

2340

學校流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流用之款項屬
之。（本科目為平衡表資產及負債類共用科目，編製以學
校法人及所設各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
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沖銷。）

2390

什項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

2391

土地增值稅準備
凡土地重估之土地增值稅負擔屬之。發生之數，記入
貸方；支付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
土地增值稅準備之總額。

2399

其他什項負債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
方；減少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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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負債之總額。
2400

承諾負債(備忘科目)
凡因契約或約定承諾支付之款項屬之。

2410

應付保留數(備忘科目)
凡因契約或約定條件，但無法於當學年度結案付款者皆
屬之。

2411

應付保留數(備忘科目)
凡因契約或約定條件，但無法於當學年度結案付款者
皆屬之。確定發生之數，記入貸方；結案並轉列適當
科目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應付保
留數之總額(本科目應與「1611 保留數」科目同時使
用)。

3000

權益基金及餘絀

3100

權益基金
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及外界之各項捐助及學校營運賸餘
轉入數皆屬之，包括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及未指定用途權益
基金。

3110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
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金皆屬之，如設校基金、學生就學
獎補助基金、退休基金、擴建校舍基金、外界捐贈獎學
基金及其他指定用途基金等（不含投資基金）。本科目借
方對應科目為「特種基金」。

3111

設校基金之權益基金
凡設校基金轉列之權益基金屬之。

3112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之權益基金
凡提列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撥充權益基金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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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擴建校舍基金之權益基金
凡擴建校舍基金轉列之權益基金屬之。於年度決算
時，依特種基金之擴建校舍基金餘額，調整該科目餘
額。

3114

捐贈獎助學基金之權益基金
凡外界捐贈獎助學基金撥充權益基金屬之。年度決算
時，依特種基金之捐贈獎助學基金餘額，調整該科目
餘額。

3115

學術發展基金之權益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
以供學術發展目的使用之權益基金。年度決算時，依
特種基金之學術發展基金餘額，調整該科目餘額。

3116

學術交流基金之權益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
以供學術交流目的使用之權益基金。年度決算時，依
特種基金之學術交流基金餘額，調整該科目餘額。

3118

其他特種基金之權益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
以供指定目的使用之其他權益基金。年度決算時，依
特種基金之其他特種基金餘額，調整該科目餘額。

3119

指定用途金融商品未實現餘絀之權益基金
凡指定用途基金之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量
產生未實現持有餘絀轉列權益基金屬之。

3120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凡年度決算後依規定調整轉列之數。

3121

賸餘款權益基金
凡於年度決算後，依規定撥入賸餘款或收支不足抵銷
之數，並扣除「免納所得稅之保留款」及「現金捐贈指
定用途特種基金」後之金額屬之。增加之數，記入貸

51

方；減少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現有賸
餘款權益基金之總額。
3122

其他權益基金
賸餘款權益基金以外之其他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屬
之，於每學年度決算時由累積餘絀轉入。增加之數，
記入貸方；減少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
現有其他權益基金之總額。

3200

餘絀
凡累積餘絀，本期餘絀屬之，包括累積餘絀及本期餘絀。

3210

累積餘絀
凡學校歷年累積之賸餘，未轉列權益基金者；或歷年累
積之短絀，未經填補者皆屬之。

3211

累積餘絀
凡學校歷年累積之賸餘或短絀，未轉列權益基金或未
經填補者皆屬之。未轉列權益基金或填補短絀之數，
記入貸方；轉列權益基金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
額，表示現有累積賸餘；借方餘額，表示現有累積短
絀。

3220

本期餘絀
凡學校本期賸餘或短絀者屬之。

3221

本期餘絀
本科目供結算本期純餘之用；每屆決算時，將收入各
科目餘額沖銷，轉入本期餘絀之貸方；支出各科目餘
額沖銷，轉入本期餘絀之借方。本科目如為貸方餘
額，表示本期純餘；如為借方餘額，表示本期純絀。

二、收入及支出類

4000
4100

收入
收入
凡本期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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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收益或利得。
4110

學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
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及各類實習實驗費等屬
之。決算時，將 4111-4113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
額相符，並轉入「3221 本期餘絀」。

4111

學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學費、學分費等
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數，記入借方。
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學費收入之總額。

4112

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雜費等屬之。收
取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
額，表示本期雜費收入之總額。

4113

實習實驗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各類實習實驗費
等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數，記入借
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實習實驗費收入之總額。

4120

推廣教育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所收取之費用屬
之。決算時，將 4121 子目餘額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
入「3221 本期餘絀」。

4121

推廣教育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所收取之費用
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數，記入借方。
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推廣教育收入之總額。

4130

產學合作收入
凡本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
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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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時，將 4131 子目餘額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入
「3221 本期餘絀」。
4131

產學合作收入
凡本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所收取之費用
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數，記入借方。
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建教合作收入之總額。

4140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凡本校於一般教學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從事之教學活
動向學員收取之費用屬之。決算時，將 4141 子目餘額與
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入「3221 本期餘絀」。

4141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凡本校於一般教學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從事之教學
活動向學員收取之費用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
退回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其他教
學活動收入之總額。

4150

補助及捐贈收入
凡本校接受政府機關之補助或國外政府機構、國內民間
團體及個人之捐贈，得由學校運用者皆屬之。決算時，
將 4151-4152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
入「3221 本期餘絀」。

4151

補助收入
凡接受政府機關等之補助款，得由學校運用者皆屬
之。補助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數，記入借方。其
貸方餘額，表示本期補助收入之總額。

4152

捐贈收入
凡本校接受國外政府機構、國內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
贈，得由學校運用者皆屬之。捐贈之數，記入貸方；
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捐贈收入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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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

附屬機構收益
凡認列本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屬
之。決算時，將 4161 子目餘額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
入「3221 本期餘絀」。

4161

附屬機構收益
凡認列本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
屬之。結餘轉入之數，記入貸方；其貸方餘額，表示
本期作業收益之總額。

4170

財務收入
凡學校運用資金所獲取之收益皆屬之，包括利息收入、
投資收益、基金收益及投資基金收益等。決算時，將
4171-4174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入
「3221 本期餘絀」。

4171

利息收入
凡本校於金融機構存款及因財務操作所獲取之孳息皆
屬之。已實現收入之數，記入貸方；其貸方餘額，表
示本期利息收入之總額。

4172

投資收益
凡投資金融資產所獲配之現金股利、投資評價所認列
之收益及處分投資之收益等屬之。已實現收入之數，
記入貸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投資收益之總額。

4173

基金收益
凡特種基金所獲取之利息或收益屬之。已實現收入之
數，記入貸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基金收益之總
額。

4174

投資基金收益
凡投資基金所獲取之收益屬之。已實現收入之數，記
入貸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投資基金收益之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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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0

其他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各科目之收入皆屬之。決算時，將
4191-4199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入
「3221 本期餘絀」。

4191

財產交易賸餘
凡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等出售、報廢、交換或被徵收
所發生之賸餘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
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財產交易賸餘
之總額。

4192

試務費收入
凡辦理各類招生考試收取之報名費或其他試務費收入
等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退回之數，記入借
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試務費之總額。

4193

住宿費收入
凡提供宿舍所獲得之收入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
方；退回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住
宿費收入之總額。

4199

雜項收入
凡非屬以上之其他收入屬之。收取之數，記入貸方；
退回之數，記入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本期雜項收
入之總額。

5000
5100

支出
支出
凡本期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等各
種費用或短絀。本校支出按功能別及性質別分別歸類。功
能別分類包括董事會支出、行政管理支出、教學研究及訓
輔支出、推廣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及其他教學活動支
出等。性質別分類包括人事費、業務費、維護費、退休撫
卹費、出席及交通、折舊及攤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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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董事會支出
凡董事會所發生之各項費用皆屬之。決算時，將
5111-5116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入
「3221 本期餘絀」。

5111

人事費
凡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董事會職員之薪資，
包括薪金、俸給、工資、加班費、津貼、學校負擔之
保險費、獎金等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
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董事會
支出之人事費總額。

5112

業務費
凡董事會為處理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
具、紙張、印刷、郵電、水電、運費、差旅費、租
金、保險費、燃料、物品及各項雜支等屬之。發生之
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董事會支出之
業務費總額。

5113

維護費
凡董事會使用之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
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修繕、校園美化、房屋及
設備之保險等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
額，表示本期董事會支出之維護費總額。

5114

退休撫卹費
凡董事會職員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發生之數，記
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董事會支出之退休撫
卹費總額。

5115

出席及交通費
凡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出席及交通費屬之。
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董事會
支出之交通費總額。

57

5116

折舊及攤銷
凡董事會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
攤銷費用等屬之。提列及攤銷之數，記入借方；其借
方餘額，表示本期董事會支出之折舊及攤銷總額。

5120

行政管理支出
凡本校行政管理部門用於行政管理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決算時，將 5121-5125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相
符，並轉入「3221 本期餘絀」。

5121

人事費
凡行政管理部門之職員工薪資，包括薪金、俸給、主
管加給、工資、加班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及
獎金等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減少之
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行政管理支出
之人事費總額。

5122

業務費
凡行政管理部門為處理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
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電、水電、運費、差旅費、
租金、保險費、燃料、物品、公關、慶典福利、研究
訓練、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屬之。發生之數，記入
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行政管理支出之業務費
總額。

5123

維護費
凡行政管理部門使用之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護費
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園之
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行政管理支出之維護費總
額。

5124

退休撫卹費
凡行政管理部門職員工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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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行政管理支
出之退休撫卹費總額。
5125

折舊及攤銷
凡行政管理部門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
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提列及攤銷之數，記入借方；
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行政管理支出之折舊及攤銷總
額。

5130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凡為本校用於教學、研究及訓輔之各項費用皆屬之。決
算時，將 5131-5135 各子目餘額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
轉入「3221 本期餘絀」。

5131

人事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薪資、鐘點費、津貼、學
校負擔之保險費、獎金等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
方；收回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
本期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之人事費總額。

5132

業務費
凡為處理教學、研究及訓輔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
具、紙張、印刷、郵電、水電、運費、差旅費、租
金、保險費、燃料、物品、公關、慶典福利、研究訓
練、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屬之。實際發生之數，記
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之業務費總額。

5133

維護費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
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
園之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實際發生之
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教學研究及訓
輔支出之維護費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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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

退休撫卹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實際
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教學研
究及訓輔支出之退休撫卹費總額。

5135

折舊及攤銷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
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提列及攤銷之數，記入
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之
折舊及攤銷總額。

5140

獎助學金支出
凡學校給予表現優良、家境清寒等學生之獎助學金支出
皆屬之。決算時，將 5141-5142 子目餘額與本科目總額
相符，並轉入「3221 本期餘絀」。

5141

獎學金支出
凡本校給予成績優良學生之獎勵性支出皆屬之，如各
系所成績優異獎學金。實際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
借方餘額，表示本期獎學金支出總額。

5142

助學金支出
凡學校給予經濟弱勢、家境清寒學生之助學性支出皆
屬之，如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金、生活
學習獎助金、緊急紓困金等。實際發生之數，記入借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助學金支出總額。

5150

推廣教育支出
凡本校依規定設辦推廣教育班所支付之各項費用皆屬
之。決算時，將 5151-5155 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
相符，並轉入「3221 本期餘絀」。

5151

人事費
凡為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薪資、加班費、津貼、鐘
點費、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金等皆屬之。實際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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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
方餘額，表示本期推廣教育支出之人事費總額。
5152

業務費
凡推廣教育班為處理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
水電、文具、紙張、印刷等皆屬之。實際發生之數，
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推廣教育及其他教
學支出之業務費總額。

5153

維護費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修費用與
報廢損失皆屬之。實際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
餘額，表示本期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支出之維護費總
額。

5154

退休撫卹費
凡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實際發
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推廣教育
及其他教學支出之退休撫卹費總額。

5155

折舊及攤銷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
產之攤銷費用屬之。提列及攤銷之數，記入借方；其
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推廣教育支出之折舊及攤銷總
額。

5160

產學合作支出
凡本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
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所支付一切必要費用
等屬之。決算時，將 5161-5165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
目總額相符，並轉入「3221 本期餘絀」。

5161

人事費
凡本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行相關計劃與作業之人員
薪資、加班費、獎金等皆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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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收回或減少之數，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
本期建教合作支出之人事費總額。
5162

業務費
凡本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行相關計劃與作業之所需
一般事務費用皆屬之。實際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
借方餘額，表示本期建教合作支出之業務費總額。

5163

維護費
凡本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提供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
實際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產
學合作支出之維護費總額。

5164

退休撫卹費
凡本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行相關計畫及作業之人
員，其退休撫卹支出屬之。實際發生之數，記入借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產學合作支出之退休撫卹
費總額。

5165

折舊及攤銷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所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
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等屬之。提列及攤銷之數，
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產學合作支出之折
舊及攤銷總額。

5170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決算時，
將 5171-5175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
入「3221 本期餘絀」。

5171

人事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之人員薪資、加班費、獎金等屬
之。發生之數，記入借方；收回或減少之數，記入貸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其他教學活動支出之人事
費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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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

業務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需一般事務費用皆屬之。實際
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其他教
學活動支出之業務費總額。

5173

維護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
之。實際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
期其他教學活動支出之維護費總額。

5174

退休撫卹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實際
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其他教
學活動支出之退休撫卹費總額。

5175

折舊及攤銷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
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提列及攤銷之數，記入
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其他教學活動支出之折
舊及攤銷總額。

5180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列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屬
之。決算時，將 5181 子目餘額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
入「3221 本期餘絀」。

5181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列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
屬之。虧損轉入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
本期作業損失總額。

5190

財務支出
凡投資與融資之利息費用及投資損失皆屬之。決算時，
將 5191-5194 各子目餘額合計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
入「3221 本期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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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1

利息費用
凡借款之利息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
額，表示本期利息費用之總額。

5192

投資損失
凡投資評價所認列之損失及處分投資之損失等屬之。
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投資損
失之總額。

5193

投資基金損失
凡投資基金所發生之損失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投資基金損失之總額。

5194

特種基金損失
凡特種基金所發生之損失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特種基金損失之總額。

51A0

其他支出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之支出皆屬之。決算時，將
51A1-51A9 子目餘額與本科目總額相符，並轉入「3221
本期餘絀」。

51A1

試務費支出
凡辦理各類招生考試所發生之支出屬之。發生之數，
記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試務費支出之總
額。

51A2

財產交易短絀
凡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出售、報廢、交換或被徵收所
發生之短絀屬之。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其借方餘
額，表示本期其他支出之總額。

51A9

雜項支出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之其他費用屬之。發生之數，記入
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本期其他支出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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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計簿籍

第一節

種類

一、本校會計簿籍分下列二類：
(一) 帳簿：為供給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之簿籍記錄。
(二) 備查簿：不為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而僅為便利會計事項
之查考，或會計事務處理應用之簿籍記錄。
二、帳簿分下列二類：
(一) 序時帳簿：依會計事項發生時序先後而為之記錄，分為現金出
納登記簿及分錄簿等，配合本校之會計紀錄以電腦處理，現金
出納登記簿以現金及銀行存款明細帳代替之。
(二) 分類帳簿：依會計事項歸屬之會計科目為主之記錄。分類帳簿
分為總分類帳及各科目明細分類帳。
1、總分類帳：對於一切事項為總括之分類登記，以編造會計報告
總表為主要目的。
2、明細分類帳：對於特種事項為明細分類或分戶登記，以編造會
計報告明細表為主要目的。設有明細分類帳
者，總分類帳內應設統制帳目，登記各該明細
分類帳之總計。
三、備查簿為非正式之簿籍，其記載僅供會計事項之備查與參考；必要時
設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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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格式及說明

一、各類會計簿籍紙張之規格為：長 210 公釐，寬 297 公釐。
二、序時帳簿之分錄簿格式內容及說明列示如下：
編號：A01

東

吳
分

大
錄

學
簿

學年度
第
年 傳 票
種 類
月 日
號 數

金

會 計
科 目

摘

要

借

頁

額
方

貸

方

沖帳號碼

說明：1、本簿根據轉帳傳票記入。
2、本簿按時結總，應將借貸方金額各結一總數，記入各欄最末一行內，並於同
行「摘要」欄內，書「總計」二字，此項總計數字，借貸兩方應相符。

三、分類帳簿之格式內容及說明列示如下：
(一) 總分類帳
編號：A11

東

吳 大 學
總分類帳

編號：
科目：

學年度
年
月 日

摘

要

第
金

借

方

貸

方

頁

額
借或貸

餘

額

說明：1、本總分類帳按會計科目設戶，凡分錄簿所記之帳目，均應過入本總帳之各相當
帳戶內。
2、本總分類帳各帳戶之排列，應與會計科目之編號次序相同。
3、本總分類帳於年終結帳時，平衡表各科目之餘額，應轉入下年度總分類帳各相
當帳戶內，並將收入及支出各科目之帳戶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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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細分類帳
編號：A12

東

吳

大

學

編號：
明細科目

明細分類帳
學年度
年

傳 票

種 號
月 日
類 數

或戶名：
第
金

摘

額

要
借

方

說明：1、本明細分類帳均受各該總分類帳之統制。
2、本帳依據傳票或代傳票之原始憑證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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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方

借或貸

餘

額

頁

第六章
第一節

會計憑證
設計原則

一、會計憑證係證明會計事項之單據、文件及證照等，為處理會計事務執
行收付最主要之依據，本校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兩類。
二、本制度對於會計憑證設計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 本校會計憑證，除外來之原始憑證外，凡內部及對外之原始憑
證以及記帳憑證，其形式與尺寸，均應求其一致。
(二) 各種不同傳票應分別用不同顏色，以便識別。
(三) 憑證之設計應考慮資訊系統處理之便利。
第二節

原始憑證之種類

一、原始憑證係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本校各種
原始憑證之格式及內容，法令已有規定者，應依法令之規定；本制度
及本校其他制度或規章，已有規定者，應依其規定；其餘得視事實需
要自行規定。本校原始憑證，依發生對象及收支性質不同，分為下列
各種：
(一) 外來憑證：凡外界給予本校一切足以證明會計事項經過之憑證
等皆屬之。
(二) 對外憑證：凡本校給與外界之書據或副本等皆屬之；對外憑證
應留存根或套寫副本。
(三) 內部憑證：凡本校自行書立，以證明財務發生變化之書據表單
及零星支出，事實上無法取得付款憑證，由經手人簽具之證明
單據等皆屬之。
二、本校原始憑證，依收支性質分，歸納其主要種類如下：
(一) 各項收入存根聯或收據副本及其他證明收入發生之書據。
(二) 薪津、津貼等支給之清單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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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項業務上有關之契約、單據及發票。
(四) 各項費用支出及購買財物用品等請購、訂購之書據。
(五) 工程招標、發包、驗收等之記錄、契約及表單書據。
(六) 現金、票據之收付、存取、移轉、保管等之書據。
(七) 銀行有關之存摺、存單、保管單、送款簿、代收款項簿、回單
及支票存根等。
(八) 借款、保管、租賃等契約及支付利息之單據。
(九) 各項財產之出租、出售、處分、存出、毀損、報廢等書據。
(十) 預付暫付各款項及其他債權之發生、移轉等之收據或相關書
據。
(十一)預收暫收各款項及其他債務之發生、移轉等之收據或相關書
據。
(十二)其他有關會計事項發生經過之證明書據。
第三節

記帳憑證之種類、格式及說明

一、記帳憑證係證明處理會計事項人員責任而為記帳根據之憑證。本校記
帳憑證分為下列四種：
(一) 收入傳票：凡屬現金或銀行存款有關之收入，均應編製此項記
帳憑證。
(二) 支出傳票：凡屬現金或銀行存款有關之支出，均應編製此項記
帳 憑證。
(三) 現金轉帳傳票：凡含有部份現金收支之混合會計事項，均應編
製此項轉帳傳票。
(四) 分錄轉帳傳票：凡與現金收支無關之轉帳事項，均應編製此項
轉帳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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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帳憑證之格式內容及編製說明：
(一) 各類記帳憑證紙張之規格為：長 148 公釐，寬 210 公釐。
(二) 記帳憑證之格式內容及編製說明如下：
編號：B01

東

吳 大 學
收入傳票

中華民國

年

月

傳票編號：

日

附原始憑證共

張

(貸)
會計科目

摘

要

金

額

備註

合計
製票

出納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1、填製傳票時，先依收入類別填列總分類帳科目，次填明細帳科目，摘要欄以填
寫簡明之說明為主。
2、製票人於製票處蓋章後，依次由複核及主辦會計人員及校長蓋章後隨同傳票登
記簿逕送出納單位，如原始憑證業經校長簽章者，傳票上不必在再行簽章。
3、傳票總編號由會計人員依序編列。
4、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行保管，惟應予傳票上
註明存放地點。
5、如一頁傳票不敷應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行加填「過
次頁」字樣，並於次頁之首行加填「承前頁」字樣，但仍應編列同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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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02

東

吳 大 學
支出傳票

中華民國

年

月

傳票號碼：
日

附原始憑證共

張

(借)
會計科目

摘

要

金

額

備註

合計
製票

出納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1、填製傳票時，先依支出類別填列總分類帳科目，次填明細帳科目，摘要欄以填
寫簡明之說明為主。
2、製票人於製票處蓋章後，依次由複核及主辦會計人員及校長蓋章後隨同傳票登
記簿逕送出納單位，如原始憑證業經校長簽章者，傳票上不必在再行簽章。
3、傳票總編號由會計人員依序編列。
4、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行保管，惟應予傳票上
註明存放地點。
5、如一頁傳票不敷應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行加填「過
次頁」字樣，並於次頁之首行加填「承前頁」字樣，但仍應編列同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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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03

東 吳 大 學
現金轉帳傳票
中華民國
借方金額

年

會計科目

傳票號碼：

月

日

摘

要

附原始憑證共

張

貸方金額

合計
製票

出納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1、填製傳票時，先依收支出類別填列總分類帳科目，次填明細帳科目，摘要欄以
填寫簡明之說明為主。
2、製票人於製票處蓋章後，依次由複核及主辦會計人員及校長蓋章後隨同傳票登
記簿逕送出納單位，如原始憑證業經校長簽章者，傳票上不必在再行簽章。
3、傳票總編號由會計人員依序編列。
4、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行保管，惟應予傳票上
註明存放地點。
5、如一頁傳票不敷應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行加填「過
次頁」字樣，並於次頁之首行加填「承前頁」字樣，但仍應編列同一號碼。

編號：B04

東 吳 大 學
分錄轉帳傳票
中華民國
借方金額

年

會計科目

傳票號碼：

月

日

摘

要

附原始憑證共

張

貸方金額

合計
製票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1、凡與現金收支無關之轉帳事項由會計人員填製此傳票。
2、本傳票依規定程序核章後，即憑以記帳。如一頁傳票不敷應用，得加第二頁或
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行加填「過次頁」字樣，並於次頁之首行加填「承
前頁」字樣，但仍應編列同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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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一節

會計事務處理原則
會計事務處理基本原則

一、本校會計事務之處理，應依本制度辦理；本制度未規定者，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辦理。
二、本校會計事務應由主辦會計人員及其佐理人員處理之。
三、本校會計年度依政府有關學年度之規定。
四、本校會計基礎，除另有規定外，應採「權責發生基礎」。
五、本校會計事務之處理，應本前後一致之原則辦理。其有變更之必要
者，應循修訂會計制度之規定程序辦理。
六、本校之會計帳籍及表報，應以本國貨幣記載。
七、本校預算應依規定編製，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學年度開始前報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備查。上開預算於執行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實際
情況有重大差異時，得予修正，仍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年三月三十
一日前，報主管機關備查，惟以一次為限。
八、本校對外之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及其他有助於
使用人決策之揭露事項與說明。
九、財務報表應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現金收支概況
表、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財務報表及其附註或附表。
十、本校與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發生之交易事項，應於財務報表中詳實揭
露。
十一、本校財務報表應採兩期對照方式編製，其中平衡表並應列示增(減)
金額；收支餘絀表應列示本年度預算數、本年度決算與預算比較及
本年度決算與上年度決算比較。
十二、對外財務報表之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金流量表、現金收支概況
表及主管機關要求之財務報表等主要報表，應由製表人、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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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校於每學年度終了後，財務報表應委由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簽證，並根據查核後之財務報表連同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書及
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彙整提報董事會通過，於每年十一月底以前
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十四、各種原始憑證、記帳憑證、會計簿籍、會計報告等應指定專人負責
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時，應即報告校長、董事會、監察人、主管
機關及稅捐機關核處。
十五、各種憑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備
查之日起至少保存五年，如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同意，
得縮短之。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報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准之日起至少保存十年。會計憑證、簿籍及會計報告屆滿保存
年限，應經董事會之同意後，始得銷毀。
十六、本校為配合教學實習或推廣設立之實驗工廠、醫院、農場或商店等
附屬機構，應依附屬機構之特性另行擬訂會計制度，經校務會議及
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七、本校對於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補助及捐贈
收入與其他各項收入等，及採購財物之驗收等涉及權責事項，均應
開立收據或證明文件。前項收據或證明文件應事先連續編號，按序
使用，由專人列冊控制及保管，以健全內部控制制度、確保資產安
全及會計記錄正確。
十八、有關本校採購、收付款、固定資產管理等作業，另訂各該項管理辦
法，並依照規定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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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產類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一、資產之構成，以取得所有權為原則，但資產僅能取得使用權，或其所
有權未取得而已獲使用權者，得以使用權為構成條件。
二、資產之入帳價值，除以產品或勞務交換，或受贈者外，應以其實際成
本為標準。所謂實際成本，包括下列事項：
(一) 資產取得時之淨價，或自製之成本。
(二) 資產取得時之佣金、稅捐、法律、登記及其他因獲得使用權及
所有權之一切必要而合理之支出。
(三) 資產依原定使用目的前之驗收、檢查費用。
(四) 資產運達原定使用地點或使資產合於原定目的之運輸、保險、
安裝、整理、儲存及裝卸費用。
(五) 自行建製資產所必需之材料、人工及所應負擔之間接費用。
(六) 資產在運輸途中之損耗，除應由承攬人賠償者外，其屬於損耗
部份得由完好部份負擔。
(七) 增加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所發生之費用等。
三、資產之取得為支付現金者，其所支出之現金數額，即為該項資產之成
本。現金以外之其他資產(以產品或勞務交換)或承擔負債交換者，應
以所付資產之成本，承擔負債之現值與取得資產之時價，以其較為明
確客觀者入帳。
四、因贈與而獲得之資產，依公平市價估列成本。前項資產無市價者，應
以客觀合理之方法估計之，並列為捐贈收入。
五、一次取得數種資產，而其成本之全部或部份為一總數，無細數可稽
者，應依各該資產之市價比例分攤。前項資產之全部或部份無市價
者，應按各該資產之性質、取得方式、用途及未來收益能力等，採客
觀合理之方法估計分攤。
六、現金及銀行存款，應按性質分項列報，其到期日在一年以後者，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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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應收票據
(一) 應依其面值評價，其業經貼現或轉讓者，應予扣除並加以註
明。
(二) 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應於附註中適當表達。
(三) 提供擔保之票據，應於附註中說明。
(四) 應收票據業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五) 決算時應評估應收票據無法收現之金額，提列備抵呆帳，列為
應收票據之減項，並於附註中說明；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
轉銷。
八、應收帳款
(一) 應按主要類別分列，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二) 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款項，應於附註中適當表達。
(三) 決算時應評估應收帳款無法收現之金額，提列備抵呆帳，列為
應收帳款之減項，並於附註中說明；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
轉銷。
九、其他應收帳款
(一) 應按主要類別分列，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二) 決算時應評估其他應收款項無法收現之金額，提列備抵呆帳，
列為其他應收帳款之減項，並於附註中說明；已確定無法收回
者，應予轉銷於附註中說明。
十、材料應採成本法評價，其成本計算方法以加權平均法為原則。若經評
估已無使用價值之材料，應將成本轉列損失。
十一、預付款項，應按主要類別分列，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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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流動金融資產、長期投資及投資基金之金融資產以取得成本入帳；
受贈、接收或沒收而取得者，應以取得當時之公平價值入帳；其無
法取得公平價值者，應按估計公平價值入帳，金融資產之評價方式
如下：
(一)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餘絀之金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評價，其與帳
面價值之差額，應列入當期損益。
(二)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量，其與帳面價值之差額，
為金融商品未實現餘絀，應列入權益基金或餘絀項下之金融商
品未實現餘絀。
(三)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以利息法之攤銷後成本衡量，其與帳
面價值之差額，應列入當期損益；其按直線法攤銷結果不大
者，亦得採用之。
(四) 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如有減損之客觀證據，估計未來現金
流量以類似金融資產當時市場報酬折現之現值與帳面價值之差
額，應列入當期損益。
(五) 決算時投資基金之金融資產，應將市價與成本並列於財務報表
附中揭露。
十三、附屬機構投資
(一) 本校對附屬機構之盈餘或虧損，應認列附屬機構收益或附屬機
構損失，並應於附註中註明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列示附屬
機構之性質。
(二) 本校附屬機構投資期末餘額，應與附屬機構之淨值科目餘額相
符。
(三) 本校與附屬機構毋須編製合併報表。
十四、特種基金提存之依據，應予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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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
(一) 依各學年度學雜費提撥一定比例經費，專戶存儲並專款專用。
(二) 執行比例依相關規定辦理，執行剩餘之部分於後續年度繼續使
用，不移作他用及併算下年度應提撥之獎助學金額度。
(三) 以支應學生就學獎補助，包括各種獎學金、助學金(包括工讀助
學金)、急難救助金、配合政府提供弱勢學生就學減免所給予之
生活補助、與金融機構協議提供或委辦各項貸款(不得超過全部
就學補助額度之三分之一)及其他就學補助。
十六、投資基金
(一) 基金之財源為本校賸餘款，其不包括設校基金、學年度結束前
之各項收入及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保留款使用計畫者。
(二) 賸餘款轉投資額度以累積賸餘之二分之一為限，可投資額度須
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同意，購買國內上市、上櫃公
司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
或運用於其他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
(三) 投資同一公司發行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
行之受益憑證，其額度合計不超逾可投資基金額度之百分之
十，亦不超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行在外股份總數之百分之十，
認購原投資公司增資新股之投資金額除外，但併入可投資基金
總額計算。
(四) 向董事會提報可投資額度上限時，應告知所有參與董事會議及
決議之董事有關私校法規定：「董事會應依據章程及相關法令之
規定為之，如有違反規定致學校法人受有虧損，參與決議之董
事對虧損額度應負連帶責任補足之。但經表示異議之董事有紀
錄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並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錄。
十七、固定資產
(一) 應按取得(包括分期付款購置)或建造時之成本入帳，如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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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得固定資產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相關支出，應列為修護
費用。但能延長資產耐用年限、提升服務能量及效率、增添、
改良、重置及大修等支出，應予以資本化。
(三) 土地得按申報地價調整之，調整後而發生之增值，經減除估計
之土地增值稅準備後，列為權益項下之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
增值之數，記入貸方；轉出之數，記入借方。
(四) 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應於各該資產估計酎用年
限內，採直線法提列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列折舊；土地、傳
承資產(如歷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不予提列
折舊。
(五) 受贈固定資產以現時公平市價入帳。
(六) 已無使用價值之固定資產，經核准報廢者， 適用提列折舊項
目，並依直線法提列折舊者，應將固定資產成本與累計折舊科
目沖銷，如有殘值，應轉列為「財產交易短絀」科目；依報廢法
提列折舊者，應將成本轉列為「折舊及攤銷」科目。適用不予提
列折舊項目者，應將成本轉列為「財產交易短絀」科目。
(七) 固定資產出售，若出售價值高於帳面價值者，應將收益列 入
「財產交易賸餘」科目；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值者，應將短絀列
入「財產交易短絀」科目。
(八) 固定資產經核准而有提供保證、抵押或設定典權等情形者，應
予註明。閒置固定資產，其成本應於附註中揭露，若其淨變現
價值低於成本時，應一併揭露。
十八、其他資產應按主要類別分列，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十九、遞延費用之攤銷，除另有規定外，以不超過五年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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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負債類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一、各項負債之入帳，應以其應清償之數額或因而獲得之資產(或勞務)之
價值為準。
二、凡負債業已成立，但其金額無法確定，應依其合理之估計金額入帳，
並註明其估計方法，或有負債及支付承諾之性質重要者，應於財務報
表內附註說明。
三、短期銀行借款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利率、保證情形、
償還方式、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額，
如有提供擔保品者，應列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四、應付款項
(一) 應付票據應依面值評價。
(二) 應付銀行、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
表達。
(三) 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四) 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列明擔保品名稱
及帳面價值。
五、預收款項應按主要類別分列，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於相關
收入實現時或勞務提供完成時轉列相關之收入科目。
六、代收款項
(一) 向學生收取費用除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及經教育
部核定收取之特定項目費用外屬之。
(二) 向學生收取之代辦費悉數用於代收之用途，建立專帳並專款專
用。
(三) 向學生收取之項目及額度須經行政程序完成審查通過並公告及
公開。
(四) 向學生收取代辦費之收支作業依本校相關收支作業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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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向非金融機構或個人借入之款項，應分別列明，並應註明貸款機構、
借款期間、利率、保證情形及預定償還方式。
八、長期銀行借款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利率、保證情形、
償還方式、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額與
其他約定重要之限制條款，如有提供擔保品者，應列明擔保品名稱及
帳面價值。
九、長期應付款項
(一) 長期應付票據依面值評價。
(二)

應付銀行、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
表達。

(三) 長期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四) 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列明擔保品名稱
及帳面價值。
(五) 長期債務其到期日在一年以內者，應於平衡表上轉列為流動負
債。
十、其他負債應按主要類別分列，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第四節

權益基金及餘絀類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一、權益基金及餘絀應分別列明。
二、權益基金包括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及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三、指定用途權益基金係指限定用途之權益，其應與特種基金相對應。
四、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包括賸餘款權益基金及其他權益基金科目。
(一) 賸餘款權益基金
1、依規定保留於學校基金運用之賸餘款。
2、決算時依累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累積賸餘款，其為正數
時，應由累積餘絀轉入列帳；其為負數者，不予列帳。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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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投資及流用金額，以賸餘款權益基金之二
分之一額度為限。
(二) 其他權益基金：指賸餘款權益基金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益基
金，其計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良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
本扣除累計折舊後之淨額。
五、餘絀包括累積餘絀及本期餘絀。
第五節

收入及支出類科目會計處理原則

一、收入係指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
收入、補助及捐贈收入、附屬機構收益、財務收入、其他收入等。
二、所獲得之收入為現金以外之資產者，應依該項資產之公平市價，或所
供給產品或勞務之售價，作為收入數額。
三、各項收入不應於實現前憑預測列帳，各期收入應予劃分清楚，並分別
列帳。
四、除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之附屬機構，得依其他有關規定處理外，
所有以學校名義收取之一切收入均應列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以收入
總額入帳，不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五、支出係指行政管理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獎助學金支出、推廣
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其他教學活動支出、附屬機構損失、財務
支出、其他支出等。
六、支出應依所支付現金數額，或所耗費資產之成本，或所負擔之債務計
算之；支出不易為精確之計算時，得依合理方法估計。
七、人事費、退休撫卹費、業務費、維護費、出席及交通費、折舊及攤銷
等支出應依其用途，直接歸屬於各功能別支出科目，其無法直接歸屬
者，得以合理之分攤方式分攤。
八、當期收入應與當期支出配合。如所獲得之收入業已實現，而其有關之
支出尚未發生，該項支出應依合理方法估計列帳；支出業已發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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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現金流量表編製方法

一、現金流量表為表達本校在特定期間現金來源與用途之報表，以現金及
銀行存款為編製基礎。
二、現金流量表之內容按本校營運活動、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劃分，並分
別表達此三種活動之淨現金流量及其合計數。
(一) 本校營運活動之現金流量：
1、指學校投資及融資活動以外之交易及其他事項。
2、本校營運活動產生之現金流量係指列入收支餘絀表之交易或其
他事項所產生之現金流入與流出。
(二) 本校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指學校取得與處分流動金融資產、
長期投資、特種基金、固定資產及遞延費用等產生之現金流入
與流出。
(三) 本校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指學校舉借與償還具融資性質之
長、短期借款等所產生之現金流入與流出。
三、本校營運活動之現金流量，以間接法表達。所稱間接法係指從收支餘
絀表中之「本期餘絀」調整當期不影響現金之收支項目及與營運收支
有關之流動資產和流動負債項目之變動金額等，以求算當期由營運產
生之淨現金流入或流出，並補充揭露利息支出之付現金額。
四、本校投資及融資活動對財務狀況影響大而不直接影響現金流量者，應
於現金流量表中作補充揭露。
第七節

現金收支概況表編製方法

一、為表達本校學年度之經常門及資本門現金收支資訊，依規定增加編製
現金收支概況表，其內容分為經常門現金收入（即現金流量表上之營
運活動現金流入）、經常門現金支出（即現金流量表上之營運活動現
金流出）、出售資產現金收入、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金
支出、購置不動產現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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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金收支概況表與現金流量表勾稽原則如下：
(一) 現金收支概況表中「經常門現金餘絀」，應與現金流量表上「營
運活動淨現金流入（出）」金額相等。
(二) 現金收支概況表中「出售資產現金收入」，應與現金流量表中「出
售固定資產收現數」、「出售無形資產收現數」及「出售其他資
產收現數」之合計數相等。
(三) 現金收支概況表中「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支出」
與「購置不動產現金支出」合計數，應與現金流量表中「購置固
定資產付現數」、「購置無形資產付現數」及「購置其他資產付
現數」之合計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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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一、內部管理及稽核作業規章，請參考本校「內部控制制度」。
二、本制度之各類會計報告格式及會計科目，如為因應業務實際要調整，
經教育部函知變更者，不視為本制度之修正。
三、本制度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董事會審核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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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私立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依本辦
法規定，並考量其會計事務之性質、業務實際情形、未來之發展
與內部審核及管理需求，建立會計制度。
學校法人之會計制度，應經其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其所設

私立學校之會計制度，應經學校校務會議及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
過後實施。
第三條

教育部為便於各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財務數據之比較分
析，並使其處理相同會計事項有一致之原則，得訂定學校法人及
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

第四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事務簡單者，其會計制度得分
別報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後，依教育部所定學校法人
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辦理。
學校法人僅設一所私立學校，且其支出僅有董事會支出者，
其會計制度得併入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辦理。

第五條

私立學校依本法第五十條設立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有對外
營業行為者，其會計制度應另行建立，經學校校務會議及學校法
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六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年度，比照學年度自每年八月
一日開始，至次年七月三十一日終了，並以年度開始日之中華民
國紀元年次為其會計年度名稱。

第七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應明定下列事項：
一、訂定之依據及實施範圍。
二、簿記組織系統圖。
三、會計報告之種類及其書表格式。
四、會計科目之種類與名稱、定義及其編號。
五、會計簿籍之種類及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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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會計憑證之種類及其格式。
七、會計事務之處理原則。
八、其他應行規定事項。
第八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基礎。

第九條

第七條第三款之會計報告，分為對內報告及對外報告。
對內報告得依管理及統計分析之需要，定期或不定期編製。
對外報告之財務報表如下：
一、平衡表。
二、收支餘絀表。
三、現金流量表。
四、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對外財務報
表。
前項各款報表必要之附註，應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第十條

第七條第四款之會計科目分類如下：
一、資產。
二、負債。
三、權益基金及餘絀。
四、收入。
五、支出。

第十一條

第七條第五款之會計簿籍分類如下：
一、帳簿：簿籍之紀錄為供給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須，
並應區分為序時帳簿及分類帳簿。
二、備查簿：簿籍之紀錄不為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須，
而僅為便利會計事項之查考或會計事務之處理。

第十二條

第七條第六款之會計憑證分類如下：
一、原始憑證：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
憑證，分外來憑證、對外憑證及內部憑證。
二、記帳憑證：證明處理會計事項人員責任而為記帳所根
據之憑證，分收入傳票、支出傳票及轉帳傳票。

第十三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於每一會計年度開始前，預估
2

下一年度財務收支情形，擬編預算，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
後，於每年七月三十一日前分別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
查。
會計年度終了，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即編製決算，
將財務報表自行委請符合學校法人主管機關規定之會計師查核
簽證，並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
分別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學校法人依前二項規定報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備查之年度
收支預算及決算報告，應依下列報導主體分別編製:
一、學校法人及其所設私立學校。
二、學校法人。
三、學校法人所設各私立學校。
學校法人會計事務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併入所設私立學校
會計制度者，以所設私立學校為報導主體，並應充分揭露相關
之董事會支出資訊。
第十四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依原始憑證編製記帳憑證，並
依記帳憑證登入帳簿。
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會計事務簡單或原始憑證已符合需
要者，得不另編製記帳憑證，而以原始憑證作為記帳憑證。

第十五條

私立學校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准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除依第五條規定另建立會計制度者外，其一切收入、支出均應
依學校會計制度規定登帳並全數表達，不得另行設帳處理。

第十六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所有收入，應分別存入其在金融
機構開設之專戶，付款時，除小額零用金外，以直接匯撥或簽
發支票為之；其為學校法人者，應由董事長、主辦會計人員及
出納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其為私立學校者，應由校長、主辦
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

第十七條

學校法人會計、出納事務之處理，得由學校法人所設最高
層級私立學校會計、出納人員兼辦。
私立學校應設置會計單位及會計人員，會計單位之主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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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人員，餘為佐理人員。
前項會計單位之名稱、編制及會計人員之職稱，依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事務，由主辦會計人員綜理
之。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人員，不得兼辦出納及經理
財物之事務。

第十九條

學校法人主辦會計人員處理學校法人會計事務時，應受董
事長之指揮及監督，並受學校法人主管機關主辦會計人員之監
督及輔導。
私立學校主辦會計人員處理私立學校會計事務時，應受校
長指揮及監督，並受學校主管機關主辦會計人員之監督及輔導。
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得召集其主管學校法人或學校
之會計人員，施以短期訓練，並得隨時派員赴各學校法人或私
立學校視察會計制度實施狀況。

第二十條

學校法人主辦會計人員，由董事長提經董事會議通過後任
免之；私立學校主辦會計人員，由校長提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
通過後任免之。

第二十一條

私立大學主辦會計人員，應就具有下列各款資格之一者
遴用之：
一、曾任公私立大學主辦會計職務。
二、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主辦會計職務二年以上。
三、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薦任第六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會計、審計、財稅、金融等職務四年以上。
四、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並曾在公私立機構實際從事會
計工作五年以上：
(一) 經高等或相當考試會計、審計或相關類科及格。
(二)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會計系、所畢業。
(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商學、管理類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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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畢業，修有會計學分。
第二十二條

私立專科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應就具有下列各款資格之
一者遴用之：
一、曾任公私立專科以上學校主辦會計職務。
二、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薦任第六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主辦會計職務二年以上。
三、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委任第五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會計、審計、財稅、金融等職務四年以上。
四、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並曾在公私立機構實際從事會
計工作三年以上：
(一) 經高等或相當考試會計、審計或相關類科及格。
(二)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會計系、所畢業。
(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商學、管理類等相關
系、所畢業，修有會計學分。
五、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並曾在公私立機構實際從事會
計工作五年以上：
(一) 經普通或相當考試會計、審計或相關類科及格。
(二)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學校會計科畢業。
(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學校商學、管理類等相
關科畢業，修有會計學分。

第二十三條

私立高級中等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應就具有下列各款資
格之一者遴用之：
一、曾任公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主辦會計職務。
二、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委任第五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主辦會計職務二年以上。
三、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委任第三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會計、審計、財稅、金融等職務四年以上。
四、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並曾在公私立機構實際從事會
計工作二年以上：
(一) 經高等或相當考試會計、審計或相關類科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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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會計系、所畢業。
(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商學、管理類等相關
系、所畢業，修有會計學分。
五、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並曾在公私立機構實際從事會
計工作四年以上：
(一) 經普通或相當考試會計、審計或相關類科及格。
(二)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學校會計科畢業。
(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學校商學、管理類等相
關科畢業，修有會計學分。
第二十四條

私立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主辦會計人員，應就具有下列
各款資格之一者遴用之：
一、曾任公私立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主辦會計職務。
二、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委任第五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主辦會計職務。
三、曾任政府所屬機關 (構) 委任第三職等以上或相當
職等之會計、審計、財稅、金融等職務二年以上。
四、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並曾在公私立機構實際從事會
計工作一年以上：
(一) 經高等或相當考試會計、審計或相關類科及格。
(二)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會計系、所畢業。
(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商學、管理類等相關
系、所畢業，修有會計學分。
五、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並曾在公私立機構實際從事會
計工作三年以上：
(一) 經普通或相當考試會計、審計或相關類科及格。
(二)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學校會計科畢業。
(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學校商學、管理類等相
關科畢業，修有會計學分。

第二十五條

學校法人主辦會計人員，其資格適用學校法人所設私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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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高層級主辦會計人員之資格規定。
第二十六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佐理員，應就具有會計專
業知識之人員遴用之。

第二十七條

私立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會計事務簡單者，經報該管學
校主管機關同意，得委託兼辦，不受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
項及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八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主辦會計人員之請假出差，應
指定佐理人員代理，無佐理人員者，得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
立學校派員代理。
前項人員離職時，應辦理移交手續，將會計憑證、會計
報告、會計簿籍等相關檔案資料於移交之日，列入移交清冊
後交付後任。

第二十九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對會計憑證、會計報告、會計
簿籍等檔案，均應盡善良保管之責，遇有遺失、損毀等情事
時，學校法人主辦會計人員應即報告董事長、學校法人董事
會、監察人及該管法人主管機關查明處理；學校主辦會計人
員應即報告校長、學校法人董事會、監察人及該管學校主管
機關查明處理。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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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 民國 100 年 08 月 29
日 修正 )

※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實施），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01 年 08 月 01 日
第一章 總則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處理相同會計事項有一致之原則，特依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本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以下簡
稱本制度）。
二、 本制度適用於學校法人及所設各級私立學校，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得視規模大小，會計事項繁簡，予以彈性
調整，以符實際。
三、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依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建立會計制度。
學校法人之會計制度，應經其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其所設私立學校之會計制度，應經學校校務會議及學
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度之內容，不得與私立學校法、實施辦法及本制度牴觸。
五、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事務簡單者，於分別報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後，得逕依本制度辦理，不
另建立會計制度。
六、本制度之特性如下：
(一) 符合現行會計思潮：有關財務報表之編製、揭露及會計處理，以與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相同為原則，
其不同者，於本制度定之。
(二) 注重預算功能：除訂定預算表報格式供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編製外，並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於執
行有重大差異時，得依一定程序修正預算，函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三) 會計科目分類統一：使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財務報表之內容與形式劃一，並允當表達其財務狀況及營運結
果，俾相關主管機關及其他報表使用者得利用財務報表作比較、分析而制定決策。
(四) 適應電腦化作業之需要：制度設計及會計科目編號，適合電腦作業，並便於彙總、比較與分析，以達到資訊化
之目的。
七、本制度簿記組織系統圖如附錄一。
第二章 會計報告
第一節 會計報告之分類
八、會計報告依報告之對象，分為對內報告及對外報告：
(一) 對內報告得依管理及統計分析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編製。
(二) 對外報告之財務報表如下：
１、平衡表。
２、收支餘絀表。
３、現金流量表。
４、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對外財務報表。
前項各款報表必要之附註，應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九、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分別編製單獨報導主體之對外報告，並應另行編製以學校法人及其所設私立學校為報
導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但學校法人僅設一所私立學校，其支出僅有董事會支出，且其會計制度併入所設私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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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會計制度辦理者，得提供所設私立學校為報導主體之財務報表，並應充分揭露相關之董事會支出資訊。
十、會計報告依編報之時程，分為月報、決算表及預算表。
十一、各類會計報告之編報期限及份數規定如附錄二。

第二節 各類會計報告之格式及說明
十二、各類對外會計報告紙張之規格為：長二百九十七公厘，寬二百十公厘。
十三、月報表分下列五種：
(一) 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三，編號一○一）。
(二) 現金及銀行存款月報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三，編號一○二）。
(三) 銀行存款調節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三，編號一○三）。
(四)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增減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三，編號一○四）。
(五) 借入款變動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三，編號一○五）。
十四、決算表分下列九種：
(一) 平衡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一）。
(二) 收支餘絀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二）。
(三) 現金流量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三）。
(四) 現金收支概況表（學校法人及所設專科以上私立學校適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四）。
(五)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五 A 及二○五 B）。
(六) 借入款變動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六）。
(七) 收入明細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七）。
(八) 支出明細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八）。
(九) 各科目明細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四，編號二○九）。
十五、預算表分下列七種：
(一) 預算說明書（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五，編號三○一）。
(二) 收支餘絀預計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五，編號三○二）。
(三) 預計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五，編號三○三 A 及三○三 B）。
(四) 預計增置重要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五，編號三○四）。
(五) 預計借入款變動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五，編號三○五）。
(六) 收入預算明細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五，編號三○六）。
(七) 支出預算明細表（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五，編號三○七）。
第三章 會計科目之分類及定義
第一節 會計科目分類及編號原則
十六、會計科目之分類，依其涵蓋之範圍，分為大類、中類、小類、子目及明細。
十七、為適應電腦作業，會計科目編號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位數少，以節省機器儲存資料之空間。
(二) 具擴充性，以應發展之需要。
(三) 編號基礎簡明、易記。
(四) 便於資料之自由重組，以利列印各種不同目的之報表。
十八、會計科目編號方法如下：
(一) 第一碼代表大類：包括資產（會計科目編號 1000）、負債（2000）、權益基金及餘絀（3000）、收入（4000）、
支出（5000），其為第一級會計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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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碼代表中類：如流動資產（1100）、流動負債（2100）等，其為第二級會計科目。
(三) 第三碼代表小類：如現金（1110）、銀行存款（1120）、流動金融資產（1130）等，其為第三級會計科目。
(四) 第四碼代表子目：如零用金及週轉金（1111）、庫存現金（1112）等，其為第四級會計科目。
(五) 第五碼以後代表明細：學校得自行增訂。
十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設定會計科目，其大類、中類、小類會計科目之名稱及編號應依本制度規定；其子目
及明細會計科目，本制度已規定者，得視需要擇用，亦得授權會計事務權責單位自行擴充或簡併，並加以編號。

第二節 會計科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二十、資產類會計科目名稱、編號及定義如下表：
編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說明

1000 資產
1100

1110

1111

1112

流動資產
凡現金及其他將於一年內轉換為現金或耗用之資產皆屬之。
現金
凡零用金及週轉金、庫存現金等屬之。
零用金及週轉金
凡撥供零星支出或週轉用途之定額現金屬之。
庫存現金
凡庫存之我國通用貨幣及外國貨幣屬之。
銀行存款

1120 凡存於金融機構中可自由提取、使用之存款皆屬之，包括支票存款、活期存款、綜合存款、定期
存款、定期儲蓄存款等；其不包括已指定用途，或有法律、契約上之限制者。
流動金融資產
1130 指短期性之投資，包括公平價值變動列入餘絀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等。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8

應收款項
凡所有對貨幣、財物及勞務之請求權皆屬之。如應收票據、應收利息及應收帳款等。
應收票據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收到可按票載日期收取一定款項之票據屬之。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凡提列應收票據之備抵呆帳屬之。
應收利息
凡本期應收而尚未收到之利息收入屬之。
應收帳款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款屬之。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凡提列應收帳款之備抵呆帳屬之。
其他應收款
凡不屬於以上之應收款項屬之。

1149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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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提列其他應收款之備抵呆帳屬之。
1150

材料
凡購入供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用之各種材料屬之。
預付款項

1160 凡預為支付之各種款項及費用，其效益未超過一年以上者皆屬之，如用品盤存、預付各種費用等
屬之。
1161

1162

1169

用品盤存
凡現存備供日常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用之文具及其他物品屬之。
預付費用
凡預付各項費用屬之。
其他預付款
凡不屬於以上之預付款項屬之。
長期投資、應收款及基金

1200 凡為獲取財務或業務上之利益所作之長期性投資或產生之長期應收款，及因特定用途而累積或提
撥之基金屬之。
長期投資
1210 凡長期性之投資，如非流動之公平價值變動列入餘絀之金融資產、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持有至到
期日金融資產、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及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等屬之。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長期應收款項
凡長期應收票據及各項長期應收款等屬之。
長期應收票據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以上之各種應收票據屬之。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票據
凡預估長期應收票據無法收取之數屬之。
長期應收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以上之各種應收款項屬之。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款
凡預估長期應收款項無法收取之數屬之。
附屬機構投資

1230 凡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專案撥充為增進教學研究及推廣之附屬機構，如實
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投資皆屬之。
特種基金
1240

凡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金皆屬之，
如設校基金、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及其他指定
用途基金等（不含投資基金）。本科目貸方對應科目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1241

1242

設校基金
凡依法令規定成立之設校基金，應專戶存儲，未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不得動用者屬之。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學校依規定提撥一定比例經費，作為學生就學獎補助之用者屬之。

1243 擴建校舍基金
4

凡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作為學校未來擴建校舍用途者屬之。
1244

1245

1249

捐贈獎助學基金
凡外界捐贈作為學生獎助學金之特定用途者屬之。
退休及離職基金
凡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離儲金或自提退離儲金等皆屬之。
其他特種基金
凡不屬於以上之指定用途基金屬之。
投資基金

1250 凡學校依規定以賸餘資金進行投資，於限額內購買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公司債及國內證
劵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等屬之。
1251

1252

1253

1300

1310

1320

投資基金專戶存款
凡報經董事會同意在額度內所提撥之投資基金，尚留存在專戶者屬之。
應收投資基金收益
凡由「1250 投資基金」科目所產生之應收利息、應收現金股息及其他相關之投資收入屬之。
應收董事補足投資基金損失
凡依規定應收董事對於學校投資基金虧損所負連帶責任應補足之金額屬之。
固定資產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且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之實體資產，其不因使用而發生變化或顯著損耗者屬之。
土地
凡學校持有所有權之用地成本皆屬之，含買入成本、永久性改良支出、重估增值或受贈之數。
土地改良物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狀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有一定耐用年限之房屋及建築以外之不動產屬之。
土地改良物

1321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狀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有一定耐用年限之房屋及建築以外之不動產屬
之，如停車場、運動場、圍牆、道路之舖設等。
1329

1330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凡提列土地改良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21 土地改良物」之抵銷科目）。
房屋及建築
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備等屬之。
房屋及建築

1331 凡購建自有房屋建築及其附屬之設備成本屬之，含規劃、設計、建築、裝置、購進及足以延長其
使用年限，增加其價值之改良等成本，或受贈之數。
1339

1340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凡提列房屋及建築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31 房屋及建築」之抵銷科目）。
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供學校使用之各項機械儀器及設備等屬之。
機械儀器及設備

1341 凡購置自有機械儀器與設備及其零配件成本屬之，含設計、購進、裝置、試機及足以延長其使用
年限，或增加其價值之改良等成本，或受贈之數。
1349 累計折舊－機械儀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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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提列機械儀器及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之抵銷科目）。
1350

1360

圖書及博物
凡供典藏用之圖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之。
其他設備
凡所有交通、事務、防護及不屬於上列各固定資產科目之設備皆屬之。
其他設備

1361 凡購置自有其他設備成本屬之，包括設計、購進、裝置及足以延長其使用年限，或增加其價值之
改良等成本，或受贈之數。
1369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凡提列其他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61 其他設備」之抵銷科目）。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1370 凡購置之土地在未取得所有權前，或購置之設備未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或已動工興建未完工之工
程等所有支出皆屬之，如預付土地款、預付工程款、預付設備款及未完工程等。
1371

1372

1373

1374

1380

1381

1389

1390

1391

1399

1400

預付土地款
凡預付購置土地價款屬之。
預付工程款
凡預付工程價款屬之。
未完工程
凡正在建造、裝置或改良尚未完竣之各項工程，及專供指定用途之專案工程機件成本屬之。
預付設備款
凡預付購置各種設備款屬之。
租賃資產
凡承租之資產而其性質屬資本租賃者皆屬之。
租賃資產
凡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資本租賃條件之租賃物屬之。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凡提列租賃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81 租賃資產」之抵銷科目）。
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在營業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在營業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提列租賃權益改良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391 租賃權益改良物」之抵銷科目）。
無形資產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且具有未來經濟效益及無實體存在之各種排他專用權皆屬之。
專利權

1410 凡價購或自行研發，供業務用專利權，而向國內外政府機關申請登錄所發生之規費、專利代理費、
模型、圖標製作費等必要支出屬之。
1411

專利權
凡價購或自行研發，供業務用專利權，而向國內外政府機關申請登錄所發生之規費、專利代理費、
6

模型、圖標製作費等必要支出屬之。
1419

1420

1421

1429

1430

1431

1439

1490

1491

1499

1500

1510

1520

1530

1540

1550

1551

1559

累計攤銷－專利權
凡提列專利權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411 專利權」之抵銷科目）。
電腦軟體
凡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行發展開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
電腦軟體
凡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行發展開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
累計攤銷－電腦軟體
凡提列電腦軟體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421 電腦軟體」之抵銷科目）。
租賃權益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租賃權益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累計攤銷－租賃權益
凡提列租賃權益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431 租賃權益」之抵銷科目）。
其他無形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其他無形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累計攤銷－其他無形資產
凡提列其他無形資產之累計攤銷屬之（本科目係「1491 其他無形資產」之抵銷科目）。
其他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屬之。
遞延費用
凡預付費用其效益超過一年以上不屬於前列各項資產者皆屬之。
存出保證金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金屬之。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供保證用之非現金項目屬之。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
閒置資產
凡待處理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閒置資產
凡待處理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累計折舊－閒置資產
凡提列閒置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科目係「1551 閒置資產」之抵銷科目）。
學校流用

1560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本科目為平衡表資產及負債類共用科
目，編製以學校法人及所設各私立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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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

什項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之什項資產屬之。

二十一、負債類會計科目名稱、編號及定義如下表：
編號

科目名稱及定義說明

2000 負債
2100

2110

2111

2112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9

2130

2131

2132

流動負債
凡將於一年內需以流動資產或其他流動負債償還者屬之。
短期債務
凡償還期限在一年內之銀行借款及到期長期負債等屬之。
短期銀行借款
凡向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年內者屬之。
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凡在一年內到期之長期負債屬之。
應付款項
凡在一年內到期之應付票據、應付利息及應付費用等屬之。
應付票據
凡付款期限在一年以內之票據屬之。
應付利息
凡本期應付而尚未支付之利息屬之。
應付費用
凡已發生而尚未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
應付設備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設備款屬之。
應付工程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工程款屬之。
應付土地增值稅
凡應付未付處分土地之增值稅屬之。
其他應付款
凡不屬於上列各項之其他應付款屬之。
預收款項
凡預為收納之各種款項皆屬之。
預收款
凡預收應屬於後期之收入屬之。
暫收款
凡因用途或金額尚未確定而暫收之款項屬之。
代收款項

2140 凡為其他公私機構或私人代收（扣）代付之各種款項皆屬之，包括代扣稅捐、代辦費及行政代轉
外界給予特定學生之獎助學金等皆屬之。
2150 其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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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年以內者皆屬之。
2200

2210

2220

2221

2222

2223

2229

2300

2310

2320

2330

長期負債
凡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或無需以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清償之債務屬之。
長期銀行借款
凡向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者皆屬之。
長期應付款項
凡在一年以上到期之應付票據及各種應付款皆屬之。
長期應付票據
凡在一年以上到期之應付票據屬之。
應付長期工程款
凡應償還工程款之期限在一年以上者屬之。
應付租賃款
凡資本租賃契約應付各期租金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價值之現值屬之。
其他長期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長期負債屬之。
其他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負債皆屬之。
存入保證金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凡應付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離儲金或自提退離儲金等皆屬之。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數屬之（本科目應與「1540 代管資產」科目同時使用）。
學校流用

2340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本科目為平衡表資產及負債類共用科
目，編製以學校法人及所設各私立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沖銷。）
2390

2391

2399

什項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
土地增值稅準備
凡土地重估之土地增值稅負擔屬之。
其他什項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

二十二、權益基金及餘絀類會計科目名稱、編號及定義如下表：
編號
3000

科目名稱及定義說明
權益基金及餘絀
權益基金

3100

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與外界之各項捐助及學校營運賸餘轉入數皆屬之，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
途權益基金。

3110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9

凡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屬之，如設校基金、學生就
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不含投資基金）。
本科目借方對應科目為「特種基金」。
3111

3112

3113

3114

3118

3119

3120

設校基金之權益基金
凡設校基金轉列之權益基金屬之。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之權益基金
凡提列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撥充權益基金屬之。
擴建校舍基金之權益基金
凡擴建校舍基金轉列之權益基金屬之。
捐贈獎助學基金之權益基金
凡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撥充權益基金屬之。
其他特種基金之權益基金
凡其他特種基金撥充權益基金屬之。
指定用途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之權益基金
凡指定用途基金之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量產生未實現持有餘絀轉列權益基金屬之。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於年度決算後依規定調整轉列之數。
賸餘款權益基金

3121

凡於年度決算後，依規定撥入賸餘款或收支不足抵銷之數，並扣除「免納所得稅之保留款」及「現金捐贈指
定用途特種基金」後之金額屬之。

3122

3200

3210

3220

3300

3310

3311

3320

3321

其他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屬之，於每學年度決算時由累積餘絀轉入。
餘絀
凡累積餘絀，本期餘絀屬之。
累積餘絀
凡學校歷年累積之賸餘，未轉列權益基金者，或歷年累積之短絀，未經填補者皆屬之。
本期餘絀
凡學校本期賸餘或短絀者屬之。
權益其他項目
凡金融商品未實現餘絀及未實現重估增值等權益之調整項目屬之。
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凡金融商品未實現餘絀屬之。
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凡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量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之。
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
凡土地辦理重估價，所產生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屬之。
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
土地依規定調整而發生之增值，扣除估計應付土地增值稅後之差額屬之。

二十三、收入類會計科目名稱、編號及定義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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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000
4100

4110

4111

4112

4113

4120

4130

4140

4150

4151

4152

4160

4170

4171

4172

4173

4174

4190

4191

科目名稱及定義說明
收入
收入
凡本期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等各種收益或利得。
學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及各類實習實驗費等屬之。
學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學費、學分費等屬之。
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雜費等屬之。
實習實驗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各類實習實驗費等屬之。
推廣教育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產學合作收入
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凡學校於一般教學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從事之教學活動向學員收取之費用屬之。
補助及捐贈收入
凡學校接受政府機關之補助或國外政府機構、國內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贈，得由學校運用者屬之。
補助收入
凡接受政府機關等補助款，得由學校運用者屬之。
捐贈收入
凡接受國外政府機構、國內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贈，得由學校運用者屬之。
附屬機構收益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屬之。
財務收入
凡學校運用資金所獲取之收益皆屬之，包括利息收入、投資收益及基金收益等。
利息收入
凡學校於金融機構存款及因財務操作所獲取之利息屬之。
投資收益
凡投資金融資產所獲配之現金股利、投資評價所認列之收益及處分投資之收益等屬之。
基金收益
凡特種基金所獲取之利息或收益屬之。
投資基金收益
凡投資基金所獲取之收益屬之。
其他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各科目之收入皆屬之。
財產交易賸餘
凡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等出售、報廢、交換或被徵收所發生之賸餘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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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

4193

4199

試務費收入
凡辦理各類招生考試收取之報名費或其他試務費收入等屬之。
住宿費收入
凡提供宿舍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雜項收入
凡非屬以上之其他收入屬之。

二十四、學校支出應按功能別及性質別分別歸類。功能別分類包括董事會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及其他教學活動支出等。性質別分類包括人事費、業務費、維護費、退休撫卹
費、出席及交通費、折舊及攤銷等。
二十五、學校各項支出如具有共同性，事實上難以直接歸屬於單一支出科目時，可採分攤方式分別歸屬相關科目。
二十六、支出類功能別各會計科目名稱、編號、定義連同附屬之性質別支出科目名稱、編號及定義如下表：
編號
5000
5100

5110

科目名稱及定義說明
支出
支出
凡本期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等各種費用或短絀。
董事會支出
凡董事會所發生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人事費

5111

凡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董事會職員之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加班費、津貼、學校負擔之
保險費、獎金等屬之。
業務費

5112

凡董事會為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電、水電、運費、差旅費、租金、
保險費、燃料、物品及各項雜支等屬之。
維護費

5113

凡董事會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修繕、校園美化、房屋及
設備之保險等屬之。

5114

5115

5116

5120

5121

退休撫卹費
凡董事會職員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
出席及交通費
凡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出席及交通費屬之。
折舊及攤銷
凡董事會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等屬之。
行政管理支出
凡學校行政管理部門用於行政管理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人事費
凡職技員工之薪資，包括薪金、俸給、主管加給、工資、加班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及獎金等屬之。
業務費

5122

凡行政管理部門為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電、水電、運費、差旅費、
租金、保險費、燃料、物品、公關、慶典福利、研究訓練、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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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費
5123

凡行政管理部門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園之美
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

5124

5125

5130

5131

退休撫卹費
凡行政管理部門職員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
折舊及攤銷
凡行政管理部門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凡學校用於教學、研究及訓輔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人事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薪資、鐘點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金等屬之。
業務費

5132

凡處理教學、研究及訓輔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刷、郵電、水電、運費、差旅費、租金、
保險費、燃料、物品、公關、慶典福利、研究訓練、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屬之。
維護費

5133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
園之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

5134

5135

5140

5141

退休撫卹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折舊及攤銷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獎助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成績優良、經濟弱勢及家境清寒等學生之獎助學金支出皆屬之。
獎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成績優良學生之獎勵性支出皆屬之，如各系所成績優異獎學金。
助學金支出

5142

凡學校給予經濟弱勢、家境清寒學生之助學性支出皆屬之，如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生活
學習獎助金、緊急紓困金等。

5150

5151

5152

5153

5154

5155

推廣教育支出
凡學校依規定設有推廣教育班所支付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人事費
凡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薪資、加班費、津貼、鐘點費、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金等屬之。
業務費
凡推廣教育班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水電、文具、紙張、印刷等屬之。
維護費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退休撫卹費
凡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折舊及攤銷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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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支出
5160

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所支付一切必要
費用等屬之。

5161

5162

5163

5164

5165

5170

5171

5172

5173

5174

5175

5180

5190

5191

5192

5193

5194

51A0
51A1

人事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之人員薪資、加班費、獎金等屬之。
業務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所需一般事務費用皆屬之。
維護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提供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退休撫卹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之人員，其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折舊及攤銷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所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等屬之。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
人事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之人員薪資、加班費、獎金等屬之。
業務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需一般事務費用皆屬之。
維護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退休撫卹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折舊及攤銷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之固定資產，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屬之。
財務支出
凡投資與融資之利息費用及投資損失皆屬之。
利息費用
凡借款之利息屬之。
投資損失
凡投資評價所認列之損失及處分投資之損失等屬之。
投資基金損失
凡投資基金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特種基金損失
凡特種基金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之支出皆屬之。
試務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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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辦理各類招生考試所發生之支出屬之。
51A2

51A9

財產交易短絀
凡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出售、報廢、交換或被徵收所發生之短絀屬之。
雜項支出
凡非屬以上之其他費用屬之。

第四章 會計簿籍
第一節 會計簿籍之種類
二十七、會計簿籍，分為帳簿及備查簿。
(一) 帳簿：謂簿籍之記錄為供給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者。區分為序時帳簿及分類帳簿。
(二) 備查簿：謂簿籍之記錄，不為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而僅為便利會計事項之查考或會計事務之處理者。
二十八、序時帳簿係帳簿之登錄，按會計事項發生時間之先後順序予以記載，分為現金出納登記簿及分錄簿。
二十九、分類帳簿係指帳簿之登錄，按會計事項歸屬之會計科目分別記載，分為總分類帳及各科目明細分類帳。
三

十、會計紀錄採用電腦處理者，其電腦儲存體相關檔案之紀錄，視為會計簿籍，且其應能由電腦隨時列印現金出納
登記簿、分錄簿、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及備查簿等，以備供查考。

第二節 各類會計簿籍之格式及說明
三十一、各類會計簿籍紙張之規格以長二百九十七公厘，寬二百十公厘為原則，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得依需要另
定之。
三十二、序時帳簿分下列二種：
(一) 現金出納登記簿（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六，編號：A01）。
(二) 分錄簿（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六，編號：A02）。
三十三、分類帳簿分下列八種：
(一) 總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1）。
(二) 銀行存款明細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2）。
(三)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3）。
(四) 借入款明細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4）。
(五) 各科目明細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5）。
(六) 收入明細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6）。
(七) 支出明細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7）。
(八) 以前年度應付款明細分類帳（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七，編號：A18）。
第五章 會計憑證
第一節 會計憑證之種類
三十四、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
(一) 原始憑證：指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分外來憑證、對外憑證及內部憑證。
(二) 記帳憑證：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分收入傳票、支出傳票、現金轉帳傳
票及分錄轉帳傳票。

第二節 會計憑證之格式及說明
三十五、各類記帳憑證紙張之規格以長一百四十八公厘，寬二百十公厘為原則，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得依需要另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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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記帳憑證分下列四種：
(一) 收入傳票（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八，編號：B01）。
(二) 支出傳票（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八，編號：B02）。
(三) 現金轉帳傳票（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八，編號：B03）。
(四) 分錄轉帳傳票（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八，編號：B04）。
以上記帳憑證格式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得依需要另定之。
三十七、所支付款項因故無法取得領款之收據或證明者，得填列支出證明單（其格式內容及說明如附錄九，編號：
C01），經一定程序核准後，作為原始憑證之用。
第六章 會計事務處理原則
第一節 會計事務處理基本原則
三十八、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本制度辦理，本制度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
三十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年度，依實施辦法有關學年度之規定。
四

十、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基礎」。

四十一、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事務之處理，應列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本前後一致之原則辦
理；其有變更之必要者，應循修訂會計制度之規定程序辦理。
四十二、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會計帳籍及表報，應以本國貨幣記載。
四十三、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預算應依規定編製，提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每年七月三十一日前，報學
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上開預算於執行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實際情況有重大差異時，得予修正，
仍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每年三月三十一日前，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並以一次為限。
四十四、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對外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及其必要之附註。
四十五、財務報表應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對外財務報
表及其必要之附註。
四十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發生之交易事項，應於財務報表中詳實揭露。
四十七、除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外，財務報表應採二期對照方式編製，其中平衡表並應列示增（減）金額；
收支餘絀表應列示本年度預算數及本年度決算與預算比較。
四十八、對外財務報表之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製之財務報表等
主要報表，應由製表人、主辦會計人員、校長、董事長逐頁簽名或蓋章。
前項人員已於裝訂成冊預決算表封底簽名或蓋章者，得免逐頁簽名或蓋章。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
校長免簽章。
四十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於每學年度終了後，財務報表，應自行委請符合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規定之會
計師查核簽證，並根據查核後之財務報表連同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書及決算表，彙整提報董事會議通過，於每
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分別函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五

十、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對各種原始憑證、記帳憑證、會計簿籍、會計報告等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如有
遺失或損毀等情事，學校法人主辦會計人員應即報告董事長、董事會、監察人及該管法人主管機關查明處理；
學校主辦會計人員應即報告校長、學校法人董事會、監察人及該管學校主管機關查明處理。

五十一、各種憑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之日起至少保存五年。但有特殊
原因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縮短之。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報學校法人或學校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至少保存十年。會計憑證、簿籍及會計報告屆滿保存年限，應經董事會同意後，始得銷
毀。
五十二、私立學校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有對外營業行為者，其會計制度應另行建立，經學校校務會議及學校法
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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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對於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補助及捐贈收入或其他各項收入
等，及採購財物之驗收等涉及權責事項，均應開立收據或證明文件。
前項收據或證明文件應事先連續編號，按序使用，由專人列冊控制及保管，以健全內部控制制度、確
保資產安全及會計記錄正確。

第二節 資產類科目會計處理原則
五十四、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按性質分項列報，其到期日在一年以後者，應加註明；已指定用途，或支用受有約束者，
例如擴建校舍基金及設校基金，列入特種基金科目。
五十五、應收票據：
(一) 應依其面值評價，其業經貼現或轉讓者，應予扣除並加以註明。
(二) 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應於附註中適當表達。
(三) 提供擔保之票據，應於附註中說明。
(四) 決算時應評估應收票據無法收現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應收票據之減項，並於附註中說明；已確定
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五十六、應收帳款：
(一) 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二) 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款項，應於附註中適當表達。
(三) 決算時應評估應收帳款無法收現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應收帳款之減項，並於附註中說明；已確定
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五十七、其他應收款：
(一) 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二) 決算時應評估其他應收帳款無法收現之金額，提列備抵呆帳，列為其他應收帳款之減項，並於附註中說明；
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五十八、材料應採成本法評價，其成本計算方法以加權平均法為原則；其經評估已無使用價值之材料及用品，應將成
本轉列損失。
五十九、預付款項，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六

十、流動金融資產、長期投資及投資基金之金融資產以取得成本入帳；受贈、接收或沒收而取得者，應以取得當
時之公平價值入帳；其無法取得公平價值者，應按估計公平價值入帳。金融資產之評價方式如下：
(一)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餘絀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評價，其與帳面價值之差額，應列入當期損益。
(二)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量，其與帳面價值之差額，為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應列入權益基金或
餘絀項下之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三)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以利息法之攤銷後成本衡量，其與帳面價值之差額，應列入當期損益；其按直線
法攤銷結果差異不大者，亦得採用之。
(四)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如有減損之客觀證據，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以類似金融資產當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
現值與帳面價值之差額，應列入當期損益。
決算時投資基金之金融資產，應將市價與成本並列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六十一、附屬機構投資：
(一) 學校對附屬機構之盈餘或虧損，應認列附屬機構收益或附屬機構損失，並應於附註中註明學校主管機關之
核准文號，及列示附屬機構之性質。
(二) 學校附屬機構投資期末餘額，應與附屬機構之淨值科目餘額相符。
(三) 學校與附屬機構，毋須編製合併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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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特種基金提存之依據，應予列明。
六十三、固定資產：
(一) 應按取得（包括分期付款購置）或建造時之成本入帳，例如購價、運費、保險、關稅、安裝等使固定資產
達於可用狀態及地點所支付之所有款項。上開資產之成本，應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
項而負擔之利息。
(二) 取得固定資產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相關支出，應列為修護費用。但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
量及效率、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等支出，應予以資本化。
(三) 土地得按申報地價調整之，調整後而發生之增值，經減除估計之土地增值稅準備後，列為權益項下之未實
現土地重估增值，增值之數，記入貸方；轉出之數，記入借方。
(四) 學校法人及所設專科以上私立學校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採
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
不予提列折舊。其餘學校法人或學校之固定資產折舊方法，依其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五) 受贈固定資產以現時公平市價入帳。
(六) 固定資產經核准而有提供保證、抵押或設定典權等情形者，應予註明。閒置固定資產，應轉列為其他資產
之閒置資產項下，其成本及累計折舊應於附註中揭露。
(七) 已無使用價值之固定資產，經核准報廢，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依直線法提列折舊者，應將固定資產成本
與累計折舊科目沖銷，如有殘值，應轉列「財產交易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轉列為「折
舊及攤銷」科目。適用不予提列折舊項目者，應將成本轉列為「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八) 固定資產出售，若出售價值高於帳面價值者，應將收益列入「財產交易賸餘」科目；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
值者，應將短絀列入「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六十四、其他資產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六十五、遞延費用之攤銷，除另有規定者外，以不超過五年為原則。
第三節 負債類科目會計處理原則
六十六、短期銀行借款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利率、保證情形、償還方式、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
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額，有提供擔保品者，應列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六十七、應付款項：
(一) 應付票據應依面值評價。
(二) 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三) 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四) 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六十八、預收款項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六十九、向非金融機構或個人借入之款項，應分別列明，並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期間、利率、保證情形及預定償還
方式。
七

十、長期銀行借款應註明貸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利率、保證情形、償還方式、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
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金額與其他約定重要之限制條款，有提供擔保品者，應列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
價值。

七十一、長期應付款項：
(一) 長期應付票據依面值評價。
(二) 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三) 長期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四) 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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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其他負債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第四節 權益基金及餘絀類科目會計處理原則
七十三、權益基金及餘絀，應分別列明。
七十四、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七十五、指定用途權益基金，指限定用途之權益基金，其應與特種基金相對應。
七十六、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包括賸餘款權益基金及其他權益基金科目，其規定如下：
(一) 賸餘款權益基金：
１、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保留於學校基金運用之賸餘款屬之。
２、決算時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之累積賸餘款，其為正數者，應依私立學校法施行
細則第三十六條規定由累積餘絀轉入列帳；其為負數者，不予列帳。前揭賸餘款權益基金變動情形，應
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３、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投資及流用金額，以賸餘款權益基金之二分之一額度為限。
(二) 其他權益基金：指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其計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
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

第五節 收入及支出類科目會計處理原則
七十七、除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准之附屬機構，得依其他有關規定處理外，所有以學校法人或學校名義收取之一切收入
均應列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以收入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七十八、人事費、退休撫卹費、業務費、維護費、出席及交通費、折舊及攤銷等支出，應依其用途，直接歸屬於各功
能別支出科目，其無法直接歸屬者，得以合理分攤方式分攤。

第六節 現金流量表編製方法
七十九、現金流量表為表達在特定期間現金來源與用途之報表，以現金及銀行存款為編製基礎。
八

十、現金流量表之內容，應按營運活動、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劃分，並應分別表達此三種活動之淨現金流量及其
合計數。
(一)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１、營運活動泛指投資及融資活動以外之交易及其他事項。
２、營運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指列入收支餘絀表之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二)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指取得與處分流動金融資產、長期投資、特種基金、固定資產及遞延費用等所產生
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三)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指舉借與償還具融資性質之長、短期借款等所產生之現金流入及流出。

八十一、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應以間接法表達。所稱間接法，指從收支餘絀表中之「本期餘絀」調整當期不影響現
金之收支項目，及與營運收支有關之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項目之變動金額等，以求算當期由營運產生之淨現
金流入或流出，並應補充揭露利息支出之付現金額。
八十二、投資及融資活動對學校法人或學校財務狀況影響重大而不直接影響現金流量者，應於現金流量表中作補充揭
露。

第七節 現金收支概況表編製方法
八十三、學校法人及所設專科以上私立學校（包括學校附屬機構）對外報告之財務報表應增加編製現金收支概況表，
其格式劃分為經常門現金收入（即現金流量表上之營運活動現金流入）、經常門現金支出（即現金流量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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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運活動現金流出）、出售資產現金收入、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購置不動產現金支
出。
八十四、現金收支概況表與現金流量表勾稽原則如下：
(一) 現金收支概況表中「經常門現金餘絀」，應與現金流量表上「營運活動淨現金流入（出）」金額相等。
(二) 現金收支概況表中「出售資產現金收入」，應與現金流量表中「出售固定資產收現數」、「出售無形資產
收現數」及「出售其他資產收現數」之合計數相等。
(三) 現金收支概況表中「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與「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合計數，應與
現金流量表中「購置固定資產付現數」、「購置無形資產付現數」及「購置其他資產付現數」之合計數相
等。
第七章 附則
八十五、本制度之各類會計報告格式及會計科目，如為因應業務實際需要調整，經本部函知變更者，不視為本制度之
修正。

圖表附件：
 EG.pdf


附錄一 本制度簿記組織系統圖.doc



附錄二 各類會計報告之編報期限、編送單位及份數.doc



附錄三 月報表之格式內容及說明.doc



附錄四 決算表之格式內容及說明.doc



附錄五 預算表之格式內容及說明.doc



附錄六 序時帳簿之格式內容及說明.doc



附錄七 分類帳簿之格式內容及說明.doc



附錄八 記帳憑證之格式內容及說明.doc



附錄九 支出證明單格式內容及說明.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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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 一 條
東吳大學為建立並落實全校性教學助理（Teaching
Assistant, 簡稱 TA）制度，提升全校課程教學品質，
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申請補助以修習人數 35 人以上之課程為優先。
第 三 條
補助原則：
以實習、演算、實驗及具討論性質之課程為主，並以
大一或大二（法律系可至大三）之基礎必修課程及共
通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第 四 條
申請期限及受理單位：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兩個月。
二、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教學中心之專任教
師請填具「教學助理申請書」向所屬學院提出申
請。
三、共通課程（外文除外）之專任教師請填具「教學
助理申請書」向通識教育中心提出申請。
四、課程為一學年者可一次申請，惟該學期執行成果
得由學院/中心決定是否於下學期延續補助之。
第 五 條
教學助理由授課教師自行遴選，以本校研究生為優先
考量，若該系無碩博士班，則以大學部最高年級成績
優秀學生為聘用條件，惟修習該課程學生不得擔任該
課程之教學助理。
第 六 條
教學助理任務含課程準備、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
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領同學進行實
習、演算、實驗及討論，並參與教學資源中心所規劃
之教學助理培訓活動。教師不得要求教學助理處理與
課程無關之行政庶務及個人研究等工作。
第 七 條
教學助理經費補助：
一、助理費用經費核定以其輔導班級數為單位；博士
生教學助理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捌仟元整，碩士
生教學助理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陸仟元整，學士
生教學助理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肆仟元整。
二、教學助理補助名額依年度經費規劃，並公告周知。
第 八 條
- 34 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1 次(101.05.02)行政會議紀錄

說明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發布施行，修
正時亦同。

教學助理培訓：
一、凡獲補助之教學助理應參加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助
理培訓課程及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教學助理若無法參加上述活動者，應於三日前依
規定填寫請假單，經教學資源中心同意後，另安
排觀看培訓錄影以完成培訓工作。未完成培訓工
作者，取消教學助理資格。
三、教學助理參加上述活動之情形將列入教學助理考
核依據，出席率達百分之百者，始可核發教學助
理證明書。
第 九 條
教學助理考核：
一、學期進行中，授課教師需協助進行「教學助理成
效問卷調查」，以掌握助理協助教學之成效。
二、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前完成「教學助理評量
表」，以考核其成效。
三、學期結束前，教學助理需協助教師彙整「教學助
理協助教學計畫成果報告」並提交教學資源中
心，且參與「教學助理期末成果發表會」。
第 十 條
教學助理申請補助之審查另訂「教學助理審查作業要
點」辦理之。
第十一條
表現優異之教學助理，可獲頒優良教學助理獎勵及獎
狀，其遴選要點另訂之。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教學資源中心會議通過，簽請教務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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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核定
層級

「東吳大學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實施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 一 條
為完備學業預警制度並協助學生通過畢
業條件，特訂定本辦法以落實補救教學及
課後輔導機制，且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相
關業務由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
負責承辦。
第 二 條
申請對象：
各學系、語言教學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
第 三 條
補助課程：
各學系、語言教學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需
執行補救教學或課後輔導之課程。
第 四 條
補助原則：
一、英文（一）初級班每班配置教學助
理一名。
二、為執行補救教學或課後輔導之課
程，各學系、語言教學中心及師資
培育中心得自行甄選數門課程，審
核標準由各學系、語言教學中心及
師資培育中心自訂，每門課程配置
教學助理一名，補助課程數依年度
經費規劃並公告周知。
三、每門課程每學期補助新台幣捌仟元
整。
第 五 條
申請日期：
每學期結束前兩個月。
第 六 條
申請程序：
應於每學期申請日期內填寫「教學助理申
請書」後，由學系/語言教學中心、師資
培育中心統一送交學生學習資源組辦理
相關事宜，獲補助之課程及教學助理名單
將公告於學生學習資源組網頁。
第 七 條
受補助課程之教師指導工作：
結合學業預警制度，安排學習成效低落學
生接受教學助理之課後輔導與補救教學。
第 八 條
教學助理之限制：
每位教學助理每學期以協助輔導兩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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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說明

程為上限。
第 九 條
教學助理職責：
一、應與任課教師討論並規劃補救教學
內容與課後輔導之進行方式及進
度。
二、與任課教師確認受輔學生名單後，
繳交該名單至學生學習資源組存
檔。
三、每學期每一門課程應至少輔導十五
次，每次輔導後一週內，須上傳「補
救教學與課後輔導」紀錄表於本校
網路學園，共計繳交簽到表及紀錄
表各十五份，及期末成果報告一份。
四、定期上傳輔導教材、教學講義、練
習題目等相關學習資源至網路學園
或其他網站，以提供受輔學生課後
學習。
五、應參與教學助理期初說明會及期末座
談會，並配合學生學習資源組實施補
救教學與課後輔導成效滿意度調查
等事宜。
第 十 條
經費核撥與證書核發原則：
教學助理如期配合辦理前條各項職責
者，始核撥經費且獲頒「補救教學與課
後輔導」教學助理證書乙紙。
第十一條
績優獎勵原則：
每學期期末依「優良課業輔導助理遴選作
業要點」辦理優良教學助理遴選，獲選者
頒發獎狀乙紙及獎金新台幣貳仟元整。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學生學習資源組
公告為準。
第 十三 條
第 十三 條
修訂核定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本辦法經教學資源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呈 層級
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
請教務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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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材製作小幫手申請暨管理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第 一 條
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協助教師製作整
學期系列性完整課程教學輔助教材，提升數位教材製
作效率與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申請條件：
一、全校使用網路學園輔助教學之專兼任教師，每位
教師每學期以補助一位教材製作小幫手為限。
二、擬聘請教材製作小幫手於網路學園平台協助製作
教材及建立課程教材節點者。
第 三 條
申請期間與方式：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兩個月。
二、有意申請之教師請填具「教學助理申請書」
，向教
學科技推廣組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敎材製作小幫手資格：
一、教師可自行指定教材製作小幫手人選，如人選尚
未取得教材製作小幫手培訓證書，需填具「東吳
大學教材製作小幫手簡歷表」
，並於擔任期間之學
期結束前參加培訓課程，以取得證書。
二、教師可委託本中心代為推薦優良教材製作小幫手
聘任人選，再由教師決定最後人選，唯決定後於
該學期內不得任意更換。
三、每位教材製作小幫手每學期以協助製作兩門課程
為上限，並不得與「教學助理補助計畫」及「補
救教學與課後輔導計畫」重複。
第 五 條
敎材製作小幫手工作內容：
一、教材製作小幫手工作內容包含協助教師製作數位
教材或課程錄製與後製等與教材相關之工作，並
參與本中心所規劃之敎材製作小幫手培訓活動。
二、教師不得要求教材製作小幫手處理與課程無關之
行政庶務及個人研究等工作。
三、學期結束前教材製作小幫手需協助於網路學園平
台建立課程教材節點，並將課程教材上傳。
四、教材製作小幫手需於學期末結束前，繳交心得報
告一份予本
中心。
第 六 條
經費補助：
一、參與協助教師製作教材之教材製作小幫手，其補
助經費核定以協助之課程為單位，每協助一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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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程每月補助新台幣貳仟元整，每學期補助四個月。
二、補助名額依年度經費規劃，並公告周知。
第 七 條
教材製作小幫手培訓：
一、凡獲補助且無教材製作小幫手培訓證書之教材製
作小幫手，應參加本中心教材製作小幫手培訓課
程。
二、教材製作小幫手參加上述活動之情形將列入考核
依據，出席率達百分之百者，始可核發教材製作
小幫手培訓證書。
三、獲得培訓證書之小幫手，本中心將於下學期協助
推薦予申請
之教師。
第 八 條
教材製作小幫手考核：
一、教材製作小幫手每月應填寫「東吳大學敎材製作
小幫手每月教材完成進度表」送交本中心，以核
發每月之補助金。
二、學期結束前申請之教師需針對教材製作小幫手之
教材製作表現填寫「教材製作小幫手評量表」
，並
送交本中心。
三、教師對教材製作小幫手各項滿意度均達「佳」以
上程度之教材製作小幫手，可獲頒優良數位教材
製作證書以茲鼓勵。
第 九 條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依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推廣
組之公告辦理。
第 十 條
第 十 條
修訂核定
本管理要點經行政 本管理要點提教學資源中心業務會議通過，經中心主 層級
會議通過，報請校 任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長核定後發布施
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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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學年度第
學期
教學助理申請書

壹、課程基本資料
(一)
教師
資料

教師姓名
專/兼任

服務單位
□專任□兼任

E-mail

聯絡電話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科目代碼
(二)
課程
資料

人事代碼

學分數

星期節次
開課年級
課程類別

修課人數
上課教室

□大一□大二□大三
□大四□其他＿＿

開課學期

□上學期□下學期
□全學年

□系必修□系選修□共通□其他______________

□實習課程□演算課程□實驗課程□討論課程□其他________
□全學年之課程如欲同時申請上、下學期教學助理者請打勾
貳、教學助理（TA）工作內容及填寫說明(請勾選欲申請之 TA 類型)
TA
類型

申請條件及教學助理工作內容

申請書填寫說明

1. 限專任教師
1. 請填寫申請書目錄第一至第
2. 教學助理需進班跟課，且次數達 12 週以上
五項
隨堂 3. 教學助理需協助課前、課堂、課後相關教 2. 一學年課程可同時申請
學事宜，且與學生互動
上、下學期
助理
4. 教學助理服務學生數需達修課人數 1/2 以 3. 詳細規定請見教學助理申
□
請補助辦法
上
5. 申請隨堂助理之課程不可重複申請課輔助
理及科技助理
1.
專兼任教師皆可申請
1. 請填寫申請書目錄第一、第
課輔
2. 教學助理需進行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二項及第五項
助理
3. 教學助理課後輔導次數一學期需達 15 次
2. 詳細規定請見補救教學與
□ 4. 申請課輔助理之課程可同時申請科技助理
課後輔導實施辦法
1. 專兼任教師皆可申請
1. 請填寫申請書目錄第四、第
科技 2. 教學助理需協助製作教材、維護課程網站
五項
或錄製上課影音教材
2. 詳細規定請見教學資源中心
助理
教材製作小幫手申請暨管理
□ 3. 申請科技助理之課程可同時申請課輔助理
要點
教學助理之申請以課程為單位，教師申請課程數不限，可視課程實際需求申請各類
TA 計畫，惟聘任之教學助理每學期以協助兩門課程之助理為上限。
申請教師簽章：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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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目錄》
一、教學目標及預期成效 ...........................
二、課程特色及執行方式
三、課程進度與教學助理運用
四、教學網站運用
五、教學助理基本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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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及預期成效

二、課程特色及執行方式
請勾選課程特色：□實習課 □演算課 □實驗課 □討論課 □其他
請具體說明課程執行方式：

三、課程進度與教學助理運用
（一）上學期：
週次

教學內容

教學助理工作規劃
(請依照課程特色，具體說明教學助理十八週之工作規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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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學期：
全學年之課程欲同時申請上、下學期教學助理者請填寫下表，若無請略過。
週次

教學內容

教學助理工作規劃
(請依照課程特色，具體說明教學助理十八週之工作規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四、教學網站運用
□網路學園 網址：http://elearn.scu.edu.tw/
□教師網頁 網址：
教材上傳網站
http://tpub.scu.edu.tw/scutwebpub/website/default.aspx
□其他，網址：

工作內容

□上傳課程相關教材、講義、PPT
□協助維護教材或課程網站（含網路學園、教師網頁及其他個人建立
之網站）
□協助錄製上課影音教材
□其他＿＿＿＿＿＿＿

所需技術及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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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助理基本資料表
助理姓名

中文姓名：
姓名羅馬拼音(與護照同)：

學系/年級

助理類型

□學士班

學系
□碩士班 □博士班

年級

□隨堂助理（原教學助理）
□課輔助理（原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助理）
□科技助理（原教材小幫手）

學號
E-mail

聯絡電話

本人郵局局號
(7 碼)

本人郵局帳號
(7 碼)

身份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戶籍地址(請務
必填寫里鄰)
註：本申請書填妥後，請依 TA 類型分別繳交至受理單位：
一、 隨堂助理（原教學助理）
1. 受理單位：請繳交紙本(需簽名)及電子檔給所屬學院或通識教育中心。
2. 業務聯絡人：(D0518)學生學習資源組蔡依琦小姐(分機 5823，trf17@scu.edu.tw)
二、課輔助理（原補救教學與課後輔導助理）
1. 請繳交紙本至學系/語言教學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2. 業務聯絡人：(D0518)學生學習資源組陳姿吟小姐(分機 5826，tychen@scu.edu.tw)
三、 科技助理（原教材小幫手）
請繳交至(D0519)教學科技推廣組張宇慧小姐(分機 5835，grace_chang@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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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師申請留職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留職赴校
外講學或國內外研究、進修者，
除「教師休假辦法」另有規定外，
依本辦法處理。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
內專任教師。

第一條
明訂本辦法適用對象及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留職赴校 修訂部份文字。
外講學或國內外研究、進修者，
除「教師休假辦法」另有規定外，
依本辦法處理。
本辦法所稱之「進修」
，僅限
於修習博士學位者。

第二條
申請資格與留職期限等相關
規定如左：
一、已依規定申請並獲得國科
會、教育部、著名基金會或
國、內外之同等機構核可給
予補助講學、研究或進修，
且於本校連續任教滿三年
者，得申請留職帶薪，至多
一年；連續任教滿二年者，
得申請留職停薪，至多一年。
二、提出研究或進修計畫，經系
務會議通過，且於本校連續
任教滿二年者，得申請留職
停薪，至多一年。
三、專任講師於他校進修博士學
位期間，經系務會議通過
後，得申請留職帶薪，至多
一年，並得視進修之需要申
請留職停薪，至多二年。

第二條
一、明訂專任講師進修
申請資格與留職期限等相關
博士學位期間，至
規定如左：
多得申請留職帶薪
一、已依規定申請並獲得國科
一年及留職停薪二
會、教育部、著名基金會或
年。
國、內外之同等機構核可給 二、部份文字修訂。
予補助講學、研究或進修，
且於本校連續任教滿三年
者，得申請留職帶薪，至多
一年；連續任教滿二年者，
得申請留職停薪，至多一年。
前款所稱「留職帶薪」
，含本薪及
學術研究費。
二、提出研究或進修計畫，經系
務會議通過，且於本校連續
任教滿二年者，得申請留職
停薪，至多一年。

前項留職帶薪之薪資，含本
薪及學術研究費。所需經費由各
項學術研究基金或專款支應，如
有不足，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第三條
前條留職期限，不得延長。
但有特殊需要者，得經系務會議
通過，專案報請校長核准後予以
留職停薪。

未修訂

第四條

未修訂
- 45 -

東吳大學 100 學年度第 11 次(101.05.02)行政會議紀錄

第六條
經核准留職赴校外講學或國
內外研究、進修者，於期滿時，
應立即返校服務。返校三個月
內，應將成果提送所屬單位存
查。以留職帶薪赴國外講學或研
究者，應另提供中英(外)文成果
報告送人事室備查。
前項應返校服務期間，帶薪
者為帶薪期之三倍，停薪者應與
留職期間相同。
經核准為留職帶薪者，如有
期滿不歸或返校服務未達規定期
限者，應償還其留職期間所領之
薪資及年終工作獎金。未償還
者，不發給服務證明。

除情況特殊或另有規定者得
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外，申請人應
於擬赴校外講學或國內外研究、
進修之半年前，提交申請書、研
究、進修計畫及其他相關資料送
所屬單位，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送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定；但留職
帶薪之申請案應送校教評會審
查。
第五條
前條核定人數，不含已核准
休假之教師人數在內，每學年以
每學系現有員額計算，十二人以
下者，至多一人，十三人至廿四
人者，至多二人，以此類推。但
有特殊需要，且不影響教學研究
工作，並經專案報准者除外。
第六條
經核准留職赴校外講學或國
內外研究、進修者，於期滿時，
應立即返校服務。返校半年內，
應將研究成果提送所屬單位備
查。
前項應返校服務期間，帶薪
者為帶薪期之三倍，停薪者應與
留職期間相同。
第一項經核准為留職帶薪
者，如有期滿不歸或返校服務未
達規定期限者，應償還其留職期
間所領之薪資及年終工作獎金。
未償還者，不發給服務證明。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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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修訂部份文字

未修訂

第六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委員
組成如下：
一、學系委員：由系務會議推舉該
學系教師為委員，其名額以該學系
教師人數二分之一推算，推算時以
四捨五入計。委員人數不足五名
時，以五名計。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系務會議
推舉該學系以外之校內外教授二
名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任教
師、專任客座教師、研究教授及講
座教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被遴選
人，應退出遴選委員會，並依第一
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聘函。

為符合現行作業情
第三條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委員 形，擬調整發給遴選
委員聘函。
組成如下：
一、學系委員：由系務會議推舉該
學系教師為委員，其名額以該學系
教師人數二分之一推算，推算時以
四捨五入計。委員人數不足五名
時，以五名計。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系務會議
推舉該學系以外之校內外教授二
名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任教
師、專任客座教師、研究教授及講
座教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被遴選
人，應退出遴選委員會，並依第一
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聘書。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主任建議人
選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
兼任該學系主任，並由校長依主任
任期逐年發給聘書。
主任當選人如非本校專任教
師，應先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規
定，聘任為該學系之專任教師。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主任建議人
選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
兼任該學系主任，並由校長依主任
任期逐年發給聘書。
主任當選人如非本校專任教
師，無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由校長聘請為該學系之專任教師。

依據大學法第 20 條
第 1 項之規定，修訂
主任當選人非本校
專任教師時，應依本
校教師評審辦法規
定，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聘任之。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辦理遴選：
一、主任建議人選未能獲得校長圈
選為主任當選人。
二、主任當選人以書面表示無法受
聘者。
三、主任當選人非本校專任教師，
其專任教師聘任案未獲系、
院、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辦理遴選：
一、主任建議人選未能獲得校長圈
選為主任當選人。
二、主任當選人以書面表示無法受
聘者。

明訂主任當選人非
本校專任教師，其聘
任案未獲教師評審
委員會通過時之後
續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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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委員組成
如下：
一、學系委員：由學院所屬學系之
系務會議推舉該學系教師為委員。
五個學系以上之學院，每學系推舉
教師一名；四個學系以下之學院，
每學系推舉教師二名；僅有一個學
系之學院，推舉教師五名。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院務會議
推舉該學院以外之校內外教授一至
三名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任教
師、專任客座教師、研究教授及講
座教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被遴選
人，應退出遴選委員會，並依第一
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聘函。

第三條
為符合現行作業情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委員組成 形，擬調整發給遴選
委員聘函。
如下：
一、學系委員：由學院所屬學系之
系務會議推舉該學系教師為委員。
五個學系以上之學院，每學系推舉
教師一名；四個學系以下之學院，
每學系推舉教師二名；僅有一個學
系之學院，推舉教師五名。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院務會議
推舉該學院以外之校內外教授一至
三名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任教
師、專任客座教師、研究教授及講
座教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被遴選
人，應退出遴選委員會，並依第一
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聘書。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院長建議人
選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該學
院院長，並由校長依院長任期逐年
發給聘書。
院長當選人如非本校專任教
師，應先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規
定，聘任為該學院與其學術專長相
近學系之專任教師。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院長建議人
選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該學
院院長，並由校長依院長任期逐年
發給聘書。
院長當選人如非本校專任教
師，無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由校長聘請為與其學術專長相近學
系之專任教師。

依據大學法第 20 條
第 1 項之規定，修訂
院長當選人非本校
專任教師時，應依本
校教師評審辦法規
定，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聘任之。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辦理遴選：
一、院長建議人選未能獲得校長圈
選為院長當選人。
二、院長當選人以書面表示無法受
聘者。
三、院長當選人非本校專任教師，
其專任教師聘任案未獲系、
院、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依本辦法規定重新辦理遴選：
一、院長建議人選未能獲得校長圈
選為院長當選人。
二、院長當選人以書面表示無法受
聘者。

明訂院長當選人非
本校專任教師，其聘
任案未獲教師評審
委員會通過時之後
續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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