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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分際探討內部審核人員之職責 

─以報支國內旅費為例 

黃永傳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明訂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並規範報

支條件，行政院、銓敘部及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業於 101年 2月 6

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改制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等機關為因應特殊情況

報支旅費之需，爰作相關函示。本文旨在透過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研析，

據以說明內部審核人員須負合法憑證之責，而同仁須檢具合法憑證報支旅

費，及對報支項目真實性負責；並彙總相關函示，供同仁報支旅費之依循。 

壹、前言 

會計法第 58 條明定「會計人員非根據合法之原始憑證，不得造具記帳

憑證；非根據合法之記帳憑證，不得記帳。但整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目

等事項無原始憑證者，不在此限。」會計法第四章「內部審核」第 95 條至

第 103 條相關條文復規定，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應由會計人員執行之；

會計人員為執行內部審核職權，向各單位查閱簿籍、憑證暨其他文件，或

檢查現金、財物時，各該負責人不得隱匿或拒絕；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

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等。然商業會計法第 33 條

載明「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計帳簿表冊

作任何紀錄。」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 點亦規定「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

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

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稽上，政府機關會計人員(以下簡稱會計人員)執行

內部審核，面臨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究應如何分際，且兩者未臻一致時，

又應如何因應以資適法，誠屬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之重要課題。復鑑於

機關非辦理採購同仁報支經費，以支領國內旅費註一
(以下簡稱旅費)為大宗，

爰就預算法、會計法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註二
(以下簡稱旅費報支要點)

等相關規定與函釋及案例，研析報支旅費所涉合法會計程序(以下簡稱合法

程序)及合法支出憑證註三
(以下簡稱合法憑證)之涵意，供會計同仁執行內部

審核之參酌。 

貳、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分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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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法並未明定合法憑證之定義，惟該法第 102 條定有會計人員審核

原始憑證，若發現未註明用途或案據者，依法律或習慣欠缺主要書據，未

經核准辦理者、書據之數字或文字經塗改未經負責人簽章等項目應拒絕簽

署註四，依其立法旨意，可視為業已規範合法憑證之要件。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所訂各機關員工向機關請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

付事實真實性負責，核屬真實憑證之真諦。舉例說明如次： 

一、奉准搭乘飛機出差，惟登機證存根因天雨毀損，報支旅費填寫旅費報告表，

並未檢附支出證明單，敘明登機證毀損之原由，本例搭乘飛機係屬真實事

項，惟欠缺主要書據，該旅費報告表仍屬不合法憑證，無法據以報支機票

費。 

二、反之，奉准出差，並自行駕駛自用轎車往返，依現行旅費報支要點，報支

旅費無須檢附火車票存根，報支旅費同仁填寫旅費報告表卻報領自強號火

車票價，該旅費報告表雖屬合法憑證，惟當事人須負真實性責任。 

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固可兼採書面審核與實地抽查，至審查旅費向以書面

審核為主，實地抽查不經濟亦不可能，故浮報旅費被檢舉，絕不能以業經會

計人員審核同意報支而卸責。基上，俗語「真實事項未必合法，合法事項未

必真實。」其涵義即為合法憑證與真實憑證之分際。又法律僅規範行為最低

標準，會計人員負有內部審核之責，惟不具有司法調查權，故僅負合法憑證

之責，然報支旅費同仁須負合法與真實之責。 

參、機關派員出差之合法程序 

機關財務支用程序之歷程涉有預算籌編與執行、會計處理及決算編造。

復依會計法第 100 條之規定，關係經費負擔非經會計人員事前審核不生效

力。本著程序不符實質不論之原則。故在探討作為報支旅費依據之合法憑

證前，為期合法動支經費，宜先論述合法程序，避免未經核准，已先行出

差，俟出差事畢，既使檢具足夠合法憑證，請領旅費，亦屬不合法憑證。

會計人員遇類此情境，宜在機關尚有足夠經費支應報支旅費時，考量依會

計法第 99 條之規定註五，建議報支同仁補辦核准差假程序，否則應拒絕簽署

動支該筆旅費。謹將派員出差所涉籌編預算與簽准等程序說明如次： 

一、籌編旅費預算程序： 

預算法第 25 條明定「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處分公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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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投資之行為。」機關為因應公務之需，派員出差係屬無可避免之業務。

故在籌編預算時，各單位須依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之規定，考量

整體業務需求之優先次序，盱衡未來年度之需要，本著緊縮原則確實檢討

編列註六。旅費係屬業務費第二級科目，各單位因業務性質不同，匡列預算

額度多寡不一，除非明顯存有寬濫或超逾所分配預算額度外，會計單位宜

予尊重。 

二、簽准出差程序 

除部分機關會計單位依「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

責分工表」(以下簡稱待遇權責分工表)之規定，認為派遣同仁出差之必要性

係由派遣單位負責，假別之正確性與合法性亦由人事單位主政，只要派遣

單位有足夠經費支應同仁出差所需，授權派遣單位無須依會計法第 100 條

之規定先行會簽會計單位外，簽准出差程序，事涉派遣單位、人事單位及

會計單位之權責，謹說明要項如次： 

(一)派遣單位：須依旅費報支要點第 3 點之規定，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

加審核決定，有無出差之必要性。 

(二)人事單位:鑒於旅費報支要點之附表一「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數額表」明訂旅費包括交通費、每日住宿費、每日雜費，另行政院

90 年 8 月 28 日台九十忠授字第 06851 號函示，參加受訓人員不得報支雜

費。及行政院主計處 94 年 12 月 15 日處忠二字第 0940009149 號亦函示，

參加公務人員協會會議並非執行公務，不得報支旅費。故人事單位於會簽

時，須按所敘差假原因及相關書據審核假別，並依待遇權責分工表之規定，

對假別正確性與合法性負責。 

(三)會計單位：依待遇權責分工表之規定，須對預算能否容納，是否經權責

單位核簽，與旅費項目及金額是否符合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負責。若發現

假別存有疑義，宜建請人事單位再考量，若人事單位仍認為假別核屬正確

與合法，則應予尊重。另鑑於機票及高鐵車票價格較同行程火車票價為高，

為避免有違機關內部相關規定，致出差事畢，同仁報支旅費產生無謂困擾，

舉凡有搭乘飛機或高鐵之必要者，宜建請於簽呈中一併敘明，以為報支之

依據。 

肆、案例研析與釋疑 

旅費報支要點已規範同仁報支旅費相關規定(同註二)，本文不再贅述，

謹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民103)編訂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與主計月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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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長信箱所刊載案例及函示，就派遣出差之對象、交通費、雜費、住宿費

及其他事項等擇要說明如次: 

一、派遣出差之對象: 

(一)機關現職人員、兼職人員及非現職人員參與公務活動均為派遣出差之對

象，並依規定支領旅費或旅費補助。 

(二)依行政院 97 年 1 月 10 日訂頒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

用及運用要點」之規定，除按日計資之臨時人員不得派遣出差或參加講習

外，其他臨時人員則依工作性質，由機關依該要點規定本權責核處出差或

受訓(行政院主計處 98年 6月 4日處忠七字第 0980003392 號書函)。 

(三)奉派代表機關受獎，係屬處理公務，可依規定支領旅費；至個人受獎時，

如係屬因公獲獎，並奉機關核派以出差方式辦理者，得報支旅費 (行政院主

計處 97年 4月 10日處忠七字第 0970001950 號電子信箱函件答復)。 

(四)參加各類考試僅限於考試院主辦之「中央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升等考試」

1 種，得請領交通費（主計月刊 94年 7月第 595期主計長信箱）。 

(五)各機關如因同仁或其直系親屬身故，有派員參加公祭並協助處理相關後

續照護事宜之必要時，得由機關首長參酌旅費報支要點及銓敘部 85 年 11

月 25 日八五台法二字第 1382952 號函之意旨註七，依權責認定確屬執行公

務後，據以核給公差及報支旅費，惟為避免引發爭議，其差假應以名實相

符之事由登記，不宜僅以「參加公祭」為登記事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7年 9

月 18日局給字第 0970022621 號函)。 

(六)機關員工參加球類錦標賽活動，本質上非屬出差，自不能核准為派遣出

差之對象 (行政院主計處 96年 3月 27日處忠二字第 0960001758 號書函)。 

二、交通費: 

(一)依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除搭乘飛機、高鐵及船舶出差須檢據報支交通

費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得不檢據，故由臺北搭乘某知名客運公司汽車赴

臺中出差，其票價為 385 元雖較搭乘自強號火車票價 375 元為高，仍得不

檢據，報支人為避免同僚作為飯後茶餘之話題，建請宜檢據報支。同理，

現行由臺北赴桃園出差，購買自強號火車票為 70 元，然刷悠遊卡進出站

僅扣款 41 元，亦得不檢據報支 70 元，內部審核人員審核交通費，亦無須

詢問有無購票，由報支人負真實性責任。 

(二)搭乘同事或朋友便車出差或領有公務票者，因未支付交通費，不得假藉

任何理由報支交通費（主計月刊 92年 9月第 573期主計長信箱）。 

(三)由臺北至高雄自強號票價為 845 元，若此區間無座位，爰分段購票，如

先購買臺北至彰化票價為 416 元，再購買彰化至高雄票價為 430 元，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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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價為 846 元，雖較 845 元為高，仍僅可報支 845 元（主計月刊 94年 6月第

594期主計長信箱）。 

(四)機關所在地鄰近臺北火車站，家住松山火車站附近，搭乘自強號火車赴

高雄出差，僅可報支臺北站至高雄站票價；若家住板橋火車站附近，宜本

誠信原則報支由板橋站至高雄站之交通費（主計月刊 94年 7月第 595期主計長

信箱）。另臺北至高雄搭乘自強號火車，高雄至屏東搭乘臺鐵電聯車，惟報

支交通費卻全程報支自強號票價，仍由報支人負真實性責任。類此情形，

會計人員審核交通費時均無須過問實況。 

(五)由高雄赴主計人員訓練中心參加受訓，由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尚僱用遊覽

車在臺北市北平東路 2 號門口接送學員赴該中心，既使遲到，爰自行搭乘

客運車前往，仍不得報支該筆交通費。 

(六)以電話語音購票，並赴郵局取票，所付郵局 10 元手續費，須在雜費中勻

支，不得另外報支（主計月刊 93年 12月第 588期主計長信箱）。 

(七)若奉派週一上午在高雄開會，於前一週週五晚上即搭乘高鐵先回高雄，

週一會後再搭乘高鐵返回臺北，報支人並未報支週五、週六及週日之住宿

費或雜費，僅報支週五搭乘高鐵票價，鑑於機關並未額外增加經費負擔，

除機關另有規定外，出差人員如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經費範圍內，提前

出發或延後返回，得在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核實報支差旅費(行政院主計處

97年 5月 27日處忠五字第 0970002791 號書函)。 

(八)由各縣市火車站或高鐵站至開會地點，仍可覈實報支該路段大眾運輸工

具之票價（主計月刊 90年 9月第 549 期主計長信箱），惟各縣市公車基本票價未

臻一致，如高雄市公車一段票為 12 元，臺北市則為 15 元，為避免產生無

謂困擾，須確記所支付票價以作為覈實報支之依據。 

三、雜費 

(一)雜費不分職務等級每人每日 400 元，均無須檢據報支。依旅費報支要點

第 12 點規定，雜費係以每日為單位核算，奉派出差未滿一日，則由各機

關依業務屬性、公差性質及當事人交通狀況等，本於權責核處(行政院主計

處 97 年 1 月 17 日處忠字第 0970000301 號書函)；至奉派半日之公差，其雜費應

按每日規定數額二分之一報支(行政院主計處 93年 7月 26日處忠字第 0930004718

號函)。 

四、住宿費 

(一)報支住宿費，以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 60 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為要

件，依職務等級採定額制（特任級人員每日不逾 2,200 元、簡任級人員每

日不逾 1,800 元、薦任級以下人員每日不逾 1,600 元），惟須檢據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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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因考績升等而追溯補差額。 

(二)住宿於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提供完全免費宿舍，而自動支付服務費

或清潔費等予服務人員者，仍不得報支住宿費。 

五、其他事項 

(一)訓練機構聘請講座，因非以出差派遣，故非屬旅費報支要點所規範範圍。

爰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其中「核實」係指由訓練機

構審核事實無誤後發給，若授課講座搭乘飛機往返之事實明確，但無法取

得機票者，可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 點之規定，改以受領人親自簽名或

蓋章之收據核實列支(行政院主計處 90年 4月 2日台九十處忠字第 03098 號函)。鑒

於高鐵係於 96年 1月 5日正式通車，若講座係搭乘高鐵者仍宜比照辦理。 

(二)參加受訓與出差，其報支旅費之最大不同在於參加受訓者不得報支雜費

(行政院 90年 8月 28日台九十忠授字第 06851 號函)。又訓練機構如有提供膳宿，

在調查受訓人員膳宿需求，受訓人員勾選不用膳宿，係自願放棄供膳宿之

權利，自不得向服務機關請領住宿費用(行政院主計處 93 年 1 月 2 日處忠字第

0930000008 號函)。 

(三)員工旅費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但政府訂有共同供應契約

者，得依各該契約規定辦理(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 2 月 1 日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號函)。 

(四)以上報支旅費之數額係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數額，部分機關為撙節開支，

另行規定每日雜費不逾 200 元；在同一縣市出差，若無其他額外負擔，不

得報支雜費；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均需檢據；則從其規定。 

(五)臨時人員非屬旅費報支要點所規範人員，倘經機關派遣出差或受訓，所

需必要費用，得由各機關衡酌其業務性質，在撙節開支原則下，本於權責

自行核處(行政院主計處 98年 6月 4日處忠七字第 0980003392 號書函)。 

 

伍、結語 

內部審核依性質可分為適正性審核、合規性審核及效能性審核註八，會

計人員向以書面審核方式，本著依據合法憑證造具記帳憑證之職責，進行

合規性審核，以協助同仁報支經費後，足以吃得下、睡得著及笑得開為理

想目標。然報支經費同仁必須本誠信原則，對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當前會計工作要項已由防弊邁向興利與諮詢，會計人員執行合規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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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旨在合法範圍內協助機關推動政務，為因應類此需要，首要，熟悉諮詢

導向內部審核之具體作法，良好人際關係與優質情緒管理智商，獲業務單

位配合及機關首長支持，並適時提供有效決策資訊。次之，隨時蒐集相關

函釋並提供同仁參考，以免依循舊規而妨礙機關推動政務或造成動支經費

未臻適法。再者，本著多學、多問成為新世代主計尖兵為標竿，努力進修，

提升專業智能。一位成功會計人員並非以「稱職會計人才」為志向，而更

須以人人「稱讚會計人財」為目標，願與同仁共勉之。 

參考文獻 

一、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行政院 101.10.1院授主會財字第 1010500661A 號函修正）。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民 103），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修訂版）。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民 103），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四、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民 95），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彙編（90年 9月至 95年 4月）。 

五、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行政院 103 年 7 月 7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1699 號函修

正）。 

六、會計法（100年 5月 1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97601 號令修正）。 

七、預算法（102年 12月 1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9231 號令修正）。  

 

附註 

                                                 
註一

依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內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之定義，國

內旅費係指凡公務於台澎金馬等地區所需之差旅費用(含現職人員因公出差旅費、兼職人員依

規定支領旅費補助及參與公務活動之非現職人員有關旅費補助等 )屬之。 

註二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條文如次： 

1. 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國內出差，其出差旅費之報支，特

訂定本要點。 

2. 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其報支數額如附表一。薦任第九職等人員晉支年功俸者，

按簡任級人員數額報支。約聘（僱）人員，依其原定職等按附表一分等數額報支。 

雇員、技工、駕駛及工友，按薦任級以下人員數額報支。 

3. 各機關對公差之派遣，應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文、電話、傳真或

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

需要，事先經機關核定，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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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差事畢，應於十五日內依附表二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連同有關書據，一併報請各機關審

核。  

5. 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

搭乘飛機、高鐵、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

領有優待票而仍需全價者，補給差價。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

得報支。  

前項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准

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

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

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6. 凡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外賓所搭乘之交通工具按實報支，其住宿費得就所宿旅館之

統一發票或收據，按實報支。 

7. 調任視同出差，其旅費在新任機關報支。 

調任人員之配偶及直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得按各該調任人員職務等級，報支交通費。  

8. 赴任人員由任職機關補助其交通費。 

赴任人員之配偶及直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得按各該赴任人員職務等級，補助其實際所需交通

費三分之二。 

9.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附表一所列各該職務等級規

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未達六十公里，因業務需要，事前經機關核准，且有住宿事實者，

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10. 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數額   

內，以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支；搭乘飛機、高鐵、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作為搭乘之證明。  

11. 在同一地點出差超過一個月之住宿費，超過一個月未滿二個月部分，按規定數額八折報支；

二個月以上部分，按規定數額七折報支。 

12. 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關核准者，所增加之費用

得予報支。 

13. 旅費自起程日起至差竣日止，除患病及因事故阻滯，具有確實證明按日計算外，其因私事請

假者，不得報支。前項所稱患病，以突發之重病，經醫院證明必須住院治療，且不宜返回原

駐地醫治者為限；在患病住院期間，得自住院之日起，按日報支膳雜費，最高報支十日。 

14. 出差人員於出差期間受休職、撤職、停職、免職處分者，自其不能執行職務之日，停止其旅

費，並依停止前其已出差事實，按原職務等級報支往返旅費。 

15. 各機關經常出差，或長期派駐在外人員之差旅費，應於本要點所定數額範圍內，另定報支規

定，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16. 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其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註三
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

另支出證明單係指因特殊原因無法取得收據，由經手人書明無法取得原因，據以請款之文件，

故亦屬支出憑證之一。 

註四
會計法第 102 條： 

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拒絕簽署： 

1. 未註明用途或案據者。 

2. 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者。 

3. 應經招標、比價或議價程序始得舉辦之事項，而未經執行內部審核人員簽名或蓋章者。 

4. 應經機關長官或事項之主管或主辦人員之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 

5. 應經經手人、品質驗收人、數量驗收人及保管人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或應附

送品質或數量驗收之證明文件而未附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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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係財物增減、保管、移轉之事項時，應經主辦經理事務人員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

蓋章者。 

7. 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塗改痕跡，而塗改處未經負責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者。 

8. 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號碼不符者。 

9. 第三款及第五款所舉辦之事項，其金額已達稽察限額之案件，未經依照法定稽察程序辦理者。 

10. 其他與法令不符者。 

前項第四款規定之人員，得由各機關依其業務規模，按金額訂定分層負責辦法辦理之。 

註五
會計法第 99 條： 

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

並報告該機關主管長官。 

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異議；如不接受時，應報告

該機關之主管上級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不為前二項之異議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人員應連帶負之。 

註六
104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2點第 3款明訂政府各項消費支出應力求節約，本緊

縮及節能原則確實檢討。 

註七
銓敘部民國 85 年 11 月 25 日八五台法二字第 1382952 號函略以，公差係由機關指派執行一定

之任務，又公務員奉派參加同仁家屬之公祭，可否核給公差，宜由各機關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註八
 內部審核依性質分為： 

1. 適正性審核：係審核預算執行數、決算數額有無錯誤、遺漏、重複或偽飾等情事，旨在達成

財務報導可靠性。 

2. 合規性審核：係審核財務收支有無違背預算或有關法令等不法不當收支，旨在增進相關法令

之遵循。 

3. 效能性審核：係審核各機關執行預算、推展施政計畫或業務計畫有無財務效能過低或未盡應

盡之職責，旨在提升行政效能或營運績效。 
 
（本文係於 103年 8月 31 日修正國防部主計局(民 98)發行主計季刊第 326期第 1頁至第 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