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屬單位預算及決算之
編製與執行應注意事項
-以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為例

報告人：教育部會計處 莊淑芬科長



簡報大綱

• 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應注意事項

• 附屬單位決算編製應注意事項

• 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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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應注意事項



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流程(2/1)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總處主計人員基礎訓練班講義

月份 辦理事項

1~2 主計總處邀集各基金主管機關及行政院相關先期審議機關召開
籌編事宜會議

3 各非營業特種基金編製附屬單位預算表

4-5 各主管機關核轉所屬非營業特種基金預算表函送主計總處

6 主計總處邀集行政院相關先期審議機關、各主管機關及非營業
特種基金等召開會議審查

7 主計總處就各非營業特種基金預算審查結果提報「行政院年
度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

8月底 主計總處就前述會議審查結果，彙整編成綜計表提報行政院會
議，經院會通過後，由行政院函送立法院審查。

各部會編造各非營業特種基金預算送立法院。4



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流程(2/2)
報送期限 各非營業特種基金應送教育部之報表 應核對之報表

2月23日 申購單價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彙總表及送審表 固定資產彙計表

2月27日

擬編公共工程計畫，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
作業要點」規定，總工程建造經費在 1億元以上之新

興公共工程計畫，填寫「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概算表」
連同表內所註明需提送之資料。

專案計畫固定資產投資預算表
或固定資產彙計表

3月9日

• 擬編「電腦經費預算表」及「電腦經費編列分析表」。
• 擬編請增減預算員額、聘用及約僱人員計畫。

• 擬編派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畫暨旅費預算表。
• 擬編當年度增購及汰換管理用公務車輛與建議配置數

• 固定資產彙計表
• 108年度員額及用人費用預算表(A3

書表)
• 108年度其他管制性項目及重大事

項預算表(A3書表)

3月16日

• 擬編請求國庫現金增資計畫
• 擬編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彙計表

• 擬編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

• 108年度涉及國庫撥補計畫預算表
• 108年度專案固定資產投資預算表、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固定資產投資預算
表

• 108年度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預算表
5



• 「教育部所屬國立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金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
及補助要點」係規範本部對國立大專校院校務基金5,000萬以上
營建工程補助案件審查機制。

• 依上開第5點第2項規定有關年度經費審查分二階段：

營建工程預算編製應注意事項(2/1)

應核對預算表 專案計畫固定資產投資預算表或固定資產彙
計表、涉及國庫撥補計畫預算表及相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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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已於106年6月5日修
正，摘錄部分修正重點：

1. 總工程建造經費由5,000萬元調增1億元。(第2條)
2. 可行性評估項目中，原則應依本要點所列評估項目辦理，但依個案特

性不適宜評估之項目，得敘明理由，簽報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同意後，免予辦理。(第4條)

3. 新興公共工程計畫之可行性評估，屬第2點第1項第2款所列計畫應送
工程會審查之門檻額度提高至3億元。(第5條)

4. 基本設計階段審議程序修正為個案工程建造經費達1億元以上者，應
送工程會審議；未達1億元者，由各部會自行建置審議機制負責審議。
(第6條)

5. 刪除「至遲於第一年度之預算籌編先期會審會議開始三個月前」等文
字。(第7條)

營建工程預算編製應注意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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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與其他機關補助學校資本門經費如何表達？

 公共關係費用編列超限 ?
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之公共關係費列支標準」規定編列。

預算編製常見問題 (4/1)

教育部、國教署、體育署及青年署編列於單位預算之「設備及投
資」科目者，學校應相對編列撥「基金」。

教育部所屬學產基金、運動發展基金及其他機關(包括地方政府) 
補助者，學校則應相對編列「遞延收入」。

固定部分 大學60萬元、學院50萬元、專科學校40萬元。

變動部分 按前年度決算數之業務總收入減教學研究及輔助收
入後，每億元得伸算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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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科技發展經費編列超限

→ 依「國立大學校院推動科技發展經費使用要點」編列經費項
目，依本部89年5月17日台89高二字第89058848號函中所列公
式計算所得之數額為編列上限。

預算編製常見問題 (4/2)

公式 80萬元＋經常性支出×基本比例(0.03％)×教師人數加權
＊研究生比例加權×系所比例加權

編列項目 業務費、國外旅費(限額1/3)、大陸地區旅費、獎勵費
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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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絀未依規定程序填補

依預算法第85條及89條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
目編列作業規範」規定，短絀填補順序為:
1. 撥用未分配賸餘
2. 撥用公積
3. 折減基金
4. 國庫撥款填補(原則國庫不予填補)
5. 待填補短絀

 體育活動費編列超限
→ 以預算內員工，每人每年不得高於2,000元，並不得於其他支

出科目重複編列。

預算編製常見問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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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管制性項目超過編列標準

預算編製常見問題 (4/4)

支出項目 編列原則 超限措施

水電費
印刷裝訂費

按本年度業務量水準及相關設備需要
配合行政院節能措施所訂節約用量目
標編列。

確實核算用量，
提供具體分析

旅運費、外
包費、用品
消耗等

以不超過107年度預算數為原則。 應提出具體理由，
建議提供具體計
畫或數據分析

廣告費及業
務宣導費

以不超過107年度預算數為原則。其
中政策宣導經費，並於預算內妥適說
明編列金額及內容

應提出具體理由，
建議提供具體數
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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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未能依限完成審議之補救措施(1/2)

• 附屬單位預算要點§22：中央政府業權基金預算如未能依預算法第51條期
限完成審議時，其預算之執行，準用預算法第54條之規定，並依行政院院
授主孝字第0940008214號函規定辦理。

• 預算法§54：總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第51條期限完成時，各機關預算之
執行，依下列規定為之：
• 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 支出部分：

• 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
但依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

• 前目以外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
• 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
• 因應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之債務舉借，覈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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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未能依限完成審議之補救措施(2/2)
• 行政院院授主孝字第0940008214號函規定

新興資本支出

• 新興購建固定資產專案
計畫。

•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應
整體視為一個計畫

• 凡上年度同樣列有該計畫時，
則本年度即屬延續性計畫

• 如上年度未編列該項計畫，
本年度即應歸為新興資本支
出計畫。

新增計畫

• 本年度新增或本年度編
列而上年度未編列之業
務計畫，包括營運計畫、
長期債務之償還計畫、
資金之轉投資計畫及其
他重要計畫。

• 前項資金轉投資計畫之
個別投資項目，當年度
開始編列預算者，亦應

視為新增計畫。

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

• 購建固定資產專案計畫

及資金轉投資計畫，已

列明計畫內容、投資總

額及各年度分配額，其

整體計畫獲立法院審議

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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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表間數字無法相互勾稽

 總說明與各表說明欄文字與數字無法勾稽

 散總不符或單位成本計算有誤

(上下層級加總不符或合計數不符、大學與附小或其他
作業組織加總不等於合併版數據)

 各表中前年度決算數、上年度預算數數據有誤。

 各表說明內容不完整。

預算書表編製常見錯誤態樣

14



附屬單位決算編製應注意事項



辦理決算前置作業(2/1)

確認應補辦預算案件是否均已依規定處理。

購建固定資產(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12點)
資金轉投資計畫(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13點)
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14點)
資產變賣(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15點)
增撥基金及折減基金 (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16點)

16



辦理決算前置作業(2/2)
明定各項經費報支作業及申請預算保留案件送達主計室之截止日，

裨利依限完成決算編製作業。

整理所有預收、預付、到期未收、到期未付及其他權責已發生而

帳簿尚未登載之各事項，於結帳前先為整理紀錄。

清理帳列之預收、預付、暫收、暫付及代收代付並辦理轉正事宜。

 確認各項工程是否已估驗計價或驗收完成，通知業務單位儘速辦理報

支作業。

 辦理工程預算保留時，應考量本年度未執行數與次年度預算數，評估

次年度最大可能達成之工程執行進度，合理估算預算保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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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編製作業通則
各決算書表涉及「上年度決算數」及「本年度預算數」者，應與
「上年度審定決算數」及「本年度法定預算數」相符。

決算書表如有科目重分類情形，請於表下附註說明其原因、科目
及金額。

以前年度保留數應勾稽上年度審定決算數及本部核定函。

本年度奉准先行辦理數及本年度保留數應勾稽權責機關核定函。

主要表各表間、主要表與明細表及明細表各表間之相關數據應勾
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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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間之檢核

註一：收支餘絀表本期賸餘(短絀-) 與餘絀撥補決算表之本期賸餘或本期短絀金額勾稽。
註二：收支餘絀表本期賸餘(短絀-) 與現金流量決算表本期賸餘(短絀-)金額勾稽。
註三：餘絀撥補決算表之本期賸餘或本期短絀與現金流量決算表本期賸餘(短絀-)金額勾稽。
註四：餘絀撥補決算表表內本期與前期未分配賸餘(待填補之短絀)應與平衡表本期與前期決算

數之累積餘絀決算數相勾稽。
註五：現金流量決算表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及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須與平衡表涉及現金交易

之相關科目勾稽。

主要表 收支餘絀表 餘絀撥補決算表現金流量決算表 平衡表

收支餘絀決算表 ＊ 註一 註二 ＊

餘絀撥補決算表 註一 ＊ 註三 註四

現金流量決算表 註二 註三 ＊ 註五

平衡表 ＊ 註四 註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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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與明細表、明細表與明細表間之檢核(3/1)

收支餘絀表所列數據須與業務收入明細表、○○成本明細表所列
相應之科目金額勾稽。

平衡表採權益法長期股權投資（含權益調整）、公平價值變動列
入餘絀之金融資產-非流動（含評價調整）、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非流動（含評價調整）、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非流動（含評
價調整）等科目期末餘額「基金期末投資額」應與資金轉投資及
其餘絀明細表相勾稽。

平衡表內「基金」科目之上年度決算數與本年度決算數應與基金
數額增減明細表表內「期初基金數額」與「期末基金數額」之決
算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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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與明細表、明細表與明細表間之檢核(3/2)

○○成本(或費用)明細表表內各支出科目項下，相同之用途別科
目決算合計數，應與各項費用彙計表所列相關用途別科目決算數
相勾稽。

資產折舊明細表本年度期末帳面價值應與平衡表內相關財產科目
本年度決算數相符。

資產折舊明細表提列折舊數應與各成本費用明細之折舊費用相符。

國庫撥補明細表表內國庫增撥基金數之決算數應與現金流量表內
融資活動項下之增加基金決算數相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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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與明細表、明細表與明細表間之檢核(3/3)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明細表表內「固定資產之增置」決算數，應與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計畫預算與實際進度比較表」內決算數欄之本
年度金額相勾稽。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明細表表內「本年度保留數」欄之金額，應與本
部核定之保留數金額相符。

 長期債務增減明細表表內截至上年度終了借款餘額，應與平衡表上年度
「應付到期長期負債」及「長期債務」之合計數相勾稽。

 長期債務增減明細表表內本年度舉借與本年度償還金額，應分別與現金
流量表內融資活動項下「增加長期債務」及「減少長期債務」之決算數
相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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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決算錯誤態樣(4/1)

會計科目更正

會計科目帳務處理有誤，導致修正決算相關書表。

現金流量決算表內部分科目之增減金額，與平衡表科目之比較
增減數不符。

現金流量決算表內「攤銷電腦軟體」及「其他攤銷費用」，與
各項費用彙計表之相應科目金額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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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決算錯誤態樣(4/2)

漏列、誤植及錯誤更正

總說明、總表、明細表之文字與數字無法相互勾稽。

各報表上年度決算數、本年度預算數數據有誤。

加總不符

成本(費用)明細表部分科目金額為負數。

資產折舊明細表表內什項資產未扣除代管土地之金額。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計畫預算與實際進度比較表，有關奉准先行
辦理數之說明有誤。

未依應計基礎認列應收或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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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決算錯誤態樣(4/3)
未依規定表達相關決算資訊-1

平衡表表下未附註說明信託代理保證資產及信託代理保證負債之內
容及金額。

成本(費用)明細表未加註以服務費用支付編制外之進用人力或勞力
外包公司之派遣人力及勞務承攬等資訊。

成本(費用)明細表未說明「廣告費」、「業務宣導費」及「公共關
係費」之決算數。

資產報廢明細表未備註說明報廢代管資產之金額。

國庫撥補款明細表表內未備註增撥基金核定函號或誤植函號。

用人費用彙計表附註未揭露獎金項下之其他獎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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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決算錯誤態樣(4/4)

未依規定表達相關決算資訊-2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明細表漏未表達各項撥入受贈及整理之預
算數。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明細表當年度購置並移撥他校之固定資產
決算數，未列入「固定資產之增置」項下表達。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表內「廣(公)告費」科目未修
正為「廣告費」。

用人費用彙計表表內兼任人員之用人費用，誤表達於聘僱人員項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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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行常見問題與應注意事項



購建固定資產執行落後原因及解決對策

解決對策

妥慎規劃工程計畫期程

應將行政院、本部及地方政府審查時間一併考量，編製合理計
畫之期程及分年預算。

審慎考量市場行情，合理估算工程成本。
因應突發事件，立即檢討並修正策略。
參酌其他招標狀況，合理估算計畫期程。

儘速規畫、確定施作位置及需求。

預判可能抗爭或阻礙，事先勤作宣導溝通。
規格於年度開始前即確認，儘速辦理招標。

立即檢討後續工程影響，啟動緊急應變程序。
討論繼受廠商承接之財務、施工能力及權責。
檢討工程期程可能延宕時間與後續預算編列。

 預算之編列應考量外購時間。
 儘速確認規格及需求，預估待貨時間，提前辦理招標作業

計畫落後主要原因

工程計畫審查時間過長

多次流標

計畫多次修正或規格一再變更

廠商停工或履約爭議

設備須國外進口，待貨時間長
28



主計人員協助所屬機關學校強化購建固定資產執行之策進作為

妥慎編列年
度預算

提供以前年度執行情形及預算保留金額，積極與業
務單位討論預算需求數與評估最大可能執行數

合理估計預
算分配數

考量過去執行情形、招標狀況、工程執行進度、國定
假日及季節性氣候因素，估算各月可能執行數，合理
分配各月份預算分配數。

定期報告預
算執行進度

審慎辦理預
算保留作業

定期於行政會議報告每月執行進度，遇有重大進度
落後則應簽報首長移請業務單位檢討改善。

提供目前執行進度及次年度預算數，請業務單位分
析目前落後原因，預估次年度可能執行進度，合理
估算預算保留數。29



懸帳清理作業
行政院內部控制共通性作業範例之「各機關懸帳清理作業」

主計室應定期辦理清理作業

清理內容：會計報表及帳簿所列之應收款、應付款、預收款、預
付款、暫收款、暫付款、應付保管款、應付代收款及存入保證金
等科目懸記帳項。

通知業務單位於一定期間內清理；倘未能如期依限清結者，應查
明原因

業務單位收到前項通知，應儘速清理懸帳，並於期限內將辦理情
形通知主計室。

主計室應定期將懸帳清理情形陳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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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檔案遺失或毀損之處理(2/1)
• 會計法第109條第2項規定

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等情事時，應即呈報

→該管上級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所在機關長官與該管審計機關

→分別轉呈各該管最上級機關

非經審計機關認為其對於良善管理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
且予解除責任者應付懲戒。

遇有前項情事，匿不呈報者，從重懲戒。

致公庫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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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檔案遺失或毀損之處理(2/2)
發現會計檔案遺失或毀損時，

保留現場，清點確認遺失或毀損數量與內容

立即呈報教育部會計處、單位首長及審計部。

呈報內容建議包括

1. 遺失或毀損數量及內容

2. 遺失或毀損原因與發現

3. 檢討是否已盡良善管理人之注意、釐清相關人員責任

4. 檢討是否造成公庫損害

5. 研擬補救措施

6. 訂定後續改善措施
32



其他會計事項
折舊耐用年限可否任意調整?

行政院95.08.08處會二字第0950004758號函

→財產耐用年限為行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類規定之最低使用年限。

→財產倘因定期保養維護等因素，可按實際使用年限延後辦理報廢。

會計科目定義的了解與運用

電梯或空調系統維護費－修理保養及保固費VS外包費

清潔外包－外包費VS用品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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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阻力 VS 助力

• 微笑、傾聽、同理心

• 衝突與合作

• 聽得懂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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