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由一 

南榮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預算編製要點        

107 年 3 月26日預算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一切收入及支出均應編入預算中，包括一般例行性、各項補助款、專案計畫等校內校外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 

(一) 由教務處估列新學年度各所系科之班級數、學生數、在職專班各學期上課時數，送會計室依 
         上一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估計學雜費收入，學雜費收入於教育部公佈新學年度收費方案後，  
         針對調整部分應加以修正估列。 
    (二)電腦實習費收入由圖資處依收費標準及修習電腦課程人數估列。 
    (三)日夜暑修學分費收入由教務處編列。 
三、 推廣教育收入：由研發處按上學年度估計執行數，並參照年度業務計畫編列。 
四、 產學合作收入：由研發處依年度業務計畫預估新學年度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 
                  究機構等合作，提供服務所收取之費用，如科技部及各項產學合作案。 
五、 補助及受贈收入： 
    (一)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由研發處編列，經常門則由人事室編列。 
   （二）軍護待遇、學生事務與輔導、學生事務輔導創新專業人力、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及學生 
          助學金等補助款，由學務處編列之。 
   （三）各項計畫專款補助，由各總計畫負責單位編列之。 
   （四）受贈收入依主辦受贈單位預計新學年度募款計畫及預計款目標列計。 
六、 財務收入：包括學校經常收入未動支部分之定期及活期存款金額，按當年度之利息水準估列，特種 
              基金及現金基金除指定用途並規定未支用部分應滾存基金外，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 
              列。 
七、 其他收入： 
   （一）試務費收入：由教務處預估各項招生情形編列之。 
   （二）住宿費收入：由學務處預估一、二、三舍之住宿人數、收入及自行負擔之電費。 
   （三）停車費、租金、場地費、回收收入及行政規費：由總務處參考上學年度實際狀況及新學年度 
         合約之差異估列之。 
   （四）網路使用費：由圖資處依收費標準及預估學生數編列之。 
   （五）校車收入：由學務處及總務處參考上學年度實際狀況及新學年度預估人數及收費標準估列之。 
   （六）其他雜項收入：由各業務單位參考上學年度實際狀況估列之。          
八、 各單位應依照中長程計畫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大綱，依歲出各項費用之實際需要核實編列，以符合零

基預算之精神。 
九、 各單位應詳編各項經費支出，經費來源為專款補助或配合款應分列並註明計畫名稱，補助款部分應

與補助收入相符。 
十、 依規定應按收入成數編列歲出預算者，應於編製年度總預算核實估列，執行時並以列入年度總預算

之數額為準。如收入未達預算時，應以實收數為準。 
十一、資本支出： 
      (一)各所系科編列用於購置需單價一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逾二年之設備及軟體，須符合中長期計 
          畫、特色及發展方向。 
      (二)為避免重複投資浪費，各單位應落實資源共享政策。行政單位共通性設備應盡量共用；教學 
          儀器倘可由數教學單位共同使用且不妨礙教學業務者，盡量聯合使用所系科共同採購並分攤 
          所需經費，但應於教學儀器購置清單中註明，資源共享之分攤經費則不限同一學院。 
      (三)全校圖書及期刊經費，由圖資處統籌編列。 
      (四)行政單位電腦設備及軟體，由圖資處檢討現有資源通盤考量後統一編列預算。 
      (五)投資計畫完成期間超過一個會計年度者，應附具全部計畫經費總額及各年度分配額，如跨越 
          一年以上之建築工程。 

第 1 頁，共 9 頁



      (六)逾50萬元以上之房舍及設施整建應由各單位提送總務處，經總務會議審議後，再由總務處 
          編入預算。 
十二、人事費： 
      (一)全校性人事費統由人事室編列預算： 
          1.人事室編製新學年度全校教職員預算員額，計算每月及全年度人事費需求表。 
          2.鐘點費由教務處預估新學年度總授課時數後，送人事室編列預算。 
          3.除以收支併列之單位可進用臨時人員外，本校未經納入年度預算者不得進用臨時約聘人 
            員。 
     （二）暑修鐘點費支出及第三學期鐘點由教務處編列。 
     （三）研究生論文指導費由各所依本校「研究所辦理研究生指導教授作業要點」編列。 
     （四）專款補助人力由各受補助單位編列。 
     （五）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人事費則由研發處編列。 
十三、業務費： 

（一） 各單位業務費應依需求提出預算，但總額以不逾106學年度估計決算數為原則（非例行性
經費應扣除），奉准之新增業務、計畫及活動等例外性支出則不在此限。 

     （二）各教學單位應編列項目： 
           1.研究生論文口試費及交通費、專線電話費、專業性物品（單價未逾一萬元或耐用年限未 
             達二年以上者）、學生實習及專題製作耗材、招生支出（限不含人事費）、教學及行政用 
             耗材等。 
           2.研究生論文口試費及交通費應依本校「研究所辦理研究生指導教授作業要點」編列。 
           3.雜項支出不得高於業務費5%。 
     （三）微軟授權方案經費，由圖資處先行規劃預算額度編列，待預算委員會核配經費總額度後， 
           ，納入圖資處預算編列。 
     （四）各行政單位用之一般性文具用品、紙張、耗材、辦公桌椅，統由總務處編列預算。 
     （五）全校性費用依各統籌行政單位編列之，如水電費由總務處編列等。 
     （六）為撙節行政支出，除獎補助款及配合款得依規定標準編列便餐及茶敘外，餘校內各項會議、 
           研討會、各項訓練及活動不得列報便當及茶敘費，董事會議(董事會預算)、上級或外賓來 
           訪及其他奉校長指示者除外。 
     （七）有關各單位印刷優先以本校現有之設備印刷，若印刷特殊現有設備無法提供之印刷項目， 
           再以委外印刷費列計。 
     （八）各單位除業務上需保存特殊藥品或其他奉准之特殊情形外，均不得編列購置冰箱預算。 
     （九）學院經費校內款預算應至少編列該預算額度之30%以上用於辦理學術研討會與講座課程經 
           費。 
十四、維護費： 
     （一）專業設備之修繕由所屬單位編列預算。 
     （二）各單位房舍維修應由各單位預算項下支應，逾10萬元以上之修繕應先提送總務會議審議後， 
          再由各單位或總務處編入預算。 
     （三）宿舍及共用性房舍及設備維修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十五、退休撫卹費：由人事室依【學費收入*1%】+【學費收入2%或按月提繳教職員本薪*2*12%*26%較高 
                  者】+【按月提繳教職員本薪*2*12%*6.5%】，並預估教職員工勞退金編列之。 
十六、折舊及攤銷：資本支出之折舊及攤銷由總務處保管組統一編列。   
十七、獎助學金支出：分別由學務處以【學雜費收入之 3％提撥數＋估計民間捐款及教育部專款補助金 
                      額+回收收入】編列、教務處依招生政策編列入學獎助學金及本校 
                   「學生參與國際交流及兩岸交流遴選暨獎學金實施辦法」適度編列補助經費。 
十八、推廣教育支出：由研發處按預計之推廣教育收入，依預計盈餘率編列其成本支出。 
十九、產學合作支出：由研發處按預計之產學合作收入，依預計盈餘率編列其成本支出。 
二十、財務支出：銀行借款利息由會計室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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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其他支出： 
（一） 試務費支出：由教務處預估新學年度各項招生情形編列之。 
（二） 財產交易短絀-報廢：已無使用價值之固定資產，由各單位提報交總務處保管組初審及

統一編列報廢預算。 
（三） 超額年金給付:由人事室依公教保險法預估給付教職員之超額年金編列之。 

二十二、未於上述提及之預算項目編列原則，請依「會計科目定義及編列說明」編列。 
二十三、為因應各單位新年度申請獲得補助款而相對須提撥之配合款及臨時性需要，得於  一定額度內 
        編列統籌款以應需要。 
二十四、為落實本校電腦實施總量管制政策，凡各單位以校內款或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款購置電 
        腦相關軟硬體設備之預算，應先提送電腦設備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納入預算編列。 
二十五、為杜絕浪費並落實資源有效運用，凡教學及行政用共通性設備及物品（如冷氣機及辦公桌椅 
        等），應以現有設備撥用為原則，除有特殊情形另案奉准外，不得以新增預算購置。 
二十六、二級單位編妥概算後，送所屬一級單位審核修正及彙總，經處、所系科務會議決定預算項目及 
        優先順序，各所系科及學院預算應送經院務會議審議避免重複投資，於4月16日前將「工作 
        計劃大綱」、「歲入概算表」、「歲出概算需求表」及相關附表等送交會計室彙整。 
二十七、各單位應於預算委員會決議之核配額度內修正原提概算，但不得再自行新增預算項目，依本要 
        點第二十六條程序審議後，於 5月22日前將修正後「歲出預算需求表」、「歲入預算表」及相 
         關附表送交會計室彙整。 
二十八、各項支出會計科目定義及編列說明如下： 
         功能別分類：董事會支出（第3碼為〝1〞）、行政管理支出（第3碼為〝2〞）、教學研究及訓 
         輔支出（第3碼為〝3〞）、推廣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性質別分類：人事費、業務費、維護費、退休撫卹費、折舊及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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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定義及編列說明 
科目代碼 會計科目 定義 編列說明 

經常門支出 

壹、人事費 
指教職員工之薪資、鐘點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金等屬之，依

教職員工作性質分別歸於各功能別支出科目。 

51_101 薪津 
凡教職員工之薪資、加給、津貼等

屬之。 

1.凡各單位教職員工之薪資，由 

  人事室編列。 

2.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部分則由 

  研發處編列。 

51_102 鐘點費 教師學期中及暑修鐘點費等屬之。 

1. 鐘點費由教務處提供總授課時數，  

送人事室統一編列。 

2. 暑修鐘點費及第三學期鐘點費由

教務處編列。 

3.推廣教育部分則由研發處編列。 

4.研究生論文指導費由工科所編列， 

  依當期畢業每生6,000元標準計列。 

51_103 獎金 凡教職員工之各項獎金等屬之。 
教職員工之各項獎金由人事室統一編

列。 

51_104 保險費 
凡教職員工之學校負擔之公、勞、

健保等屬之。 
教職員工之保險由人事室統一編列。 

513105 專案計畫 

凡接受外界補助計畫（非屬產學合

作案者）之專兼任助理薪資、獎金

及勞健保等人事費均屬之。 

1. 專款補助之人力由各受補助單位

編列之。 

2. 有子計畫者，則由總計劃負責單位 

編列之。 

513106 軍護待遇 

係教育部補助之軍訓教官及護理教

師薪津、獎金、軍健保、各項補助

金及退撫基金等屬之。 

由學務處依所預估之補助收入編列

之。 

貳、業務費 指處理一般事務所需各項費用等，依用途區分各功能別支出科目。 

51_201 文具印刷 
凡辦公用文具用品、紙張、印刷等

均屬之。 

行政單位用文具用品、紙張、電腦耗

材統由總務處編列；教學考試用紙則

由教務處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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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會計科目 定義 編列說明 

51_202 郵電費 
凡因業務所需，支付之郵票、快遞

費、公務電話及傳真等之費用。 

1.行政總機電話費由總務處編列；院 

  所系專線由院所系編列，每月平均 

  不得逾1,500元。 

2.全校性往來公文郵資由總務處編 

  列。 

51_203 水費 自來水費。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51_204 電費 電費。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51_205 差旅費 
教職員工因公務奉准之短程及長程

出差所需之交通等費用。 

由各單位依需求及本校「差旅費報支

要點」編列。 

51_206 租金 
因業務所需支付校內外場地(如教

室、會議室等)及物品租用金。 

影印機租金部分，行政由總務處、教

學由教務處編列。 

51_207 保險費 
執行公務之人身意外險及全校性公

共意外險屬之。 

1.全校性公共意外險由總務處編列。 

2.交通指揮意外險由學務處編列，由 

  停車費收入支應。  

51_208 燃料費 包括公務車及割草機用油。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51_209 稅捐 
包括各項不動產規費、公務車燃料

稅、牌照稅及營業稅等。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51_210 物品 

凡消耗性、非消耗性物品，如健康

中心藥品費及單價未達一萬元或耐

用年限二年以內之物品均屬之。 

1.藥品費由學務處編列。 

2.各單位得依需求編列，但購置冰箱 

  預算僅限業務上需保存特殊藥品或 

  其他奉准之特殊情形。 

51_211 書報雜誌 全校一般性雜誌期刊及報紙等。 
1.全校雜誌期刊統由圖資處編列。 

2.全校報紙統由總務處編列。 

51_212 特別費 凡校長因公務所需之特別費。 
校長室依董事會核定數編列，其餘單

位不可編列。 

51_213 公關費 
凡公務聚餐、公務關係之婚喪喜慶

活動及擴展公共關係之各項費用。 
由教務處統一編列。 

51_214 慶典費 各項慶典活動支出。 
除畢業典禮、校慶由學務處編列，餘

統一由總務處編列。 

51_215 福利費 全校教職員工福利支出。 
由人事室依本校「福利金支給辦法」

統一編列。 

51_216 研究訓練 

凡教師研究、進修、升等、送審、

改進教學等配合教育部獎補助款之

支出均屬之。 

 

由人事室統一編列及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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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會計科目 定義 編列說明 

51_217 保全費 
維護校園安全之相關費用，如建築

物保全及駐警費。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51_218 勞務費 
執行業務者提供勞務之費用，如會

計師簽證費及律師費等。 
由會計室及秘書室依業管性質編列。 

51_219 學生實習費 
凡各所系科學生實習及專題用各項

費用屬之。 
由各教學單位編列。 

51_220 訓輔活動費 

凡有關學生課外活動、生活輔導、

心理輔導、衛生保健、就業輔導等

活動支出均屬之。 

由學務處及研發處依業務所屬編列。 

51_221 課業活動費 
凡學生體育活動、教學競賽、校內

外專題競賽等支出。 

由學務處及研發處編列，各教學單位

得依需求編列。 

51_222 招生費 
包括招生宣導一切相關費用及招生

總會需分攤之經費。 

由教務處編列；各所系科得依需求編

列（限不含人事費）。 

51_223 國際交流 
包括國際間學術及文化交流等相關

支出。 

由教務處統一編列；各學院得依需求

編列。 

51_224 專案計畫 
凡接受外界補助計畫（非屬建教合

作案者）之業務費費均屬之。 

1.由各受補助單位編列之。 

2.有子計畫者，則由總計劃負責單位 

  編列之。 

51_225 校車費 
凡本校學生交通車之相關費用屬

之。 
由學務處及總務處編列。 

51_299 其他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業務費。 

1. 研究生論文口試費及交通費由各

所編列，每位委員口試費新台幣

1,000元，校外委員之交通費依本

校規定編列。 

2.各單位依需求編列。 

參、維護費 指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依用途區分各功能別支出科目。 

51_301 維修養護 

凡各單位因維持資產之使用或換置

之支出或維護合約定期之支出，其

效益在兩年內均屬之。 

1. 專業設備及所屬房舍之修繕由所

屬單位編列預算。  

2. 宿舍及共用性房舍及設備維修由

總務處編列。 

3. 逾10萬元以上之修繕應經總務會

議審議。 

51_302 
校園清潔及

美化 

校園及建築物清潔維護及美化植栽

等費。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51_303 保險費 
凡本校動產及不動產之各項保險

費。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肆、退休撫卹費 

係教職員工之退休撫卹支出，統由人事室編列，分別歸於各功能別之支出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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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會計科目 定義 編列說明 

51_401 退撫基金 

凡依「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恤離

職資遣條例」之規定提繳學費收入

1%作為教職員退休、撫恤、離職及

資遣基金屬之。 

由人事室依學費收入1%統一編列。 

51_402 勞退金 

凡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

金條例」按月提繳之新舊制勞工退

休金屬之。 

由人事室統一編列。 

51_403 退撫儲金 

凡依「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恤離

職資遣條例」之規定提繳本薪之ㄧ

定比例做為教職員退休、撫恤、離

職及資遣儲金屬之。 

1.由人事室統一編列。 

2.依【學費收入2%或按月提繳本薪 

  *2*12%*26%較高者】+【按月提繳本 

  薪*2*12%*6.5%】編列。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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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01 出席費 
凡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出

席費屬之。 
由董事會編列。 

511502 交通費 
凡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交

通費屬之。 
由董事會編列。 

陸、折舊及攤銷 
係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統由總務處編列，分別歸

於各功能別之支出科目。 

511601 

51_501 
折舊 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屬之。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依經費來源分別列示： 

 511601 董-折舊 

 512501 行-折舊 

 513501 教-折舊 

 515501 推-折舊 

 516501 建-折舊 

511602 

51_502 
攤銷 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依經費來源分別列示： 

 511602 董-攤銷 

 512502 行-攤銷 

 513502 教-攤銷 

 515502 推-攤銷 

 516502 建-攤銷 

 

 

柒、獎助學金支出 

 

 

 

1.凡學生成績優良、經濟弱勢及家境清寒等學生之獎助學金支出皆屬之。 

2.分別由學務處依學雜費收入提撥 3％、估計民間捐款及政府專款補助編 

  列；教務處編列交流及交換學生獎學金及入學獎助學金。 

第 7 頁，共 9 頁



科目代碼 會計科目 定義 編列說明 

5141 獎學金 
凡學校給予成績優良學生之獎勵性

支出皆屬之。 

由學務處、教務處分別依業務所屬編

列之。 

依經費來源分別列示： 

 514101 政府 

 514102 校內 

 514103 民間 

5142 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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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

金等。 

由學務處、教務處分別依業務所屬編

列之。 

依經費來源分別列示： 

 514201 政府 

 514202 校內 

 514203 民間 

捌、財務費用 凡投資與融資之利息費用及投資損失均屬之。 

5191 利息費用 凡借款之利息皆屬之。 由會計室統一編列。 

玖、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之支出皆屬之。 

51A1 試務費支出 
凡辦理各類招生考試所發生之支出

屬之。 
由教務處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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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務處統一編列。 

依項目分別列示： 

 51A201 報廢 

 51A202 其他 

51A3 
超額年金給

付 

凡學校依公教人保險法給付教職員

之超額年金支出屬之。 

由人事室統一編列。 

依項目分別列示： 

 51A301 行政 

 51A302 教學 

資本門支出 

1310 土地 
凡學校持有所有權並供校務使用之

土地，其用地成本皆屬之。 
由總務處依計畫編列。 

1321 土地改良物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狀態，並附著

於土地，且具一定年限之房屋及建

築以外之不動產屬之，如停車場、

運動場、圍牆、道路舖設等。 

由總務處依計畫編列。 

1331 房屋及建築 
凡房屋建築及及附屬設備均屬之，

包括新建工程及整建工程。 

由總務處依計畫編列，逾50萬元以上

之房舍及設施整建應先經總務會議審

議。 

1341 
機械儀器及

設備 
凡各單位之機械儀器及設備屬之。 

1.行政單位電腦設備，由圖資處統一 

  編列預算。 

2. 各單位電腦設備預算應先經電腦

設備管理委員會審議。 

3.各教學單位依計畫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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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會計科目 定義 編列說明 

1350 圖書及博物 
凡供典藏用之圖書、非書資料及博

物等皆屬之。 

全校圖書及專業期刊，由圖資處統籌

編列之。 

1361 其他設備 
凡交通、事務、防護及不屬於上列

固定資產科目之設備皆屬之。 
由各單位依計畫編列。 

1371 預付土地款 凡預付購置土地價款屬之。 由總務處依計畫編列。 

1372 預付工程款 凡預付工程價款屬之。 由總務處依計畫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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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務處依計畫編列。 

1374 預付設備款 凡預付購置各種設備款屬之。 由各單位依計畫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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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單位依計畫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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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單位電腦軟體，由圖資處統一 

編列預算。 

2.各教學單位依計畫編列。 

二十九、各單位預算表格如下： 
        1.歲入預（概）算表（預算系統登錄申報）。 
        2.歲出預（概）算需求表（預算系統登錄申報）。 
        3.人事費分析表（預算系統登錄申報）。 
        4.重要投資計畫長期預算表（1年期以上資本門支出需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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