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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銷流程

研發處經辦

計畫主持人
驗收

單位主管 列管物品

保管組

總務長會計審核會計主任

主任秘書 校長

1、由計畫主持人列印核准後請購單做為粘貼憑證用紙。
2、發票、收據等相關支出憑證以粘貼於憑證用紙上。
3、同一家廠商若金額超過10,000元(含)應附三家估價單。
4、校長核章後送會計室作帳。
5、差旅費不必線上申請。於出差後檢附核准簽呈、開會通

知單及假單。
備註：送至會計室作帳-國科會計畫正本一份影本兩份。

-政府機關計畫正本一份影本一份。
-產學計畫正本一份影本一份(100年8月份以後簽訂之產
學案以正本核銷即可) 。

人事費
差旅費

耗材、物品、
雜費及設備

事務組經辦



(一)設備費

(二)人事費

(三)耗材、物品雜費

(四)憑證的種類



(一)設備
1.(依教育部規定：)單價達10,000元（含）以上、使
用年限兩年以上，才可列為設備。

2.設備核銷時需檢附請購單、發票、三家估價單、驗
收證明單、訂貨合約書等。

3.若為『獨家代理』應檢附其證明文件。

4.發票、請購單、廠商估價單、出貨單、驗收單等
“品名”、“規格”、“數量”應一致。

5.會計預算科目：

行政用設備-其他設備(136101)

教學用設備-機械儀器設備(13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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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費(1/2)
1.（年度）之各項所得：如主持人費、出席費、稿費、審
查費、工讀金等等，請於當年度12月20日前完成核銷
流程，並送至會計室作帳，以利申報年度所得。

2.請領按日或按時計酬之臨時工資請檢附出勤紀錄表。

3.請領人事費應載明請領事由、起訖時間、應領金額及
受雇人之姓名、戶籍地址、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或直
接附上影印之國民身份證。如附件一。

4.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計畫人員；已擔任專任或兼
任助理人員，不得再擔任臨時工。

5.國科會各類專題計畫應廻避新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
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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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2/2)
6.通過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案」的學生，
不得再兼任其他國科會計畫案之人員。

7.給付各類所得給外籍人士：如鐘點費、報酬等，應先
代扣20%之所得稅，並依稅法規定於給付日起十日內完
成稅款之繳納。（稅務問題請洽出納組）



1.完成請購程序，才可進行採購。

2.同一家廠商購買10,000元（含）以上之物品時需檢附三

家估價單。估價單應蓋上店章，才算完成估價。

3. 10,000元以下之物品不列為設備。

4.若在大賣場購買物品時，除取得統一發票外請檢附出貨
明細表。

5.向郵局購買郵票或郵寄貨物時，請取得『購買票品證明

單』並在購買票品證明單上的買受人填上【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

6.粘貼憑證用紙上內容或金額塗改請簽名或蓋章。

7.同請購日期、同一家廠商，發票或收據請開立同一張(以

避免分散採購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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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物品雜費（2/2）
8.舉辦活動需投保時，要保人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不可為個人。核銷時並檢附要保書及投保名單。

9.採購的數量不可大於請購的數量，金額以不超過20%為限。

10.差旅費勿需線上申請，請依照人事室訂定辦法處理。核
銷須檢附核准簽呈或開會通知及假單。

11.發票若不慎遺失請向廠商影印第一聯存根聯，並加蓋廠
商負責人私章、統一發票章及與”核與正本無誤”章，
並註明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

12.發票金額大寫錯誤應作廢重開。

13.發票、收據等相關支出憑證內容須填寫完整

14.拿取收據時，若為統一發票專用章，則廠商須開立發票、
而非收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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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格式：紙張 A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收     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活動項目  

應領金額 代扣稅額 實領金額 

新台幣 新台幣 新台幣 

領款人 
（請本人親筆簽名） 

國民身份字號 
 

戶  籍 

地  址 

 縣          區            里     鄰              路       

 市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經費項目  

備  註  

  說明：每次應代扣繳金額不超過新台幣 68,500元者得免於扣繳將於次年一月底前辦理扣繳憑單之申報。 

經辦人：                  單位主管： 

(四)憑證的種類-收據（1/6）



憑證的種類-三聯式發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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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式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
交付買受人作為依法規定申報扣抵或扣
減稅額之用。應取得第二聯『扣抵聯』
及第三聯『收執聯』，核銷時第二、三
聯同時粘貼於粘貼憑證用紙上。



憑證的種類-二聯式發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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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式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非營業人。
學校非營利事業單位屬非營業人 ，所以
請儘量索取二聯式發票。



憑證的種類-收銀機發票（4/6）

 收銀機發票：

若取得時未註記學校統編

、品名、數量則需請廠商

手工補記並加蓋廠商統一

編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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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憑證的種類-電子計算機發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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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憑證的種類-普通收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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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請取得有
免用統一編號
專用章，統一
編號之商家所
開立之普通收
據。若為統一
發票專用章則
廠商須開立發
票。



階梯式粘貼:

粘貼時請由左邊
對齊，至多不超
過10張。



(一)政府機關人事費

(二)政府機關業務費

(三)國科會人事費

(四)國科會業務費

(五)產學合作人事費

(六)產學合作業務費(1萬元以下)

(七)產學合作業務費(1萬元以上)

(八)業界服務



綜合企劃組組長
(原研發組組長)

計畫主持人

會計組長

校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2.系主任

1.研發長

(一)政府機關人事費(1/8)



事務組組長 計畫主持人 系主任

總務長 會計組長

校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二)政府機關業務費(2/8)



綜合企劃組組長
(原研發組組長)

會計組長

計畫主持人

校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2.系主任

1.研發長

(三)國科會人事費(3/8)



事務組組長 計畫主持人 系主任

會計組長

校長主任秘書

總務長

會計主任

(四)國科會業務費(4/8)



產學合作組組長 計畫主持人
2.系主任

1.研發長

會計組長

校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五)產學合作人事費(5/8)



系上老師或助理 計畫主持人 系主任

會計組長

校長

總務長

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六)產學合作業務費1萬元以下(6/8)



事務組組長 計畫主持人 系主任

總務長

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校長

會計組長

(七)產學合作業務費1萬元以上(7/8)



產學合作組組長 計畫主持人 系主任

會計組長

校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八)業界服務(8/8)



(四)核銷業務洽詢單位
單位

核銷項目

研發處 人事室 會計室 事務組 出納組 保管組 營繕組 計網中
心

計畫專案相關問題 V

差旅費申請相關問題 V

發票、收據等支出憑證問題 V

經費支用是否符合預算項目 V

請購、採購程序 V

個人所得列入通報綜所稅 V

匯款、付款問題 V

財物驗收及保管 V

財物修繕 V

資訊類修繕 V



(五)常見缺點(1/2)

1.黏貼憑證用紙未黏貼發票或收據等相關附件
勿送出核銷蓋章。

2.出差旅費報告表須先核完章後，再貼至黏貼
憑證用紙上送出核章。

3.計劃案匯款時，請以合約廠商名義匯入。
4.計畫專案送出核銷時請於黏貼憑證用紙的右
上角標明計畫專案名稱。



常見缺點(2/2)

5.助理人員應了解整個核銷流程，以利核銷作業
事宜。

6.聘用專任助理須加保，相關事宜請洽人事室。
7.若欲查詢計畫執行情形，請主持人至人會總系
統查詢〝專案明細帳〞。

8.新聘助理或臨時工資首次申請核銷時須影印身
分證及學生證影印本做為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