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經費核銷辦法
- 大同教學發展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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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與獎補助經費

須使用在教學及與學生相關之事務

需做最有效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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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重點



1.活化各項既有資源

2.當用則用、當省則省

3.依規定核銷經費

4.合理的經費核銷

5.依規劃之經費使用期程檢核執行率

6.未使用之經費請繳回統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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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據日期與活動時間不合理
• 前一刻是在他校進行遠距諮詢，下一刻出現在大同參加活動。

• 領據日期早於活動日期

•數量與單價不合理
• 活動不需要A3彩印，卻有大量影印，且量大有折扣，但收據上卻是原價。

•發票金額與報帳金額不一致
• 未納入營業稅

• 數據加總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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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報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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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據費用項目與活動不一致
• 諮詢會議->諮詢費

• 專家講者出席->出席費

• 演講->講座鐘點費

•簽名字跡要清楚，資料要完整正確
• 簽名過於潦草

• 戶籍地址不完整，譬如缺少「鄰里」

• 電話少一碼、身份證號寫錯

常見報帳問題 (續)



當月帳務於次月5日前
送至教發中心核銷!

七月及十二月學校關帳!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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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所需資料彙整(通則) 

核銷所需資料 數量/正影本 注意事項

1. 黏存單

支出憑證黏存單 正本：1份

發票或收據 正本：1份

 如為感熱紙單據(含車票)→請多印1份於 正本後
方，並簽章。

 三聯式發票，收執聯及扣抵聯皆要附。
 若有額外註記文字者，皆需簽章；塗改 統編或
購買金額之單據，無效。

附件 1份 如簽到表、活動海報樣章等相關佐證資料。

2. 支付證明書
(整份資料需
折成A5尺寸)

支付證明書 正本：1份
 不同匯款金融機構請分開填寫支付證明書。
 同一份黏存單可以有多張支付證明書

發票或收據 影本：1份
 如為三聯式發票，收執聯及扣抵聯皆需 影印。
 維持於A5或A4尺寸。

附件 1份

3. 成果紀錄表 正本：1份 主管需簽名，於10日內上傳至深耕網站。

★請使用深耕網站上最新表單★

★別忘了連同「預控表」一起擲送教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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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所需資料彙整(通則) 

用”長尾夾”夾好

1. 支付證明書

2. 憑證黏存單

3. 成果紀錄表

★上述三份文件”個別”固定後，依順序用
“長尾夾”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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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份文件如資料太多，請加以迴紋針固定，確保東西不會掉

正本

發票或收據及其他
附件置於黏存單後

正本

1

影本

折成A5大小，支付
證明書放在最前面

3

以釘書機
或迴紋針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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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預控表(小白) 

有附上成果紀錄表，分項計畫窗口於欄位打勾
，教發中心確認後蓋章，不需填寫由教發中心
打X後蓋章。空白則需補上成果紀錄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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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高教深耕計畫-A4-2

1109N******

 幾張單據寫幾項。
 摘要部份簡述該張單據

之品項或內容。

經手人
• 學生（加註電話） / 助理或老師

點驗或證明人(不得跟經手人同一人)

• 老師／行動方案主持人

XX課程(OO活動)，印刷費2000
元、材料費(壓克力板、木板)22
00元，共計4200元。

１萬元以下：行動方案主持人
１萬元(含)以上：行動方案+分項計畫
主持人

110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行動方案

★報支項目為雜支，預算科目仍為業務費!!

不用寫計畫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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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中(代墊)

經手人：學生或老師
主管：行動方案主持人

院處長：金額1萬元以上，
分項計畫主持人簽名

若已於上方詳述內容者，毋需填寫

1. 計畫名稱及代碼
2. 內文部份同黏存單「用途說明」

110

110

1109N****

代墊人如為學生，須在旁附註學號

↑計畫編號不要填錯了!!必填
沒有的劃掉或打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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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中(沖銷

110

110

1109N****

李大中 30,000

預支者及金額必填!!

就算只有一筆預支款也要填。

若為沖銷款請註記!!

) (空白者即當成代墊款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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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活動10日內上傳至
高教深耕計畫網站平台

網址：http://sprout.ttu.edu.tw/

bin/home.php

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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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紀錄表

 需繳交

1. 發表會

2. 競賽

3. 教師、學生社群活動

4. 說明會

5. 論壇

6. 共思坊

7. 工作坊

8. 講座

9. 分享會

10. 成果展

*若因活動屬性，有無法完整填寫之情形，請提前與教發中心確認

11. 專題演講

12. 座談會

13. 參訪活動

14. 工作營

15. 業師協同教學

16. 培訓營

17. 諮詢會

18. 優良教師、優良主管遴選結果

19. 其他

 無需繳交

凡涉及需保密與匿名之會議與活動，無需繳交成果紀錄表，例如：教學評量追蹤輔導會議、課程計畫審查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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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與發票

• 發票需有統編「03701202」、抬頭「大同大學」。

• 收據需蓋有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及負責人小章。

• 複印不清楚時，需自行描繪補寫清楚，並簽章壓日期。

• 膳食費若事先購買，日期與活動不符須註明：用於X月X日OO活動。

• 購買品名為英文，請加註中文品名，並簽名或蓋章。

統編很重要!

統一發票專用章

重新開立

複印要清楚!

手動補上並簽章

事先購買要加註 ! 

用於X月X日

OO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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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與發票

• 發票沒有明細時，需使用原子筆補上數量跟單價，並簽章壓日期。

• 感熱紙憑證需複印影本，放置在正本下面，並簽名或蓋章。

• 網路購買之電子發票請附上網站提供之購物明細，並簽名或蓋章。

• 物品單價超過一萬元或單張發票超過二萬元，一定要提前請採購。

• 遊覽車(車費)、印刷費、場地佈置費超過二萬元，才須請採購。

明細很重要!  

手動補上並簽章

感熱紙要複印 !

以防字跡消失

資本門、

業務費2萬元以下

超過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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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請採購項目

1.遊覽車(車費)

 單張發票金額超過20,000元皆須先跑請採購，請依採購流程辦法辦理。

 需檢附乘客名單、活動公告或海報、行程。

2.印刷費

 單張發票金額超過20,000元皆須先跑請採購，請依採購流程辦法辦理。

 海報輸出費等印刷費，請附上海報樣張，並於樣張上註記【樣張】。

3.場地佈置費

 單張發票金額超過20,000元皆須先跑請採購，請依採購流程辦法辦理。

 需檢附活動公告或海報。

4. 材料費等其他

 單價未滿1萬，但單張發票金額超20,000元者皆須跑請採購流程，請依採購流程辦法
辦理。

#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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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購-注意事項

1. 資本門(定義)：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2年以上物品者。

2. 資本門請購需填寫「資本門請購需求表」，連同請採購單一起跑流程。

3. 需有三間廠商正本估價單! 電商通路則為一間（請提供比價資料）。

4. 如請購物品為獨家代理者，除正本估價單1份外，需多檢附獨家代理證明。

5. 10萬元以上須公開招標，50萬元（含）以上須先送採購委員會。

6. 請依據「採購法」及「大同大學採購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提前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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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購單

採購金額10萬元以下：行動方案/分項計畫主持人決行
採購金額10-20萬元：行動方案/分項計畫/主軸計畫主持人決行
採購金額20萬元以上：校長決行

採購金額10萬元以下：行動方案/分項計畫主持人簽名
採購金額10萬元以上：行動方案/分項計畫/主軸計畫主持人簽名

印出後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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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行動方案主 持人及分項計畫
主持人簽章並押日期。

款項如為【代墊】，

請在寄送電子檔時
於信中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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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所需資料彙整-請採購
核銷所需資料 數量/正影本 注意事項

1. 黏存單

支出憑證黏存單 正本：1份

發票或收據 正本：1份

 註明品項、數量、單價。
 如為品項為中文以外語言，請標註中

文名稱。

驗收單 正本：1份 需簽核流程簽核完畢。

三家估價單
正本：1份
(1份3張)

 請向總務處事務組索取。
 獨家代理：估價單及獨家代理證明，

各正本1份。
 電商通路採購：指定電商通路商品頁面

文件1份。
請購單 影本：1份

2.A5影本
(整份資料需折
成A5尺寸)

驗收單 影本：1份

發票或收據 影本：1份

三家估價單
影本：1份
(1份3張)

請購單 影本：1份

★別忘了連同「預控表」一起擲送教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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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收據/發票

發票章

免用統一發票章
及負責人小章

複印不清楚需描繪並簽名

複印要清楚，不清
楚要自行補描清楚
，並簽名押日期!!!

寫上明細並簽名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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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費/諮詢費

•非校內人員上限2,500元 / 次

•必要檢附：簽到表正本

•若檢附影本，須註明「正本留存於 」，並簽名或蓋章。

膳食費

• 半日4小時：餐費或晤餐時刻開會，請以單價80元為編列基準。

• 全日8小時：上限250元/人。

• 如須用餐時間開會，仍可提供便當。

• 勿提供非必要性之飲料

• 辦理期第一日(含一日活動)不供早餐，且上限為200元/人。

• 必要檢附：簽到表正本

• 若檢附影本，須註明「正本留存於_______」，並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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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費

•發票、收據核實報支，須寫上張數及單價。

•單張發票金額超過20,000元皆須先跑請採購，請依採購流程辦法辦理。

•文件列印應以實用為主，力避豪華精美。

•必要檢附：印刷樣張

雜支

• 業務費的3%為限。

• 文具及辦公室事務用品(含紙張、筆、便條紙、資料夾等)

• 資訊耗材(含碳粉匣、感光滾筒等)

• 郵資(郵票、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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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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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

•學生保險須以大同大學為要保人。

•附收據、要保險人名單、行程。

出差旅費

• 相關出差規定請參考「大同大學教職員工差旅費支給辦法」。

• 附出差旅費報告表、收據、出差命令單及相關資料(議程等)。

• 文件擺法：黏存單→出差旅費報告表→收據→出差命令單。

• 出差旅費綜合報告表→公出相關資料(議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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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填寫範例Ⅰ
工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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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所需資料彙整(工讀金)

核銷所需資料 數量/正影本 注意事項

1. 黏存單

支出憑證黏存單 正本：1份

酬金支付清單 正本：1份 每月10號後，由教發中心提供。

工讀時數記錄表 正本：1份 工作單位及管理人員需簽章

大同大學臨時人力
人員基本資料表

正本：1份
每學期第一次工讀者須檢附，學生證需
蓋有新學期註冊章。

勞動契約書 影本：1份 契約書所載之同一聘期內只需繳交一次。

2. 支付證明書
(A5)

支付證明書 正本：1份

酬金支付清單 影本：1份

大同大學臨時人力
人員基本資料表

影本：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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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金聘用(每月10號以前聘用當月)

1. 填寫「兼任助理、工讀生及臨時工之資料表」excel電子檔mail給教發中心負責窗口

(5個工作天處理!)

2. 每學期第一次工讀者，需填寫「大同大學臨時人力人員基本資料表」，並給計畫主持人簽核。

3.每月最低聘雇時數20小時

附上學生證影本
(背面有註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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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使用最新表單! (深耕網站「文件下載」區下載)

• 110年起，時薪調漲為160元/小時；勞健保級距亦有異動。

• 補充保費1.91%2.11%

• 連續月份加保欲異動薪資或聘期需提前5個工作日提出（若遇非工作日請提前）。

• 匯款方式以華南銀行帳戶為主，其餘扣30元手續費。

• 工讀時數連續4小時，則須休息30分鐘；而連續8小時，則須中間休息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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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填寫案例Ⅱ
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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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忘了連同「預控表」一起送教發中心!★

核銷所需資料 數量/正影本 注意事項

1. 黏存單

支出憑證黏存單 正本：1份

收據 正本：1份
 領據內容需包含日期、時間、鐘點單價
 需於領據系統上登錄資料。

活動海報或公告 1份
需有活動名稱、日期、時間、地點、講者資訊
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字樣

2. 支付證明書
(A5)

支付證明書 正本：2份
 鐘點費之墊、付對象。
 補充保費。(付款對象：健保署)

收據 影本：1份

活動海報或公告 1份

3. 成果紀錄表 正本：1份 主管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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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所需資料彙整(鐘點費)



茲領到110年高教深耕計畫110年x月x日10:30~12:00蔡 小美老師講座鐘點費 2 節 * 1000元，共計2,000
元整。

•外聘–國外聘請 2,400元
外聘–專家學者 2,000元
外聘–大同公司 1,500元
內聘–校內人員 1,000元
講座助理–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1/2支給

•單位：小時、節。

( 50分鐘以節計，EX：11:10-12:00 為一節， 連上二節者為90分鐘 )

•必要檢附：講座公告或海報(需有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地點、講者資訊、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字樣)

•收據填寫範例：

34

講座鐘點費



• 其「日支上限」依學者之級別支付；其包含生活費及酬金(如：日支生活費、

住宿、膳費及鐘點費…)等費用。

• 副教授級(含)以上須自行提出資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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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級別

報酬(含生活費)
單位：新臺幣元

機票票款 保險費 國內交通費按日計酬 按月計酬

來臺工作
三個月以內者

來臺工作三個月以上不
滿1年者

來臺工作
一年以上者

一、諾貝爾級 14,260元 304,395元 275,405元
最高給付頭等
艙機票，核實
報支

核實報支 核實報支

二、特聘講座 10,695元 231,920元 217,425元

三、教授級 8,915元 188,435元 173,945元

四、副教授級 7,130元 144,950元 130,460元

五、助理教授級 5,350元 101,365元 87,035元

講座鐘點費-國外講師



• 以教育部之講座鐘點費規定報支。

• 應以國外專家學者之短期無法入出境臺灣為原則。

• 簽收者為外籍人士，需檢附外國人所得之基本資料表(含居留證、護照

影本)。若未滿183天，則須依稅法代扣所得稅18%。

• 領據須加註「遠距跨國視訊會議/講座」，簽名壓日期。

• 如採國際匯款，須先自行辦理跨國匯款等作業，並檢附銀行水單、成

果紀錄、視訊畫面截圖等做為會議佐證資料。如因跨國匯兌所產生之

手續費、郵電費須以年度分配之【雜支】品項進行核銷。

36

講座鐘點費-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採遠距視訊模式



Q：多筆費用核銷，補充保費之總金額*2.11%(110年新制)計算方式。

研討會大雄出席費2,000元、小夫出席費2,000元與胖虎出席費2,000元，共計6,000元。

付款對象：多拉A夢 (代墊)

雇主負擔補充保費
2,000*2.11%=42
42*3=126

共計126元

雇主負擔補充保費
(2,000+2,000+2,000)*2.11%
=126.6 (四捨五入127)

共計127元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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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負擔補充保費



講座或活動名稱、日期、講者、費用
及補充保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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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84.4 4,084



A5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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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尺寸捌 肆

2.11 84.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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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常見問題

41



•「經手人」：負責報帳學生或助理簽名並押日期。

•「主 管」：由行動方案主持人簽核並押日期

•「院處長」：金額10,000元(含)以上，分項計畫主持人簽核。

• 付款對象2人以上時，付款對象請寫：匯入個人帳戶

• 依不同之「金融機構」分開製作支付證明書。

例如：華南、元大、郵局、其他。

• 付款對象為存簿上之戶名，若為廠商請詳填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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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證明書



•「經手人」、「點驗或證明人」欄位：

•計畫主持人欄位：
• 金額10,000元以下：由行動方案主持人簽核並押日期即可。

• 金額10,000元(含)以上：需請行動方案、分項計畫主持人簽核並押日期。

經手人 點驗或證明人

助教或學生 專任助理

專任助理或教師 行動方案主持人

43

支付憑證黏存單



•戶籍地址處，請詳填里鄰。外國人亦同。

•單人領據簽收者為學生，服務單位寫上系別班級，旁加註學號；若為本校兼任教師
，服務單位註明教師身份。

•領據金額塗改須由簽收人親自簽名。

•外籍人士須另附外國人所得之基本資料表、居留證、護照影本。
未滿183天，先代扣所得稅。(18%，小數點後為無條件捨去)

•外國人所得之基本資料表在台地址，請詳填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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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據



40

蔡小美

大同大學 兼任教師

F220054321

鄰里必填!!該圈的要圈，沒有的要劃掉~~

兼任教師要註明

非活動當日要寫收據後簽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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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萍

生物工程系 US3 410012345

F220012345
學生要寫上系別班級、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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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5675

32,000*2.11%=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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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

7,8721,728

9,600*18%=1,728

玖仟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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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人所得收入皆需填寫領據系統；無需扣稅者毋需填寫，
如學生助學金。

•上系統填寫領據後印出即可使用。

•抑可事後補登(先簽完紙本，再上系統登錄)。

預算來源不要選錯!
49

領據系統



• 如有3筆(含)以上，請協助合併!

• 相關權限開放請洽教發中心各聯繫窗口。
• 權限開放僅限教職員。

50

領據系統



• 總計畫/ 深耕網站權限開放：游雅淇 (分機7530)
• 主軸計畫A：游雅淇 (分機7530)
• 主軸計畫B、C、D及附錄1：陳韋翰 (分機7536)
• USR Hub：邱雅婷(分機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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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發中心聯繫窗口



EX.發票沒有註明數量及單價

→備註欄註明數量、單價、簽名。
簽名

應由店家填寫，
請勿「自行」事後補寫

發票範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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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單價破萬，價格只寫總價時

→空白處備註數量、單價、簽名。(黃框所示)

→不要寫在數量及單價欄位! (紅框所示)

應由店家填寫，
請勿「自行」事後補寫

0

發票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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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EX.品項為專業學名(中文以外)

→空白處備註中文名稱、簽名。

發票範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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