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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光 大 學 

九 十 九 學 年 度 預 算 編 列 辦 法 

    九十九學年度編列預算本著『開源、節流』之政策，依下列程序、原則、 

      單位、項目、標準、時程及表格填寫說明編製，期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壹、 編列程序 

一、會計室召開預算編列說明會。 
二、各行政、教學單位提出年度需求概算，經各級主管審核後送會計室。 
三、會計室初審彙整後，陳校長核閱。 
四、召開年度預算委員會議審查。 
五、提校務會議審議。 
六、陳董事會審議。 
七、陳報教育部核備。 
 

貳、 編列原則 

一、會計年度原則：本校預算每一會計年度辦理一次，會計年度與學年度一致，每

年八月一日開始，至次年七月三十一日終了；並以年度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

年次為其會計年度，所編製之收支均以本會計年度為考量。 
二、零基預算原則：以考量未來年度之所需規劃、核實編列，不沿襲以前年度。 
三、計畫預算原則：預算須以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學校整體發展為計畫依據，並考

量學校實況、教學需求及成本效益等原則。 
四、平衡原則：除重大建設資本支出及校園綠化與美化另由董事會挹注外，各級預

算編列單位均須量入為出，確保財務健全，應維持年度收入與支出平衡為考量

目標。為配合新生「收費公立化」政策，各單位編列總預算以不超過 98 學年

度刪減後總經費為原則。 

五、資源共享原則：預算應以全校整體效益為優先考量，兼顧部門效益，避免任何

型態之本位主義，俾發揮資源最大效用。 
六、資源開發原則：全校各單位均負有學雜費收入以外之資源開發責任，俾厚植本

校財務實力，使足以因應追求卓越龐大經費之需。 
七、完整原則：當年度所有收入與支出均應納入預算不得漏列。 
八、穩健發展原則：全校預算制度建構，依短中程發展目標架構逐年實現理想。 

    編列單位 

一、行政單位：董事會、校長室、副校長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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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秘書室、圖書暨資訊處、人事室、會計室。 
二、教學單位：人文學院、文學系、哲學系、歷史學系、外國語文學系、藝術學研

究所、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生命與宗教學系、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未來學

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公共事務學系、傳播學系、管理學系、

理工學院、資訊應用學系、心理學系、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學習與數位科技

學系、佛教學院、佛教學系。 
 

肆、  編列預算經費項目 

一、 收入預算： 
1. 教務處：招生收入、推廣教育收入、教育部補助之研究生獎助學金  

補助收入、其他專案補助收入等。 
學務處：各項訓輔經費補助收入、教育部補助清寒工讀助學金補助收入。 

2. 總務處：利息收入、教職員宿舍、書局、餐廳、各販賣部、電信廠                  
商基地台之管理費收入，場地費收入、交通車清潔費收入、汽車通行證、

電費專用卡、影印卡、、、、、等。      
3. 會計室：學雜費收入、學生住宿費、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收入、捐贈收

入等。（新學年度招收班別及學生人數請由教務處提供。） 
4. 各教學單位：各項研討會或專案補助收入、指定用途捐贈收入。 
5. 研究發展處：建教合作收入(含國科會委託案)。 

二、 支出預算： 
1. 資本支出：各項設備及圖書博物，凡各項設備預計購置單價或總金額達新

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可達二年以上者，均列為資本支出。 
（1） 土地、建築物(含未完工程)及土地改良物：總務處。 
（2） 行政及教師用電腦設備及電腦軟體：請向資訊與網路中心提出需求，

由「資訊與網路中心」彙整編列預算。 
（3） 教學用機械儀器及設備（含電腦設備及電腦軟體）：各教學單位。 
（4） 圖書及博物：除特殊專案之圖書由「需求單位」編列外，各教學單位

提出年度需求交由「圖書館」彙整編列，各行政單位因業務需要之工

具書請編列於行政支出業務費項下或專案計劃項下以業務費編列。 
（5） 辦公設備及教學輔助設備：由各需求單位提出交由「總務處」彙整並

編列。 
2. 經常支出 

（1） 董事會行政、交通等相關業務費：董事會。 
（2） 人事費：由人事室編列。 

a. 編制內人員及約雇人員之薪資、獎金、保險、各項福利支出、人員訓

練支出、及加 / 值班費。 
b. 兼任教師鐘點費及超鐘點費：請「教務處」估列鐘點數，由「人事室」

彙整編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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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休撫卹費：由人事室編列。 
（4） 行政支出（業務費）：各行政單位編列。 
（5） 教學支出（業務費）：各教學單位編列。 
（6） 獎助學金支出：由「學務處」彙整編列，惟研究生獎助學金由「教務

處」編列。 
（7） 維護及報廢：  

a. 各單位因維持資產之使用，或防止其損壞而修理、換置（零件），由設

備「保管維護單位」編列。 
b. 全校性之工程、財物修繕與維護，由總務處統籌編列。 

（8） 研發經費：研究發展處編列。 
3. 推廣支出：由教務處編列。 
4. 建教支出：由研究發展處編列。 
5. 其他支出：由各業管單位編列。 

 

伍、  收支預算編列標準 

一、收入預算 
1. 學雜費及電腦實習費：依九十九學年度學生註冊收費標準（依相關會議決

議）。 
2. 學生宿舍收費：依九十九學年度學生註冊收費標準（依相關會議決議）。  
3. 教育部補助收入：參考九十八學年度實際數估列。 
4. 各項研討會或專案補助收入、指定用途捐資收入：依各系所提供明細估列。 
5. 推廣教育收入及建教合作收入：依各單位年度計劃明細估列。 
6. 其他各項收入：依九十九學年度計劃估列。 

 
二、資本支出  

1. 機械儀器設備及其他設備應詳列支出之項目、品名、數量、單價、總價及

請購時程，請依目前市價、訪價後估列。 
2. 圖書及博物請依各教學單位需求載明請購類別及時程後估列。 

 
三、經常支出 

1. 人事費：依編制內及約雇人員之教職員工人數，詳細計算各項薪資、獎金、

保險費支出。 
2. 獎助學金支出：依教育部規定比例提撥估列總額。僱用工讀生，以研究生

每小時 100 元，大學生每小時 95 元計列。 
3. 退休撫卹費：依教育部、私校退撫會規定及學費收入估列。 
4. 維護及報廢：請參酌九十八學年度實際狀況或已簽訂維護合約、保固狀況

及預計增加設備狀況估列。 
5. 推廣教育、建教合作支出：依年度計劃收入類別分別估計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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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校研究發展經費： 
〈1〉 全校研發經費由研究發展處依年度計劃需要編列。 
〈2〉 各單位若接受外界指定捐贈而增加支出，得先提列計劃及預算，惟其

支出金額不可超過受捐贈金額。 
7. 行政管理支出： 
〈1〉 行政管理支出編列，請參考「行政管理支出編列會計科目細項」（附件

一）。 
〈2〉 各系所行政支出預算（含非消耗性雜項設備購置）分配額，詳「系所

行政支出分配表」（附件二）【於 4 月 2 日以前送達各系所】，惟最高不

得超過十五萬元。 
〈3〉 其他業務費支出部分請各單位依年度計劃需求編列。 
〈4〉 各單位得於業務費預算項下列支雜項設備購置(單一項目購買總價低於

新台幣壹萬元或耐用年數低於二年者)，唯不得用於購買已報由「總務

處」統一編列項目。 
〈5〉 除校長與副校長室外，各單位不得編列國外(含大陸地區)差旅費支出及

禮品、禮金、花圈、花籃等交際支出。 
〈6〉 請勿編列「其他」項目，免因品名、項目不確定遭刪除。 

 

陸、  預算編列時程 

一、3 月 25 日前：教務處完成「學生人數預估表」。 
二、4 月 01 日前：各單位向各類資本支出預算彙整單位（總務處、圖書與資訊處）

提出各項設備需求，並向人事室提出增聘人力及加班需求。 
三、4 月 12 日前：各系所等教學單位將概算資料送交各系所主管及院長審核、行政

單位將概算送交一級主管審核。 
四、4 月 16 日前：各教學及行政單位將工作計劃及預算申請表送交會計室彙整。 
五、4 月 30 日前：會計室初審彙整完成全校年度概算陳報校長核閱。 
六、5 月 14 日前：召開年度預算委員會議審查全校預算。 
七、5 月 21 日前：預算修訂完成並提報校務會議審議。 
八、5 月 31 日前：預算提報董事會審議。 
九、7 月 10 日前：董事會審議預算後修訂。 
十、7 月 31 日前：呈報教育部核備並上網公告。 

 

柒、  編列預算使用表格及填製說明 

一、「學生人數預估表」（附表一） 
1. 目的：估計學雜費收入、訓輔補助收入、獎助學金收支等。 
2. 編製單位：教務處。 

    二、「學雜費收入預估表」（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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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估計學雜費收入。 
2. 編製單位：會計室。 

三、「推廣教育收支預計表」（附表三） 
1.  目的：估計各類推廣教育班別。 
2.  製表單位：教務處。 

四、「建教合作收支預計表」（附表四） 
1.  目的：估計各類推廣教育班別、各類建教合作案之收入及支出。 
2.  製表單位：研究發展處。 

五、「補助及其他收入預計表」（附表五） 
1.  目的：估計各機關團體補助收入及其他雜項收入。 
2.  製表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各系所及會計  

室。 
六、「財務收入預計表」(附表六) 

1.  目的：估計各項基金及存款之利息收入。 
2.  編製單位：出納組。 

七、人事費預算相關報表：增聘專任教師員額表、專任職技員額表、教師及職員兼

任主管之員額表、人事費支出統計表、人事費明細表（區分行政單位及教學單

位） 
1.  目的：估計各項人事費及相關費用。 
2.  製表單位：人事室。 

八、年度工作計劃暨預算申請表（附表七） 
1.  目的：填列單一計劃項目之詳細內容、所需資源及預算。 
2.  製表單位：各預算需求單位及資本支出預算彙整單位（電腦設備、辦公設

備及教學設備、圖書博物等）。 
3.  填表注意事項：每一計劃項目均應填列本表，並經單位主管核可；若需資

本支出彙整單位（總務處、資訊與網路中心）協助編列各類設備預算者，

亦請提供相關資料予彙整單位。 
4.  填表方法及注意事項： 

﹙1﹚會計室提供檔案格式，各單位將預算資料填入並 E-mail 至會計室

shliu@mail.fgu.edu.tw，書面報表經單位主管簽核後交予會計室彙總。 
﹙2﹚各單位之名稱請詳填「單位全銜」。 
﹙3﹚各單位之單位代碼詳見「單位編碼表」。 

               ﹙4﹚「計劃編號」分二段作業： 
                     第一階段 「計劃編號」為六碼，前四碼為單位代碼，後二碼由各單位

編列流水號。行政管理支出均列為各單位第一個計劃編號。(附表七) 
第二階段 「計劃編號」為十碼，前一碼為英文字，後九碼由系統自動

帶出流水號。 (待預算審核通過於校務行政系統登入相關資料) 
﹙5﹚「計畫名稱」欄，請考量妥善且能表達本計畫之名稱，以不超過十五字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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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計畫理念及重要性」請填列計畫之構想、目的、重要性及理 
想。 

﹙7﹚「執行策略」針對計畫執行內容、執行方式、規劃情形，提出具體敘

述。 
﹙8﹚「預期成效」請填列預期可達成之效果、成績或可獲之成果效益。 
﹙9﹚「所屬款項」欄，請針對計畫規劃之經費來源填列，例如：獎補助－資

本門、獎補助－經常門、獎補助－訓輔款、自籌款、訓輔補助款、訓

輔配合款、專案補助款、專案配合款……等。 
﹙10﹚「會計科目」之代號及名稱請參考「會計科目表」（附件四）。 
﹙11﹚「摘要」欄，請填列各項計劃需求之支出項目，並詳列其品名、內容

及總價，以利審核及財務規劃作業。 
﹙12﹚各項計劃總預算金額，應與說明欄細項合計數相符。 
﹙13﹚經費編列請記至元。 

九、計畫優先順序排列表（附表八） 
1.  目的：將年度工作計畫暨預算按優先順序彙整排列，詳「九十九學 

年度預算分配原則及優先順序」（附件三）。 
2. 編製單位：各預算需求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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