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園所除了須符合總核定金額上限為５萬元（或各園
實際核定金額）外，亦須符合以下補助基準：

1.桌上型電腦（含螢幕）：２萬元／台
2.筆電：２.５萬元／台
3.印表機（含墨水夾）：２萬元／台
4.相機：１萬元／台
5.攝影機：３萬元／台

倘園所已達上述任一基準，超額部分需由園所自籌
款支應，且經資門不得互相勻支，核定品項無法供
應時，亦應以同等商品代替，不得逕自更換品項。

檢核前之核銷基準



Ａ情況：
電腦*1買2萬,筆電買2萬5千→剛好花完,無繳回

問題

Ｂ情況：
電腦*1買2萬,筆電買2萬6千→超過合併核定金額

4萬5千,園所自籌款1千元

Ｄ情況：
電腦*1買1萬9千,筆電買2萬6千→園所電腦剩餘
款1千元,且筆電已達基準限制(2.5萬元/台),故園
所電腦自籌款1千元,且電腦剩餘款1千元須繳回。

Ｃ情況：
電腦*1買1萬9千,筆電買2萬5千→園所電腦剩餘

款1千元須繳回

＊當教育部將電腦*1與筆電*1合併核定為4萬5千元時＊

核銷判定基準



承辦 王小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園長 張大順

領據

影本需帳號戶名清楚，且須
有與正本相符章及經手人章

幼兒園印信要清楚

為實支實付金額,萬仟佰拾元
金額需填寫完整,並以國字數

字大寫表示各項欄位需填寫清楚

請核章



表件前面請填幼兒
園名稱全銜

臺中市私立小明幼兒園

園方檢核表件完畢
無誤即可打V

園所核章欄及日期
需填寫(可寫繳件日

期)
承辦 王小明

園長 張大順

核銷應繳檢核表



1.請園所確實蓋職章
2.請審件園長(主任)確認資料
無誤後,簽名或蓋章

補助事項為：108學年度國教
署補助本市私立幼兒園設施設
備經費

園所名稱全銜

1.園所確認發票(收據)符合規
定者,於受補助單位檢核打V

原始憑證檢核表

2.為業務單位檢核欄

臺中市私立小明幼兒園 108學年度國教署補助本市私
立幼兒園設施設備經費

承辦 王小明 園長 張大順



小明

＊要核對民間團體接受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原始憑證檢核表,類
別（一）發票大致需檢核如下：

1.發票(三聯式)需有買受人名稱,統編,日期;電子發票(二聯式)
需有買方賣方統編,日期

2.品名,數量,單價需逐列,無法列者需另付貨品明細清單
3.總計欄位阿拉伯數字與中文字大寫需相符

4.營業人戳章要有名稱,統編,地址
5.電子發票要影印一份(需有正本相符章與經手人章),連同正

本一同貼上黏貼憑證用紙上

原始憑證檢核表



小明

＊要核對民間團體接受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原始憑證
檢核表,類別（二）收據大致需檢核如下：

1.收買人為園所
2.品名,數量,單價,總價需正確,合計欄位大寫金額要

正確.
3.店章需有店名,統編,地址,電話

原始憑證檢核表



憑證編號即依「核定表」
核定順序排列編號即可.

1
2
3

核定順序

支出科目即「核定表」
核定之補助項目名稱.

1.核章欄一定要核章
2.「驗收或證明不可」與「承辦人」同一人

3.四欄位最少要三人核章

金額為發票(收據)實際
總金額

承辦 王小明 承辦 李小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小明

小明

小明

黏貼憑證



單價與總額應為含稅價格,
且需與發票金額相符

需對應驗收欄位蓋章

承辦 王小明 承辦 李小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小明

黏貼憑證



欄位核章與上半部核章欄位垂直對應

承辦 王小明 承辦 李小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承辦 王小明 承辦 李小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小明

小明

小明

黏貼憑證



小明

合併為憑證編號：2
小明

承辦 王小明 承辦 李小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小明

1.在同屬「經常門」或「資本門」前題下，可以清楚表示支出項
目金額者，可合併黏貼
Ex:此項因圖書櫃與椅子同為經常門,且金額清楚,可合併提報,
憑證編號統一為2

2.無法清楚表示者,一律依核定表補助項目分項黏貼

黏貼憑證



請對應驗收欄位蓋章

承辦 王小明 承辦 李小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小明

合併核定項目者，仍須
清楚提列各項品名數量
金額等資訊

黏貼憑證



核定表內核定屬”資本門”項目請依順
序填至經常門區塊內(藍色區塊)

核定表內核定屬”經常門”項目請依順
序填至經常門區塊內(綠色區塊)

憑證編號依”黏貼憑
證”的”憑證編號”填

寫

憑證項目即”黏貼
憑證”的支出科目

核定概算數為核定表內各補助
項目的核定金額；倘為多個補
助項目合併補助者，可於滿足
補助基準前提下，依實際支出
金額實支實付方式填寫。

資本門小計為資本門各項金額
之合計，會自動加總填於藍色
區塊內的金額（經常門小計同

理）

合計為資本門小計與經常門小
計的總和，為自動加總值

有超額部分，請依此例
於備註欄說明

有剩餘款部分，請依此
例於備註欄說明

為該項實際支出之總金
額（發票金額）

承辦 王小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請核章

園所名稱

小明

支出明細表



只有經常門狀況範例
只有資本門狀況範例(含超額自籌
費用表示方式)

具經常門及資本門狀況範例(含具
剩餘費用與超額自籌費用表示方式)

支出明細表



小明

10400

25100

-100

024900

50000 -100

應於備註欄說明：本園核定資本門
補助金額為25,100元，實際支出金
額為25,200元，不足金額100元由本
園自籌款支應。-100

不足金額100元由本園自籌款
支應。

2

2

小明

支出明細表實例

因核定表為多個補助項目合併補助，於滿足補助基準前提
下，依實際支出金額實支實付方式填寫，以此例：

Ｑ.圖書櫃＋椅子合併核定金額為25,100元
Ａ.則 圖書櫃核定蓋算數為14,700元(同實際支出金額)
椅子核定蓋算數為10,400元(25,100-14,700後的金額)



支出機關分攤表

國教署分擔金額跟合
計金額的百分比

幼兒園分擔金額跟合
計金額的百分比

國教署核定表之補助金額(須
滿足補助基準前提下)

幼兒園實際支出扣除國教署補
助剩餘由園方分擔的金額

國教署與園方分擔金額的總計
(即園方實際支出金額)國教署與園方百分比

的合計,應為100%

承辦 王小明 會計 林小康 園長 張大順

請核章

園所名稱

填需繳件日期即可



100

為各別分擔金
額

小明

支出機關分攤表-實例



只有經常門(且核定金額與實支總額相同者)

1.實支總額為園所實際總花費

收支結算表(1/4)

1.函文字號為國教署函文字號,非本局函文字號,
請至核定函說明八之網址內表件十下載：

http://www.tc.edu.tw/m/960，然後搜尋各園
名稱，則可以找到對應核定函文字號

http://www.tc.edu.tw/m/960


只有資本門(實支總額超過核定金額有自籌款支應
者)

1.有自籌款者請填寫支出機關分攤表部分

收支結算表(2/4)

1.函文字號為國教署函文字號,非本局函文字號,
請至核定函說明八之網址內表件十下載：

http://www.tc.edu.tw/m/960，然後搜尋各園
名稱，則可以找到對應核定函文字號

1.實支總額為園所實際總花費

http://www.tc.edu.tw/m/960


經常門與資本門(有結(剩)餘款者)

1.有剩餘款者請填寫繳回金額部分

收支結算表(3/4)

1.函文字號為國教署函文字號,非本局函文字號,
請至核定函說明八之網址內表件十下載：

http://www.tc.edu.tw/m/960，然後搜尋各園
名稱，則可以找到對應核定函文字號

http://www.tc.edu.tw/m/960


50000 50000 50000
50100

實際園所花費
金額

會自動算出,此
例子應為-100

V
V

V

錯字,請寫大寫
臺,園所全銜

請寫園所全銜
(臺為大寫臺)

V

請以園所整
體補助金額
填寫(A.B.C皆
一樣金額)

收支結算表 (4/4)-實例



1.請每張椅子都貼上補助字樣.
2.然後多張椅子擺放一起,以大
致看得到補助字樣的拍一張(如
圖書櫃一樣大致上看得到字樣)
3.單一放大椅子拍照,拍有補助
字樣為佐證.

需確實貼上補助字樣,如無法清
楚顯示補助字樣者,請多張照片
表示

擺放方式OK,請確實貼上補助字
樣,如無法清楚顯示補助字樣者,
請多張照片表示

照片請以能確實點清數
量擺放,單一照片無法表
示者,請以多張照片顯示.

核結成果表(1/3)



核結成果表(2/3)



核結成果表(3/3)



特殊情況(1/5)

「筆電*1及OFFICE軟體及防毒軟體各1 」與筆電上限(2.5萬元/台)情況下：
１.筆電的單台上限仍為2.5萬元/台，剩餘的費用需為OFFICE軟體及防毒軟
體費用。
２.為符合前述，發票明細需詳列清楚筆電（或其他國教署特別提列補助基
準的品項）之含稅價格與其他品項之含稅價格，以核對是否符合規定。
３.例子如左圖發票：
a.筆電含稅為24900元，符合2.5萬元/台之規定。
b.office與防毒軟體含稅價為5400元,
c.office與防毒軟體加上筆電價為30300元,仍符合「筆電*1及OFFICE軟體

及防毒軟體各1 」,可核予補助.

註：核定表補助項目未提及之項目，不得自行增購湊數。即核定表內只有
「筆電*1」時，應符合2.5萬元/台規定，不得透過另外提報OFFICE軟體及防
毒軟體方式增額或勻支辦理。



特殊情況(2/5)

原核定金額
(合併)

核定金額(分
配)

園所實際支
出

結餘數

筆電*1

資本門44,000

24,000 23,899 101 剩餘款101元

電腦*1
20,000 20,779 -779

園所自籌款
779元

耳溫槍*1

經常門6,000

2,400 2,400 0

相機*1
3,600 2,990 610

剩餘款610元

因國教署補助基準：筆電2.5萬元/台、電腦2萬元/台、相機1萬元/台，且經資門不可互相勻支，筆
電剩餘款101元及相機剩餘款610元不得挪用勻支至筆電不足779元部份，故剩餘款711須繳回外，
該園亦須自籌款779元支應。



特殊情況(3/5)

原核定金額
(合併)

核定金額(分
配)

園所實際支
出

結餘數

筆電*1

資本門44,000

24,000 23,899 101 剩餘款101元

電腦*1
20,000 20,779 -779

園所自籌款
779元

耳溫槍*1

經常門6,000

2,400 2,400 0

相機*1
3,600 2,990 610

剩餘款610元

合計 50,000 50,000 50,068

機關分攤表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基準（百分比） 分攤金額(元)

國教署 98.44% 49,289

小明幼兒園 1.56% 779

合計 100% 50,068

於計算機關分攤表時，因幼兒園同時有剩餘款
及自籌款部份，其計算方式依序為：
1.原先國教署總核定金額50,000扣除剩餘款部
份為國教署分攤金額。
2.幼兒園自籌款總額為幼兒園之分攤金額。
3.幼兒園總實際支出金額為合計金額。
4.分別計算國教署占合計百分比及幼兒園占合
計百分比。



特殊情況(4/5)

有自籌款與剩餘款情況
下須特別說明，說明方

式如此例



G.F因有剩餘款與自籌款部份,
金額一定是錯誤的沒關係

特殊情況(5/5)
A.B.C仍為國教署核定

函補助金額

E為實際支出金額

因有剩餘款711元，
需填寫

倘同時有剩餘款及自籌款時，
須以此範例方式撰寫說明。

因有自籌款部份，分攤金額
仍需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