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本門 教學及行政單位

科目代碼 序號 名稱 說明 編審要點 備註

132101 土地改良物

133101 房屋及建築

134102 機械儀器及設備-行政

購置使用年限超過2年以上

且單價超過一萬元以上之機

械儀器及電腦設備

行政單位購置資

產

財產標籤開頭為

3或4者

134103 機械儀器及設備-教學

購置使用年限超過2年以上

且單價超過一萬元以上之機

械儀器及電腦設備

教學單位購置資

產

財產標籤開頭為

3或4者

134106 機械儀器及設備-其他

購置使用年限超過2年以上

且單價超過一萬元以上之機

械儀器及電腦設備

其他單位購置資

產

財產標籤開頭為

3或4者

135101 圖書 供典藏用之圖書 由圖書館編列

135102 期刊 由圖書館編列

135103 電子資源

購置使用年限超過2年以上

且單價超過一萬元以上之電

子資料庫

由圖書館編列

136102 其他設備-行政單位
不屬任何機械儀器及設備之

資產者

行政單位購置資

產

財產標籤開頭為

5者

136103 其他設備-教學單位
不屬任何機械儀器及設備之

資產者

教學單位購置資

產

財產標籤開頭為

5者

136106 其他設備-其他單位
不屬任何機械儀器及設備之

資產者

其他單位購置資

產

財產標籤開頭為

5者

162101 電腦軟體
購置使用年限超過2年以上

且單價超過一萬元以上之資

財產標籤開頭為

7者

說明：

1.圖書館、資網處、教務處、學務處…等與學生「直接」相關之行政單位，會計科目皆選「教業、教維…」。

2.秘書處、人資處、研發處、總務處、桃園行政處、財務處…等行政單位，會計科目皆選「行業、行維…」。

111學年度預算會計科目對照表

3.教學單位、資網處及圖書館等單位購置機械儀器、其他設備、電腦軟體或資料庫，如非秘書使用者，經費來源請選

擇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資本門，若為秘書使用者經費來源請選擇銘傳大學。

4.教學單位購置一年內之電腦軟體、電子資料庫及實習材料經費來源請選擇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經常門。

5.其他行政單位購置設備經費來源請選擇學校預算。

6.學輔配合款編列如為學輔工作配合款請選擇513340(112年度起改用513240)，如為學輔獎助款請選擇513229。

7.育成中心之學校配合款經費來源請選擇經濟部育成中心配合款。

8.如有規劃資源教室或專業教室建置經費，應將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開編列，不可合併為一個預算項目，工程款應歸入

經常門項目。

經費來源：學校預算、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學輔工作經費配合款、學輔獎助款配合款、金門預算、經濟

部育成中心配合款



經費來源：學校預算及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

經常門 行政單位

科目代碼 序號 名稱 說明 編審要點 備註

512201 02 行業-業務費 行政車車用油、過路費

512201 03 行業-業務費 國內、外差旅費

512201 04 行業-業務費 廣告文宣

512201 05 行業-業務費 場地租借、佈置、設置等

512201 06 行業-業務費
電腦週邊耗材，如碳粉匣、

墨水匣

512201 07 行業-業務費 影印費

512201 08 行業-業務費 清洗費

512201 09 行業-業務費 餐費

512201 10 行業-業務費 駕駛、警衛、花工、洗車津

512201 11 行業-業務費
紙張、文具用品(含校內考

試試題用紙)
512201 12 行業-業務費 郵費

512201 99 行業-業務費 凡無法歸屬前列細目者均屬

512202 行業-電話費 公務電話

512203 行業-慶典費 重大節日相關支出

512205 行業-特別費
婚喪喜慶支出、請客餐費及

禮品
秘書處

512210 行業-列管設備 單價一萬以下列管品

512301 01 行維-修繕費 行政車保養維修

512301 02 行維-修繕費 行政單位水電維修

512301 03 行維-修繕費 行政單位電腦維修

512301 04 行維-修繕費 行政單位冷氣保養

512301 05 行維-修繕費 行政單位其他維修

513201 02 教業-事務費 交通車車用油、過路費

513301 01 教維-修繕費 校車保養維修

513301 02 教維-修繕費 教學單位水電維修

513301 03 教維-修繕費 教學單位電腦維修

513301 04 教維-修繕費 教學單位冷氣保養

513301 05 教維-修繕費 教學單位其他維修

513304 01 教維-清潔美化 垃圾清運

513304 02 教維-清潔美化 花草支出

513304 03 教維-清潔美化 浴廁用品

513304 04 教維-清潔美化 油漆用品

513304 05 教維-清潔美化 凡無法歸屬前列細目者均屬

513209 教業-招生費 招生宣傳相關支出

51X101 試務費支出 與考試相關支出

51X901 雜項支出 年費、會費及匯費支出

513107 教人-教育部 活動相關人事費 全英語 國教處專用

513208 教業-推廣教學費 活動相關支出 全英語 國教處專用

515111 推廣人事費-海青班 活動相關人事費 海青班 國教處專用

515112 推廣人事費-先修班 活動相關人事費 無學籍交換生

515210 推廣業務費-先修班 活動相關支出 無學籍交換生

515209 推廣業務費-海青班 活動相關支出 海青班 國教處專用

516104 產學合作人事費-其他 活動相關人事費 經濟部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專用

516204 產學合作業務費-其他 活動相關支出 經濟部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專用

行政單位一般行

政業務支出

行政單位維修保

養

教學單位維修保

養

總務處花草支出

及除草機用油、

垃圾清運..等



經費來源：學校預算及教育部校務獎補助款

經常門 教學單位

科目代碼 序號 名稱 說明 編審要點 備註

513201 03 教業-事務費 國內、外差旅費

513201 04 教業-事務費 廣告文宣

513201 05 教業-事務費 場地租借、佈置、設置等

513201 06 教業-事務費
電腦週邊耗材，如碳粉匣、

墨水匣

513201 07 教業-事務費 影印費

513201 08 教業-事務費 清洗費

513201 09 教業-事務費 餐費

513201 11 教業-事務費 紙張、文具用品

513201 12 教業-事務費 郵費

513201 99 教業-事務費 凡無法歸屬前列細目者均屬 含教育中心費用

513202 教業-電話費 公務電話

513203 教業-學生實習費
設計工廠實習之用品、有至

企業實習之系所實習費
設計工廠、院所

513204 01 教業-輔導教學費 口試費

513204 02 教業-輔導教學費 論文指導費

513204 03 教業-輔導教學費 審稿費

513204 04 教業-輔導教學費 評圖費

513204 05 教業-輔導教學費 車馬費

513204 06 教業-輔導教學費 專題講座

513204 07 教業-輔導教學費 期刊、雜誌

513204 08 教業-輔導教學費
專案鐘點費、輔導鐘點費、

工讀

513204 09 教業-輔導教學費 論文週刊印刷

513204 99 教業-輔導教學費 凡無法歸屬前列細目者均屬 含教育中心費用

513205 01 教業-訓導活動費
人力費，如：講演鐘點費、

授課鐘點費、裁判費、稿費

學務處非學輔獎

補助專用

513205 02 教業-訓導活動費 國內差旅
學務處非學輔獎

補助專用

513205 03 教業-訓導活動費 國外差旅
學務處非學輔獎

補助專用

513205 04 教業-訓導活動費 印刷文宣廣告
學務處非學輔獎

補助專用

513205 05 教業-訓導活動費 場地費
學務處非學輔獎

補助專用

513205 06 教業-訓導活動費 社團活動費
學務處非學輔獎

補助專用社團專

513205 07 教業-訓導活動費-其他 凡無法歸屬前列細目者屬之
學務處非學輔獎

補助專用

513207 教業-體育活動費
體育室所有業務支出、比賽

經費及差旅費
體育室

513214 01 教業-電腦軟體 軟體維護

513214 02 教業-電腦軟體 資料庫

513212 教業-電腦實習費
電腦教室用品、印表、佈線

及網路費

資網處及教學單

位

電腦教室相關支

出

學務處專用

購置使用年限未

超過1年且單價

低於1萬元或續

約之軟體

教學單位文具紙

張等一般業務費

用

與教學相關的業

務支出



科目代碼 序號 名稱 說明 編審要點 備註

513213 教業-語言實習費 視聽教室所需之各項費用
英語組及教學單

位

語言教室相關支

出

513215 教業-實習材料
生科、醫工、醫管及電子系

實驗所需材料支出

513250 教業-列管設備 單價一萬以下列管品

513301 03 教維-修繕費 教學單位電腦維修

513301 05 教維-修繕費 教學單位其他維修

513305 教維-電腦實習 電腦教室之各項維修費
資網處及教學單

位

電腦教室維護相

關支出

513306 教維-語言實習 視聽教室之各項維修費
英語組及教學單

位

語言教室維護相

關支出

513209 教業-招生費 招生宣傳相關支出

51A901 雜項支出 年費、會費支出

513206 學生作業費 傳播學院實習相關支出 傳院專用

513217 教業-電子資源 經常門電子資料庫(續約)

購置使用年限未

超過1年且單價

低於1萬元或續

約之資料庫
513229 教業-學獎/特色主題 學獎配合款 學輔專用

513240 教業-學輔工作 學輔配合款 學輔專用
學輔願景一至四
(112年度起適用)

教學單位所有修

繕費及保養


	Shee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