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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我國近年戮力塑造鼓勵研發創新的氣象，科研環境卻經常難以留住
一流學術人才，而當前科研計畫之經費核銷方式，沿襲政府公務預
算稽查思維，以防弊為核心目標，與科研強調創新、探索未知所需
的彈性有所牴觸，致使學術人才難以發揮研發能量。本研究目的包
括：（一）調查我國現行制度下，計畫參與者為達成計畫目的，於
使用補助款時所面臨的困境；（二）以文獻探討及訪談學者專家之
方式，搜集國外標竿研發機構之補助經費核銷標準流程；（三）檢
討校準當前我國所應鬆綁之經費管控法令規範，及主管、執行機關
所應調整具備之管理控制機制，藉以導入專案管理之概念，使科技
研究計畫補助得發揮最大之研發效果，且受到有效之管制。本研究
主要利用問卷調查方式彙整國內計畫參與者之計畫執行困擾，並於
執行期間訪問國內、外知名研究學者蒐集意見，再參考先進國家或
地區對科研補助之經驗及實務，擷取其制度之優點，配合我國法律
制度之本土特色，提供我國現行制度修正之借鑑。

依據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本研究建議專題研究計畫之採購可
採用國外採購卡制度，以增進採購便利性，對於主計單位的管理控
制與行政成本的降低亦有相當助益。於法律面，建議科技部自訂核
銷規範，並逐條明列適用內容，避免援引其他不明確之法規，以免
造成適用疑慮，除可增進研究人員對相關核銷法規之瞭解，亦可減
少與管制單位因法規解釋差異所產生的衝突。於請購與核銷程序部
分，建議秉持誠信原則授權計畫主持人與單位主管核定支用，主計
人員事前審核聚焦單據之合法性與流程之完備與否，於定額內支用
之小額支出，甚至免除主計人員之事前審核程序，此做法有助計劃
人員減少處理小額經費核銷之時間，亦可減化主計單位之工作，進
而避免公文往來退件等困擾，使雙方得以達成本效益原則。最後
，本研究以內部控制理論提出我國經費核銷未來得以改革之方向
，期透過建立內部控制落實有關之分層負責、充分授權、有效監督
與持續改進等觀念，以改變我國現有政府財務管理以防弊為主之思
維。採取事前信任態度，而事後審查嚴懲違法之課責性作法，且嚴
格檢視研究成果，如此將有助於國家在科研補助研究能量上的全面
提升，增進研究資源的運用效率。

中文關鍵詞： 科技部(前國科會)、科研補助計劃、經費核銷、專案管理、法令規
範、管理控制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 (1) to survey
disbursement procedure related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awardees of MOST (former NSC) research grants during
execution of their research grants; (2) to collect from
benchmark institutions best practices for R&amp;D grant
authorization/disbursement processes, and (3) to align
current regulation and rules over disbursement approvals
with university/institutio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project management for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of MOST-sponsored research
projects. We use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telephone interviews to solicit opinions from



recipients of MOST research grants and renowned
scholars/administrator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Based up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nd interviews, we
further consult opinions of senior experts from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auditing branches, and recommend that
(1) a purchase card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purchase convenience, enhance the control efficacy and
lower administrative cost; (2) MOST should stipulate and
itemize all applicable policies and rules related to
disbursement procedures of sponsored research gran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3) in order to lower
administrative workload and achieve cost-effective control
objectives, for small-amount expenditures project
investigators should be allowed to request approval and
reimbursement without submitting the receipts for ex-ante
individual verification by accounting staff. Finally,
institutions need to implement management controls based on
a generally recognized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 to assure
hierarchical dele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sufficient
authorization,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英文關鍵詞：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er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grant, disbursement procedure, project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rules,  managem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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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近年戮力塑造鼓勵研發創新的氣象，科研環境卻經常難以留住一流學

術人才，而當前科研計畫之經費核銷方式，沿襲政府公務預算稽查思維，以防弊

為核心目標，與科研強調創新、探索未知所需的彈性有所牴觸，致使學術人才難

以發揮研發能量。 

    本研究目的包括： 

（一）調查我國現行制度下，計畫參與者為達成計畫目的，於使用補助款時

所面臨的困境； 

（二）以文獻探討及訪談學者專家之方式，搜集國外標竿研發機構之補助經

費核銷標準流程； 

（三）檢討校準當前我國所應鬆綁之經費管控法令規範，及主管、執行機關

所應調整具備之管理控制機制，藉以導入專案管理之概念，使科技研究計畫

補助得發揮最大之研發效果，且受到有效之管制。 

    本研究主要利用問卷調查方式彙整國內計畫參與者之計畫執行困擾，並於執

行期間訪問國內、外知名研究學者蒐集意見，再參考先進國家或地區對科研補助

之經驗及實務，擷取其制度之優點，配合我國法律制度之本土特色，提供我國現

行制度修正之借鑑。  

    依據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本研究建議專題研究計畫之採購可採用國外

採購卡制度，以增進採購便利性，對於主計單位的管理控制與行政成本的降低亦

有相當助益。於法律面，建議科技部自訂核銷規範，並逐條明列適用內容，避免

援引其他不明確之法規，以免造成適用疑慮，除可增進研究人員對相關核銷法規

之瞭解，亦可減少與管制單位因法規解釋差異所產生的衝突。於請購與核銷程序

部分，建議秉持誠信原則授權計畫主持人與單位主管核定支用，主計人員事前審

核聚焦單據之合法性與流程之完備與否，於定額內支用之小額支出，甚至免除主

計人員之事前審核程序，此做法有助計劃人員減少處理小額經費核銷之時間，亦

可減化主計單位之工作，進而避免公文往來退件等困擾，使雙方得以達成本效益

原則。 

    最後，本研究以內部控制理論提出我國經費核銷未來得以改革之方向，期透

過建立內部控制落實有關之分層負責、充分授權、有效監督與持續改進等觀念，

以改變我國現有政府財務管理以防弊為主之思維。採取事前信任態度，而事後審

查嚴懲違法之課責性作法，且嚴格檢視研究成果，如此將有助於國家在科研補助

研究能量上的全面提升，增進研究資源的運用效率。 

 

中文關鍵詞：科技部(前國科會)、科研補助計劃、經費核銷、專案管理、法令規

範、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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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1) to survey disbursement procedure 

related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awardees of MOST (former NSC) research grants 

during execution of their research grants; (2) to collect from benchmark institutions 

best practices for R&D grant authorization/disbursement processes, and (3) to align 

current regulation and rules over disbursement approvals with university/institutio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project management for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of MOST-sponsored research projects.  

We use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telephone interviews to 

solicit opinions from recipients of MOST research grants and renowned 

scholars/administrator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Based up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nd interviews, we further consult opinions 

of senior experts from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auditing branches, and recommend 

that (1) a purchase card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purchase 

convenience, enhance the control efficacy and lower administrative cost; (2) MOST 

should stipulate and itemize all applicable policies and rules related to disbursement 

procedures of sponsored research gran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3) in order 

to lower administrative workload and achieve cost-effective control objectives, for 

small-amount expenditures project investigators should be allowed to request 

approval and reimbursement without submitting the receipts for ex-ante individual 

verification by accounting staff.  

Finally, institutions need to implement management controls based on a 

generally recognized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 to assure hierarchical dele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sufficient authorization,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Keywords：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er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grant, disbursement procedure, project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rules, 

managem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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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行政院科技部（以下簡稱「科技部」；2014 年以前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簡稱「國科會」，由於本研究執行期間正處於機關名稱轉換時期，故在本研究中

二項名稱交互使用）係我國最重要的學術科研項目補助單位，主要透過以經費補

助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從事專題研究的方式，針對研究所需的人力、

儀器設備、圖書資訊、耗材及國外差旅費等予以補助。自民國 48 年成立迄今，

戮力推動我國科學研究，提升國內學術研究環境，並以獎助優秀研究人才為目

的。我國近年來政府雖致力於塑造鼓勵研發創新的形象與環境，但目前的科研經

費核銷方式，乃沿襲政府公務預算稽查思惟，著眼於防弊，與科研強調創新、探

索未知所需的彈性有所牴觸，致使學術人才常有難以發揮研發能量之嘆1，甚至

難以留住一流國際學術研究人才2。 

國家科研計畫補助政策之目的係提升我國研發能量，其亦應作為經費管控規

範之最終績效目標。因此法令規範必須與時俱進，在學術研究效益與管控制度間

取得適當的平衡，以維持研究工作的彈性，而非固守傳統之法條文字，斲傷研究

效益亦不改善。學術研究領域廣大精深，各類研究與技術之內外環境變動性大，

經費使用不確定性高。然公務機關各種有關經費處理原則之規定頗為複雜，亦針

對支用、變更及結報等均有細微詳細的法令規定，若全數爰引適用於科研計畫補

助經費內容及使用程序，即導致相關單位執行時常發生衝突混淆，令機關內管控

與研究人員產生壓力及爭議。目前，科技部與教育部已於 2012 年共同擬定「計

畫經費支用彈性案」3，並獲行政院原則同意，已函知主計及人事總處配合增訂

相關規定，意圖革新我國科學研究經費核銷制度。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已作成決

議4，公立大學教授接受委託或補助研究辦理採購事項，不為刑法上公務員，如

有以不實發票詐欺補助研究款私用等，不構成貪汙而是以刑法包括商業會計法之

                                           
1 例如：聯合報 2013 年 3 月 12 日報導「朱經武談觀念」及「翁啟惠籲政府」。 
2 譬如周玲臺、張謙恆、邱献良與林怡伶（2012）研究指出，目前國內學術機構聘任外

籍教授之薪酬缺乏吸引力，致使面臨無法延攬外籍教授來台任教、師資組成不夠多元的

挑戰。 
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研經費彈性從今嶄新開始，2012 年 10 月。

（http://web1.nsc.gov.tw/ct.aspx?xItem=15822&ctNode=1637&mp=1） 
4 見聯合報 2014 年 6 月 25 日報導「研究費不實核銷教授不涉貪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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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偽造文書等罪處罰。顯示司法界對科研補助經費核銷之法律認定雖曾存有

不同意見，已有需要取得共識之認知。 

本研究參考國外文獻或實務機構之作法，並未發現其針對「科學研究經費核

銷」一詞另有明確之對應定義，因此本研究認為國內一般慣稱之「經費核銷制度」

係指會計制度上之支出流程（disbursement procedure），至少應包括「授權

（ Authorization ）」、「核定（ Approval ）」、「記錄（ Recording ）」、「支付

（Reimbursement/Payment）」及「審核與查核（Review/Audit）」等五項重要步驟

(彙總見附錄一),分別說明如下: 

(ㄧ) 授權: 由科研經費執行單位管理當局依補助性質授權分層負責，工作內

容包括由低至高分別賦予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機構負責人可核定動支金額之

權責，以簡化行政流程，提高行政效率。 

(二)核定：經由上述授權步驟所被授權核定之人員，須對主持人所核銷的支

出項目，核定支出項目之合理性、必要性。對分層負責之授權事項，應切實監督，

如發現不當情事，應予糾正。 

(三)記錄：單位主計人員須驗證單據合法性、金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但不

對支出項目合理性、必要性進行審核。 

(四) 支付：單位出納人員負責檢查被授權人員是否完成核定，主計人員是

否完成記錄，若兩者皆具備，將款項以匯款或開立支票方式支付給廠商或主持人。 

(五) 審核與查核：對核銷檔案進行抽樣審核與查核。若發現支出有不合規

定或不法之情事，除追究計畫主持人與被授權核定人員之行政責任，並依執行單

位、科技部之相關規定及法律懲處，且追回不當支用款項繳庫。此步驟由單位內

稽人員或主(審)計人員定期審核，及科技部、審計部之查核人員不定期查核。 

而我國目前由於對科研補助經費支用制度未充分授權、核定責任不落實、事

前審核依據法規過多且不明確、事後審查亦未遵循內控風險導向、成本效益分析

與績效追蹤評定等管控原則，導致國內科研計畫參與者現階段仍然面臨許多繁鎖

甚至不適當之經費核銷管控實務與法令規範。邇近國家檢調系統以防弊的思維，

針對研究人員進行大規模的偵辦行動，全台由南至北疑有逾百名教授及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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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檢調約談或正式起訴，顯見司法機關對於經費核銷之法律爭議沒有一致之共

識。國家僵化而不務實的經費核銷規範對於許多願意全心全意專注於科研的學者

而言，必須額外花費許多寶貴的心思在了解與遵守嚴苛繁瑣的經費核銷規定上，

以避免自身觸法。現況下，教授與研究人員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陷阱，面臨檢調調

查，學術自由和校園自主的風氣受到影響5。這種長期以來草木皆兵、杯弓蛇影

的氛圍已經耗費許多研究人員的心力與時間，造成研究能量與績效降低，無法將

補助款之效用極大化，也徒增主管及執行機關行政與司法成本，浪費國家珍貴的

資源。有鑑於此，邇近科技部(前國科會)已主動積極與主計總處、審計部及教育

部等機關進行跨部會協商，期望以支用彈性化之精神促成各機關共同解除目前科

研補助經費核銷之實務困境，積極任事的作法令科研人員一新耳目，堪為表率。

由於這次准予彈性支用項目有限，影響範圍不大，雖其實際效果仍有待持續觀

察，朝鬆綁無謂規範的努力方向卻已足資肯定。 

本研究計畫主要目的係探討現行制度下我國計畫參與者為達成計畫目的，於

使用補助款時所面臨的困境，另為配合科技部目前放寬經費支用彈性之政策，本

研究另導入專案管理之相關概念應用於研究計畫，並討論我國科研主管機關及計

畫執行機關所應修正之管理控制機制及其校準方向。此外，本研究亦於執行期間

內蒐集訪問（含網路電訪）國內外知名學術機構學者之意見，並參考先進國家對

科研補助之經驗及實務，擷取其制度之優點，提供我國現行制度修正之借鑑。 

在進入 21 世紀後，高等教育產業受到全球化之衝擊，內外環境丕變，甚至

已逐漸演變成一個競爭激烈之經濟性產業，而良好科研條件與環境是爭取吸引優

秀學術人才之必要軟體基礎建設，擁有先進優秀的科研人才方能創造研究績效，

及累積國家科研發展之實力。本研究最後將依據會計、審計及內部控制學理，提

出我國科技研究補助計畫之經費核銷法令規範與管理控制未來得以調整校準之

方向，期使透過正確的內部控制觀念改變我國現有政府會計財務管理不計成本專

重防弊之思維。另建議科技部可參酌以往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行政法人化之

經驗6，藉由設置法人化之基金會達成人事、會計制度鬆綁，增加競爭力，引進

                                           
5 例如：聯合報 2013 年 3 月 11 日報導「制度會殺人─經費掐得死死，學者好怕觸法」。 
6原受教育部監督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已於今年（2014）四月正式走入歷史。現由

「國立表演藝術中心」取代，包括：台北的國家兩廳院、台中國家歌劇院、高雄的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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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化管理精神，強調專業、彈性、創新、效率與執行成效7，提升研究發展能

量與績效，達成研究資源有效運用之最終使命。 

本研究後續章節如下：第二章為法令規範及相關文獻探討；第三章為國內外

相關專家學者之訪談結果與分析；第四章為計畫經費核銷實務現況調查分析；第

五章為相關法令規範及管理控制校準之理論探討；第六章為結論及建議。

                                                                                                                         
營國家藝文中心，主要實施一法人多館所之設計，並改由文化部之監督。 
7朱宗慶，「兩廳院行政法人化的十年探索」，聯合報，2014 年 4 月 5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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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令規範及相關文獻之探討 

第一節 我國相關法令規範 

行政院科技部目前訂有「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經

費處理原則」），為獲科技部補助之研究人員處理經費應遵循之原則。該原則之內

容包括「支用原則」、「補助項目新增、支出用途變更及經費流用」、「科技部所撥

科發基金補助經費（含管理費）限制開支用途」、「政府採購法之遵循」、「經費請

領」、「經費轉撥」、「帳務處理」、「賸餘款處理」、「經費結報」及「其他注意事項」，

共十大部分。依其規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經核定後，除應依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並應依照合約及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所列補助項目（業務費、

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及管理費）範圍內支用；且須經計畫主持人簽署，始得

列支。同時各執行單位之會計室（自民國一Ｏ二年起改制為主計室），人員對所

有支出亦負有事前覆核及事後審查之責，加上系所（院）及校研發主管與校長之

審核，每筆經費報銷都會經過十個以上之人員簽核蓋章方能完成程序。 

除此之外，「經費處理原則」不但在第二點正面規定：「……除應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外，……」，還在第十一點（六）加入一項內容廣泛又極不明確之其他

注意事項，負面式的規定：「其他未規定事項，應依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

執行同意書，及政府有關規定辦理」。既是「未規定」，如何讓計畫參與者有依循

之範圍與內容，何況「政府有關規定」之「有關」應如何界定，極易引起見解差

異之爭擾，這樣曖昧不明之法規文字使得主審計人員及國立大學或研發機構之財

總人員，似乎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根據所有公務支出體系之各種規範及流程逐

一詳查，造成遵循各種現存法規與函令成為科研經費報銷及審查之無限上綱目

標，而且從學術單位、研發單位到行政體系均須層層嚴格檢視，以確保歷年各項

主審計及公務採購等之所有規範（甚至各年上級單位訪查之意見）全部一體適用

於此，不得有任何遺漏或違背。亦即各單位之共識係應一致以公務系統支出最嚴

格之標準要求科研補助經費之核銷，防弊與遵循成為科研經費報銷流程之最高指

導原則，甚至不惜成本增聘主、審計人員進行事前逐項審查以達完美無錯之目

的。如此包山包海之「法令遵循」完全無視科研補助立法之目標與初衷，也悖離

內部控制之設計與成本效益理論，而科技研發經費補助法規之立法目標及績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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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管理控制或法令規範之間的關係，及彼此應有何制衡設計，亦未予釐清校準。

以下依「經費處理準則」中主要之項目加以說明。 

 

一、業務費 

科技部所核定業務費包含研究人力費與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暨國外學者來臺費用，詳表一。 

表一 業務費項目說明 

項目 說明 

1.研究人力費 (1)專、兼任助理人員 專任助理人員、兼任助理人員及

臨時工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之規定辦

理約用及核發工作酬金。 

(2)研究主持費8 依經費核定清單所列標準按月核

發。 

(3)博士後研究人員9 依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作業要點及有關規定辦理。 

2.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依研究計畫實際需要及政府有關

法令規定之標準核實列支。 

3.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依科技部補助國外學者專家來臺

從事科技合作研究活動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辦理。 

依科技部所發布臺會綜二字第 1010071206 號行政命令指出，因各界反

映研究計畫經費使用規定缺乏彈性，不符研究所需，影響我國研究環境健

全發展及研究人員士氣，故經科技部與教育部檢討後，已開放計畫中部分

款項准予彈性支用，即業務費在核定額度 50%以內經校內簽准，即可流入

流出，超過 50%則仍須報請科技部核准，參考表二。 

                                           
8 研究主持費為國科會主動核給，不得流入。 
9 博士後研究人員費用專款專用，不得流出，剩餘款須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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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彈性支用原則─業務費 

項目 流出流入比例 核准機關 

業務費 (1)流入流出－核定經費 50%以內 校內簽准 

(2)流入流出－超過核定經費 50% 科技部核准 

 

二、國外差旅費 

國外差旅費係指凡處理經常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計畫於國外各地區所

需之差旅費用（含現職人員因公出差旅費、民意代表國外考察旅費補助、

兼職人員依規定支領旅費補助及參與公務活動之非現職人員有關旅費補助

等）屬之10。其預算計列標準應按申請人實際需要，並須依不高於國外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計列。而科技部所核定之國外差旅費應依經費核定

清單所核定之出國種類，在核定經費限額內依行政院頒布之中央各機關（含

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國外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標準核實報支。以出國種類區分為「移地研究」、「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其中「出席國際學術會議11」

除發表論文外，亦包括「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將出差旅費分為交通費12、生活費13及辦公

費14。出差人員應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其出差行程及日數；非經事先

核准，不得延期返國。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支，機票部分，應檢附機票票

根或電子機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

證存根；其餘交通費，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中央政府

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由行政院另定之。生

                                           
10 參考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100

年版）。 
11 依行政院 84.12.18 台（84）忠授六字第 12443 號函，所謂國際會議應為凡涉及兩（含）

國以上之雙邊或多邊、政府或非政府間、由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含人民或人民團體）主

辦之會議均屬之。 
12 交通費係指出差人員乘坐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所需費用。 
13 生活費係指出差人員之住宿費、膳食費及零用費。零用費另包括市區火車票費、市

區公共汽車車票費、市區捷運車票費、洗衣費、小費及其他與生活有關之各項費用。 
14 辦公費係指出差人員出國之手續費、保險費、行政費、禮品及交際費、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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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費日支數額之劃分，概以百分之六十為住宿費，百分之三十為膳食費，

百分之十為零用費。若代表政府出席國際會議或談判經主辦單位指定旅

館，或奉派赴外交部認定之戰亂地區出差，其住宿費超過該地區生活費日

支數額百分之六十者，得檢據覈實報支。然而大部分參加學術會議之科研

人員，並無法符合前述代表政府出席會議或談判之例外情形，而無法全額

報支指定旅館的費用。 

「國外旅費報支要點」第 6 點原規定，出差人員國外交通費之報支，

機票部分，應檢附機票票根或登機證存根、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因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要求全球航空業自 97

年 6 月 1 日起以電子機票取代傳統紙本機票，電子機票之持有者無論搭機

與否皆可列印取得電子機票。嗣外交部等反映，僅檢附機票票根尚不足以

佐證出差人有搭機事實，僅檢附登機證存根則無法充分揭露出差行程及相

關票價資訊全貌，致實務上難以審核且易增業務困擾。為杜爭議，主計總

處於 97 年 8 月 20 日以院授主忠字第 0970004437B 號函，修訂第 6 點為:

「出差人員國外交通費之報支，機票部分，應檢附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國際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其餘交通

費，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又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8 點規定，除有出席國際會議或談判經

主辦單位指定旅館，或赴外交部認定之戰亂地區（現行規定為國外旅遊紅

色警示地區）出差之情事，其住宿費得檢據覈實報支外（現行規定增列第 2

項與民間企業共同赴國外考察、參展及部長級人員出國參訪，得以該地區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為限，檢據覈實報支），其餘均由出差人員在日支生活費

內自行處理。 

國外出差人員之保險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14 點規定：「出

差人員應辦理保險，並檢附保險費原始單據覈實報支；其保險之項目及保

額，由行政院另訂之。」該要點有關保險項目及保額部分，行政院已於 87

年 3 月 23 日以台 87 人政給字第 001923 號函規定，亦即出國人員應向中央

信託局（現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102 年 4 月 1 日至 103 年 3 月 31 日止

為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綜合保險新台幣 400 萬元，保險項目

包括意外死亡、意外殘廢、意外傷害醫療、航空旅行、疾病住院醫療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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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保險（中東地區、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兩國，或其他有戰爭危險需要加

保兵災保險之地區）等 6 項。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16 點規定，出差人員非屬隨同司長級以上人

員出差者，得按出差日數每人每日報支雜費（現行規定為第 17 點，禮品交

際及雜費）新臺幣六百元，其雜費係指國外地區所需各項費用，至在國內

所發生之交通費用，仍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辦理15。 

另依科技部所發布臺會綜二字第 1010071206 號行政命令所示，因考量

部分計畫未核有業務費，為簡化程序，實際支用時授權執行機構得逕依內

部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自其他補助項目（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調整

支應，如因額度調整，致該支用項目流用比例超過 50%時免送科技部同意。 

綜上可知，國外差旅費之規定鉅細靡遺，有些執行細節（例如：國航

優先，即使其非最優惠之價格；若不搭國航需檢附理由說明等）及原則規

定經常造成科研人員之抱怨與不滿。 

 

三、國內差旅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二條之規定，國內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

宿費、膳雜費。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車、火車、高鐵、

捷運、輪船等費，均按實報支；領有優待票而仍需全價者，補給差價。但

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前項所稱汽車，

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急要公務者外，其搭

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凡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外賓所搭乘

之交通工具按實報支。如因業務需要，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

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料、

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 

科研人員進行野外研究或開會時，駕駛自用汽機車部分之限制，常常

造成與實務脫節之情況。未顧慮研究設備搬動不便，或研究地點常地處偏

遠，駕駛汽機車是最有效率之方式，一味禁止只會增加研究人員申報經費

名實不符之困擾，對保障客運汽車之業務或力行節約亦並無實效。 

                                           
15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解釋彙編，民國 103 年 1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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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部分，依規定凡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住宿費得就所宿旅館之統

一發票或收據，按實報支。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行程，

得在不超過住宿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數額內，以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

支；搭乘飛機、高鐵者，須另檢附票根。在同一地點出差超過一個月之住

宿費，超過一個月未滿二個月部分，按規定數額八折報支；二個月以上部

分，按規定數額七折報支。 

膳雜費依「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如表三所列

各該職務等級規定數額列報。若供膳二餐以上者，不得報支膳費，但雜費

得按每日膳雜費數額二分之一報支。  

 

表三 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職級 

 

費用別 

特任級人員 簡任級人員 

（教授（含）以上） 

薦任級以下人員 

（副教授（含）以下包括

專兼任助理） 

1. 交通費 搭乘飛機及高鐵者，部會及相當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得搭乘商務

艙（車廂）或相同之座（艙）位，其餘人員搭乘經濟（標準）座

（艙、車）位，並均應檢據核實列支。其餘交通工具，不分等次

按實開支。 

2. 住宿費 2,000 元 1,600 元 1,400 元 

檢據核實列支，未能檢據者，按二分之一列支。  

每日膳雜費 650 元 550 元 500 元 

備註： 

1.若為參加研討會、會議、研習會等，主辦單位供膳兩餐（含）以上者，不得報支膳費，雜費則

為膳雜費的一半。  

2.加油單、過路費、計程車資均不得報支。  

3.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數額內，

以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支；搭乘飛機、高鐵者，須另檢附票根。  

4.膳雜費依表列各該職務等級規定數額列報。如供膳二餐以上者，不得報支膳費。但雜費得按每

日膳雜費數額二分之一報支。 

5.簡任級請附上薪資等級表。 

6.單位：新台幣。 

 

依照上述規定之住宿費限額，使得在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由

於大會指定旅館費用較高，卻無法報支，常見國內學者代表均選擇當日來

回，傍晚不到即離開去搭乘高鐵回家，不利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之目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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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內主導之學術會議甚至刻意安排至國外（如泰國、日本），方能使與會

者之旅館住宿費得以核銷，這種鼓勵國外消費之報銷規範對扶持國內旅館

業者，或推動國內旅遊之中央政策並不相符。 

 

四、人事費 

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應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辦理，且應依執行機構規定之

程序簽報核准後約用之。於辦理經費核銷時，應檢附核准約用之相關資料。

目前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分為「專任助理人員」、「兼任助理人員」、「臨

時工」等三類，各類人員之定義及工作酬金請參考表四。 

表四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助理人員分類及工作酬金 

類別 定義 工作酬金 備註 

1. 專任助

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

之編制外專職從

事專題研究計畫

工作人員，分為高

中（職）畢業、五

專（二專）畢業、

三專畢業、學士及

碩士等五級。 

依執行機構自行訂

定 之 標 準 核 實 支

給，所需經費得於業

務費支應。 

在職人員或在學學

生，除碩士在職專班

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專

職於專題研究計畫

外，不得擔任專任助

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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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兼任助

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之

以部分時間從事專

題研究計畫工作人

員。 

（1）兼任助理人員

依本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兼任助理人

員工作酬金支給標

準表核實支給。 

（2）同一人每月於

本會補助各專題研

究計畫支領工作酬

金之總額，不得超過

本會規定之最高標

準。 

分為下列三級： 

1.講師、助教級助理人

員（或相當級職者）：

執行機構或執行機構

以外之機構編制內人

員，確為計畫所需

者。 

2.研究生助理人員：與

計畫性質相關之博士

班或碩士班研究生。 

3.大專學生：與計畫性

質相關之大學部或專

科部之學生。 

 

 

3. 臨時工 臨時僱用且無專職

工作之人員。 

按日或按時支給臨

時工資，依執行機構

自行訂定之標準按

工作性質核實支給。 

 

依科技部發布之臺會綜二字第 1000046048 號行政命令所示，科技部修

訂「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見表五）及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雇主應負擔勞保（含就業保險）及健

保費用參考表」。若專題計畫屬 100 年度（含）以前核定之計畫均以調整前

之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核給；兼任助理人員之工作酬金，另參考

表六。表五所設計之依年資加酬，本具鼓勵有經驗者留任之性質，但仍未

給予主持人依績效給予不同薪資之權限，似有未足。 

另就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所約用之專任助理人員，應由執行機構

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其雇主應負擔部分，由業務費提撥。執行機構如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

康保險法之規定，須為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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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得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之規定，於業務費調整勻支。 

表五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級別 

 

年資 

高 中 

（高 職） 

五  專 

（二 專） 

三 專 學 士 碩 士 

第九年 26,270  32,240  33,790  38,420  43,570  

第八年 25,750  31,210  32,860  37,500  42,650  

第七年 25,240  30,290  31,930  36,570  41,620  

第六年 24,720  29,360  30,900  35,640  40,690  

第五年 24,110  28,430  29,980  34,720  39,760  

第四年 23,590  27,400  29,050  33,890  38,840  

第三年 23,080  26,480  28,120  33,070  37,810  

第二年 22,560  25,550  27,090  32,240  36,880  

第一年 22,050  24,620  26,580  31,520  36,050  

備註：1.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單位為新台幣。 

      2.本表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表六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博士班研究生獎助金 研究助學金 研究酬金 

未獲博士候 

選人資格者 

已獲博士候 

選人資格者 

碩士班研究

生 

大 專 

學 生 

講師級 助教級 

最高以不超

過14個獎助

單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16個獎助

單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4個獎助單

元為限 

最高以不

超過 2個

獎助單元

為限 

6,000 5,000 

備註：1.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單位為新台幣。 

      2.每一獎助單位為新台幣 2,000 元。 

     3.本表自 94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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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備費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單價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

之各項儀器、機械及資訊設備（含各項電腦設施、週邊設備及套裝軟體）

等之購置、裝置費用及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等屬之，本項設備之採購，

以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計畫內如核有儀器、圖書或資訊設備等設

備項目者，應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項目，在核定經費限額內依政府採

購法或學校內部審核規定辦理採購，核實列支。購置之研究設備，除依科

技部合約規定辦理外，均應依行政院頒布之財務標準分類規定列入學校之

財產目錄。 

金額未達新台幣一萬元以上，雖使用年限二年以上，仍應於業務費項

下列支。於經費流用授權範圍內，可簽准由研究設備費流出至業務費支用

（物品）。研究設備費核定之項目如均已採購，則不會要求繳回經費。科技

部核定清單未核列研究設備費，因執行計畫需要，擬自業務費等項目變更

時，應填具變更申請表，敘明理由，送科技部申請，同意後始可報支。 

因執行研究計畫需要必須變更設備項目者，如擬變更之設備項目單價

未達新台幣幣十萬元者，得於計畫執行期限內由計畫主持人循學校行政程

序簽報核准後變更及採購之；如擬變更之設備項目單價在新台幣十萬元以

上者，計畫主持人應於事前填具上開變更申請表並敘明理由，由學校於計

畫執行期間備函向科技部申請，經科技部同意後使得變更及採購之。原核

定設備費單價大於 30 萬元，今擬變更為多項設備，且每項設備單價小於

30 萬元，無論變更前後，如該項研究設備單價大於 30 萬元，皆須報經科

技部同意，並非以「研究設備費」核定額度為區分。 

若研究設備經費如有不敷支用或剩餘，因計畫需要，需流入或流出至

其他補助項目時，如流入數額未超過原核定金額之百分之二十，流出數額

未超過原核定金額之百分之三十者，得由計畫主持人循學校行政程序簽報

核准後辦理，如流入數額超過原核定金額之百分之二十，流出數額超過原

核定金額之百分之三十，或變更為原未核定之補助項目經費者，計畫主持

人應於事前填具上開『變更申請表』並敘明理由，由學校於計畫執行期間

備函向科技部申請，經科技部同意後使得流用或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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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計畫研究人員至國外網站購書，刷卡支付，屬圖書館典藏用之圖

書，無論金額大小均需於研究設備費項下列支。如以刷卡支付，亦未取得

收據等憑證，核銷時應檢附相關訂購、支付證明，書明不能取得憑證原因，

據以請款。近年上網路購物宅配已漸成趨勢，若能引進研究經費之採購卡

機制，應可節省許多查核及公文往返之時間與人力。 

六、結餘款 

依經費處理原則之規定，於各研究計畫經費如有結餘者，應如數繳回。

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及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結餘

款得免繳回，並於研究計畫執行結束後轉為推動校（館）務發展之財源，

依相關規定辦理支用。但其研究設備費及國外差旅費未依規定辦理流用及

變更，且未動支者，應將款項繳回本會。結餘款使用範圍，以與執行研究

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含人事費及其相關費用），及補助出國參加國際學術

活動，補助對象可為研究助理。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科技部報請審計部是否同意就地審計。審計

部不同意就地審計者，應將原始憑證及計畫結餘款繳回科技部；審計部同

意就地審計者，辦理經費結報，經科技部同意後，計畫結餘款，可轉學校

結餘款。目前實務上轉往學校之結餘款，各校處理方式不一。譬如有的大

學是全額轉為該計畫主持人之結餘款繼續依相關規定使用。亦有大學則是

由校、院、系方抽取 40%後，才轉為主持人之結餘款，且需在一定年限內

申報支用完畢。這種校內抽成規定之差異，亦會影響當初科技部設計結餘

款留用以避免主持人消化預算等行為之實效，宜要求各校妥為處理，以免

效果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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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學術文獻 

國內外相關學術文獻主要可分為專案管理與組織內部控制二面向，以下加以

討論。 

一、專案管理 

Srivannaboon & Milosevic（2006）認為專案管理是屬於管理領域中特殊的型

態，類似功能性策略（functional strategies），目的係藉由明確完善的計畫及預算

完成一系列的企業目標、策略及工作任務。專案管理的本質是為了支援組織競爭

策略的執行，達到期望的產出（例如：最快上市、高品質或低成本產品）。Morris 

& Jamieson（2004）指出近代的研究一般認為專案管理是商業過程（business 

process）的關鍵。此觀點將組織當作是一個過程，不同於傳統上將組織作為功能

性或母體形式（matrix form），透過專案管理使公司可以增進價值傳輸系統（value 

delivery system）。因此，當組織將企業策略與專案間相互連結，這些專案更能夠

達到企業目標。一般大學或科研機構多已存有既定之部門組織執行其他任務，當

科研經費導入時，利用「專案管理」之設計，方可突破傳統流程不必要之束縛，

提高創造附加價值之效益。 

Ingersoll & Eberhard （1999）將補助款管理活動從投入至研究產出階段繪製

成流程圖（參見附錄二），並將補助款管理劃分為「預融資」（pre-funded）及「後

融資」（post-funding）。在「預融資」的階段會將重點放在取得執行計畫的認可，

明確闡述完整的計畫，與團隊溝通計畫的貢獻，並認定達成任務的經費需求。此

階段的首要任務包括估計直接及間接成本，確認計畫所需預算，其中需要辨認所

有完成計畫的組成要素，包括：時間、空間、資源及計畫相關旅行等。「後融資」

階段代表已經取得資金，必須設立計畫勘漏（problem resolution）機制，針對個

別執行問題做出處理補救，甚至雇用新成員，以利任務達成，並確定最終版本的

計畫完成時間表，也要建立計畫及支出的監督機制。De Mayer, Loch & Pich 

（2002）則描述幾種計畫的不確定性，他們提出專案管理應該隨不同型態專案的

不確定性採取不同的管理方法。Kerr（2009）指出包含學術研究的專案管理應該

包含三項要素，即「目標之定義」、「偏離目標之定義」及「補救方式」。若缺乏

上述三項要素，則此專案管理的系統就無法針對資訊做出回應，換句話說，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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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無法從中學習經驗。上述要素中之目標係指研發成果目標或遵循所有之主計

法規？或僅指”適宜”之法規？又應由何人？何機構判斷？當研發成果與遵循法

規二者確實有不協調時，又應如何調整？此即我國科研補助專案經費報銷目前面

臨之挑戰，如不妥善解決此一矛盾之目標定義，將妨礙國家研發效能之達成。 

另從專案管理者角度探討，研究計畫的第一步就是要訂定使計畫能夠成功的

方法，而此方法需由主要審查者、大學及其他資金提供者接受。Frame 認為傳統

的專案管理，把計畫的完成著重在「及時性」、「預算」及「規程」。Lucky（2003）

及 Anderson（2004）更進一步指出上述三項「制約」並非每一項學術研究計畫

內的必備要素，而可能被研究人員視為以商業價值侵擾科學研究領域。同樣有學

者認為傳統的專案管理是一種必然浪費時間的方式（Bode, 2000; Brown, 1999; 

Ylijoki, 2003），當專案管理以達成目標為重點，經費報支法令若過度制約，將不

利組織專案之效能發揮。 

任何計劃管理者都會遭遇「時間」、「成本」及「績效」需求的衝突，但使計

畫能夠得以通過仍是首要任務。管理者必須不斷地權衡這些需求，也要不斷地與

雙方協議折衷的作法。若計畫的時程延誤，則可能會增加成本；但若於延誤後突

然阻止計畫，則可能會影響計畫的結果。而每一位專案管理者的責任就是在「時

間」、「成本」及「績效」的三角形中尋求最佳解。Mikkelsen & Riis（1998）拆

解了專案管理者的管理責任，包括：（1）創造最終計畫成果；（2）內部管理─管

理計劃成員；（3）外部管理─組織計畫關係人間之利益；（4）計畫控制─監督財

務、耗時等。這種分析模式適合引用以探討現行科技部研究補助經費核銷制度之

設計重點、理想之管理責任組合及必要之校準方向，目標是尋求法令、合約、管

控三者之理想制衡點。 

二、組織內部控制 

與非營利組織相關之內部控制議題，可分為組織資源、影響組織財務資訊揭

露因素、及實務執行現象等三方面。前者針對內控缺失揭露、組織管理效率及日

常營運經費之運用等，發現當組織管理效率越高時，較有可能獲得捐贈者捐贈資

源（Tinkelman and Mankaney, 2007）；但增加日常營運費用支出是為了維持高度

管理效率時，反而會降低未來捐贈收入的比例（Bowman, 2006）；若組織有舞弊

情形，將使捐贈者質疑管理人運用組織資源之能力，而減少捐贈，進而限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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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資源及營運目標績效之達成成果（Greenlee, Fischer, Gordon, and Keating, 

2007）。林江亮與李岫穎（2008）發現組織若從事多樣化活動，通常揭露較多組

織資訊；且當人事費用越高時，越需要增加資訊揭露以說明組織收入於人事花費

之效益及用途；其他如組織規模及服務價格等，亦與組織內部資訊揭露程度相關。 

在影響組織財務揭露方面，Petrovits, Shakespeare, and Shih （2011）發現內

控缺失對於捐贈收入及政府補助具有負向影響，當組織較複雜、具有財務困難、

規模較小或成長迅速，則較有可能揭露組織內控問題，一旦揭露內控問題時，將

對公司未來組織之收入造成負向影響。最後在現行實務執行方面，之前研究發現

我國國立大學校內多數實務仍採用與公務預算一致之經費處理原則與流程，以辦

理各項研究計畫案，且校內相關內控與稽核規範目前分散於各項辦法要點中，只

聚焦於現行各項流程是否依相關法令或辦法執行，未有一套整合之內部控制機制

設計，不符合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專業標準（周玲臺等，2012）。然而在民國

102 年科技部正式公布支用彈性原則後，各校在科技部研究補助之經費報銷上是

否已予鬆綁，其實施情況及反應如何仍缺乏系統性之瞭解。據本研究所得知，目

前有項目限定之彈性支用辦法，其適用幅度大小及解釋權限在實務上仍易引起研

究人員及管控單位之爭議，更寬鬆之適用或更可增加效益。 

最後，如果公務預算補助款經費報銷之限制無法藉由行政機制或相關司法解

釋解除時，另一條更根本、更浩大的設計則是透過組織重整。參考美國國家科學

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之設計，該基金會直屬總統，依法授權得

管理有關研究經費之支出，與他國政府或組織訂立契約推動研究事務。我國科技

部亦可仿照陸委會/海基會及文化部與教育部/兩廳院之型式，將補助科研計畫之

單位脫離傳統公務體系，成立財團法人之「科學研究補助基金會」（擬制之名稱），

透過基金會簽約委託給科研機構或人員，其經費核銷規範即可完全依雙方合約內

容審查報銷，但其法律上之可行性及適當作法亦將於本計畫中進行探討。 

第三節 國外機構實務規範 

為瞭解國外頂尖研究單位對於科研經費核銷實務以供本研究之參考，本研究

彙整國外學術機構或研究中心，如美國、英國、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國家或地

區對科研補助之實務經驗與規範。以耶魯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史丹佛大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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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Hong Kong）在不同計畫執行階段（如

圖一）之實作情形為例說明之。 

 

 

 

 

 

 

圖一 研究計畫執行階段 

 

一、計畫申請期間 

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U.S.A）於 1301 政策（Policy 1301: Sponsored 

Projects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Financial Closeout）中說明校內受資金補助單位應

明確適用本項政策並遵守資金贊助者所補助之條款與條件，並向資金贊助者提供

期中及期末財務報告，而財務報告中應準確地呈現使用此補助資金之紀錄。該政

策所適用對象涉及主要研究者、部門單位、業務主管單位及財務管理單位。 

    另外，耶魯大學也在 1301 指引（Guide 1301: Sponsored Projects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Closeout Processes）中明確列示向外部資金補助者準確地、有效地

提供財務報告時應注意之細節，及相關核銷方式。 

 

二、計畫執行期間 

分別介紹加州大學與史丹佛大學在計畫執行期間不同的經費核銷方式。加州

大學系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在會計手冊（Accounting Manual）中

訂定相關「支出核准」（Disbursement: Approvals）之專章規範。內容包括四大部

分，即「前言」（Introduction）、「採購之授權」（Authority to Make Purchases）、「各

類支付之授權」（Summary of Authorization Required for Payment）及「參考」

（References）。第一部分於前言開宗明義闡述本專章之核准程序適用於各種不同

類型之非薪資支出。第二部分的採購授權方面由大學董事同意委派校長負責，而

（二） 

計畫執行期間 
（一） 

計畫申請 

（三） 

計畫結案 

核准

撥款 

經費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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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另行委派校監（Chancellors）及實驗室主任（Laboratory Directors）負責

採購之授權。自 1998 年後，校監及實驗室主任另委派學校物料經理（Material 

manager）及圖書館館長（University librarians）負責。第三部分詳列各類型之支

出，並訂定授權層級，以落實分層負責之政策。舉例包括：電腦及相關設備、會

議註冊費、建築契約支出、顧問、具存貨性質之設備、不具存貨性質之設備、運

費及校務基金之補助款等。第四部份羅列相關手冊之參考。舉例包括：學術人員

手冊、商業及財務公報等。 

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訂有「管理指引備忘錄」

（Administrative Guide Memo），其中設有「支出授權」（Authorizing Expenditures）

之專章。該專章分為五大部分，包括：「大學基金負有責任之人員」（Responsibility 

for university funds）、「授權程序」（Authorization procedures）、「核閱及錯誤改正」

（Review and error correction）、「限制用途基金之支出」（Expenditures of restricted 

funds）及「其他資訊」（Sources for more information）。於該專章中規定對大學基

金負有責任之人員有兩種，即「大學主管」（University Officers’ Responsibility）

及「委派授權人員」（Delegation of Authority）。授權程序之內容涵蓋「訓練」

（Training）、「簽名授權之委派」（Delegation of Signature Authority）、「電子簽章」

（Electronic Signature）、「簽名安全」（Signature Security）、「簽名授權之限制」

（Limitations on Signature Authority）、「簽名授權之撤銷」（Revoking Signature 

Authority）。核閱及錯誤改正之程序則包括「部門核閱」（Departmental Review）、

「證據之核閱」（Evidence of Review）、「錯誤改正之責任」（Responsibility for Error 

Correction）、「中心辦公室之核閱」（Central Office Review）。限制用途基金之支

出程序則有「外部限制之遵循」（Conformity to External Restrictions）、「每月的費

用審核」（Monthly Review of Charges）、「每季度的費用證明」（Quarterly 

Certification of Charges）及「紀錄之保留」（Record Retention）。 

 

三、計畫結案期間 

香港研究資助局係由香港政府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提供基金，負責向香港政府建議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在

學術研究上的需要，以及向獲得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分配撥款，為院校內的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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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提供經費，以進行學術研究。 

其訂定有關「資助計畫管理之支出、會計及監督安排」指導原則。該指導原

則之適用範圍涵蓋「合作研究基金」、「早期就業計畫」、「一般研究基金」、「聯合

研究計畫之補助」及「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傑出學者計畫」。而接受資助局補助之

人員及所屬單位都應遵守指導原則之內容，必須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確

定與釐清原則之內容。 

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在資助研究和其他專業及學術活動方面

的主要撥款來源是院校的經常性或整體補助金。院校經常性補助金其中一個主要

部分是用作資助予教職員研究及專業／學術活動有關的基本設施、職員工時、及

間接開支。院校也可從其他途徑獲得研究項目撥款，包括由資助局管理的研究用

途補助金。然而，這些撥款只屬輔助性質，該局提供撥款時亦會假設有關院校已

具備所需的基礎設施支援。總之，本研究參考上述各校或政府之科研經費核銷規

範，做為我國經費核銷修法或管制之參考。 

第四節 麻省理工學院之科研核銷實務 

    除上述以研發先進國家對計畫執行不同階段所做之廣泛性規範討論，本研究

以下以麻省理工學院為例，詳細探討其計畫核銷之規範與流程。麻省理工學院乃

位於美國麻州劍橋市之私立研究型大學，素有「世界理工大學之最」之美名，在

許多單位所做之世界大學排名均列於全球前五名之內，其科研經費亦十分地可

觀，故其科研經費核銷實務與流程相當值得本研究做為參考，以下分別就麻省理

工學院經費核銷相關之道德準則、利益衝突政策與程序、採購規範、支付工具及

差旅費核銷規定做詳細地探討。 

 

一、道德準則 

國家教育採購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Procurement）為採購相關

的人員訂立之道德準則（Code of Ethics）： 

 

1. 首先瞭解學校之目標與政策 

2. 所支用的每一塊錢，盡力求得最大的利益 



23 

 

3. 拒絕私人禮品或謝款 

4. 依政府及學校規定，公平地考慮所有具競爭力的廠商 

5. 誠信不做假的氣氛下，與現有及潛在的供應商進行商業活動 

6. 力求所有產品說明，包括文件、口頭說明、廣告或樣品皆完全符合真實 

7. 在使用他人創意或設計前，取得原創人的同意 

8. 當與供應商發生爭執時，盡力協調達成平等且雙方可接受的解決方法；或

在符合校方規定下，交付第三方仲裁或審查。 

9. 對於合理合法之企業人士，給予適時的禮遇 

10. 與貿易、產業、專業協會團體及公私部門合作，以達成提倡和發展重要商

業運行方法的目的 

11. 培養公正、道德且合法的商業實務 

 

二、利益衝突的政策與程序 

1. 政策聲明 

利益衝突係指財務或其他個人因素可能導致研究人員於設計、執行

或報導研究時，損及專業判斷（professional judgment）及客觀性

（objectivity）的情況。MIT 有責任確保其教學及研究環境能促進新知

識的產生、保障學生積極學習的機會、保護其研究事業的完整性及公信

力。學術副校長負責確保本政策之落實。 

每一位研究人員皆應熟悉並受本政策之規範。若一情況引起利益衝

突之問題時，研究人員必須與其部門（Department）、實驗室（Lab）或

中心主任（Center Head）、MIT 利益衝突主管（Conflict of Interest 

Officer）、贊助計畫辦公室主任（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利益衝突委員會（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或學術

副校長（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進行討論。 

MIT 之政策要求研究人員揭露其當時財務利益，而此揭露必須足夠

讓 MIT 判斷是否財務利益會導致利益衝突，或形式（appearance）之利

益衝突情形。利益衝突之存在或形式不代表任何人有作惡之行為，也不

必然代表研究人員可能無法保留其財務利益及執行受影響之研究。有些

衝突必須排除，但有時 MIT 可以偕同研究人員共同管理已存在或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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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利益衝突，如此研究人員一方面得以最小化可能的偏見，另一方面

亦維護其研究客觀性，而持續其研究。適當的利益衝突管理仰賴充足且

迅速的揭露。 

 

2. 指導原則 

(1) 支持並推動 MIT 任務是研究人員的首要責任，而非推動其個人財務

利益。 

(2) 執行研究必須係為促進學術研究及新知識，而非研究人員或其家族

的個人財務利益。 

(3) 財物的利益衝突必須被辨認，並管理或排除。 

(4) 揭露重大財物利益及外部專業活動係辨認財務利益衝突不可或缺的

部分。 

(5) 不得以增加其自身或其家族財務利益之目的而企圖影響同儕及下屬

的行為。 

(6) 不得扣押研究結果，或基於研究人員或其家族財務利益而提供研究

結果。 

(7) MIT 的資源、名稱及商標不得用於個人利益。 

(8) 必須揭露任何對學生或研究參與者之利益衝突及可能引起利益衝突

之重大財物利益。 

(9) 人體項目研究之潛在財務利益衝突，必須有額外的監督。 

(10) 研究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監督任何家族成員，亦不得負責、支持或

判斷家族成員的僱用、薪資或升遷。 

 

3. 指導原則之應用 

指導原則之應用包含： 

(1) 研究人員不得收受私有營利單位之贊助或贈與，以履行其於組織內

之責任； 

(2) 不得與營利單位簽訂轉包契約； 

(3) 不得與 MIT 協商與其關係個體（related entity）之利益，或與關係個

體協商 MIT 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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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研究人員指導論文的學生不應該參與該研究人員之外部專業活

動； 

(5) 不得將適合由 MIT 執行之研究機會轉給關係個體，例如：研究獎勵

或其他計畫； 

(6) 不得推銷關係個體之產品或服務； 

(7) 不得從事可合理預期會影響關係個體財務狀況之人體項目研究。 

 

      以下情形研究人員必須取得其部門、實驗室或主管之許可，並有相關管

理計畫之後方得進行： 

        

(1) 收受私有營利單位之贊助或贈與，以履行組織內之責任； 

(2) 自公營或非營利單位收受贈與實物使用於其組織責任； 

(3) 自支付研究人員報酬之關係個體接受研究贊助； 

(4) 自關係個體購買貨品或服務； 

(5) 提供貨品、服務或設備使用權予關係個體； 

(6) 聘用非論文指導學生於研究人員之外部專業活動擔任雇員、顧問或

其他角色（該活動可能對學生有益，但不可打擾其學習經驗）； 

(7) 經考量 MIT 之政策及程序後，使員工參與研究人員與關係個體之活

動； 

(8) 要求任命關係個體內之個人參與 MIT 的研究。 

 

4. 懲處 

包含（但不局限於）訓誡、一段期間中止支薪或取消薪資、減少薪

資、免除特權、解聘。 

 

三、採購規範 

1. 採購單及收據：批准及規定 

標準採購單及收據之金額少於美金$3,000 元者，無需經由單位主管

批准和簽名即可支付。以減少單位主管管理員在文書作業程序上負擔，

增加應付帳款處理服務效率，並確保及時向供應商付款，減少廠商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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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MIT 訂單的可能性。 

當單位主管或管理員發現收據上尚有一筆未支付的應付帳款時，或

是已收到的貨物發生損壞或尚未收到時，應儘快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或致

電聯繫，需提供採購訂單號碼、收據號碼、收據金額、問題的描述。 

金額大於美金$3,000 元的收據需由單位主管批准，已批准的收據必

須包括以下內容：採購單號碼、負責人員（已授權負責批准收據上所列

成本標的物的人員）之易辨識簽名、商品或服務的收取日期、成本標的

和總分類帳號碼、收據日期。 

收據金額必須等於採購單上的金額，雖可接受單筆項目金額 50%

內之誤差，但總訂單不可超過$100 元（以美金計價）的誤差，且誤差

不適用於任何轉包契約。若收據與採購單金額不符，單位主管必須提交

訂單變更，以變更採購金額。 

 

2. 複雜契約 

複雜契約(complex contract)包括主要設備採購、專業服務、諮詢、

獨立承辦商、軟體證照、研究與開發及其他任何標準商業條款和協議條

件的契約。服務包括政府準則的應用及來自政府補助的特定契約，主要

設備採購則被定義為總價值超過美金$25,000 者。 

 

3. 採購誠信 Procurement Integrity 

1988 年修正的聯邦政府採購政策辦公室法案第 27 項”採購誠信”規

定，禁止大學及其工作人員執行下列三項活動，這個法律將直接影響主

持人與聯邦政府採購辦公室人員的互動，也可能會影響主持人在任何政

府機構擔任顧問的情形。 

 

    大學及其工作人員不得： 

(1) 和政府人員討論任何潛在未來就業情形。 

(2) 提供任何有價物予政府人員或其家人。 

(3) 向任一政府人員索取私有的(PROPRIETARY)或是選擇評定之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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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條例之規定，可能會失去契約獎勵或部份獎勵，並可能暫停

或排除收到任何來自聯邦的獎勵。 

 

4. 採購訂單取消、暫停及終止 

(1) 暫停  

只要有一個訂單是以公開美元計價，且此訂單已完全被接收並

支付，而非變更訂單的實際內容時，即可使用此非正式的過程。其

可簡易地透過寄發電子郵件的方式暫停一份採購訂單，但信件中必

須註明原始的採購單編號及供應商姓名。 

(2) 取消 

當與供應商協議變更一份採購訂單的全部或部分內容時，即需

遵照此一正式過程處理。例如一位供應商不能運送採購單上的所有

或部分物品或服務。經批准後必須轉發至採購辦公室，且必須註明

原始採購單編號、供應商姓名、變更說明及供應商同意取消的文件。 

(3) 終止 

終止是一種正式過程，在契約完成前，不需再與供應商相互協

議即可結束契約關係。有終止協議和違約終止兩種類型。「終止協

議」指當一份進行中的契約涉及 MIT 的利益時，即可行使此權利

以終止完全或部分的工作。「違約終止」指承包商實際或預期無法

履行契約中所訂義務時，可行使此權利以完全或終止部分契約。 

 

 

四、支付工具的規範 

1. 採購卡 

(1) 採購卡如同個人的信用卡，然這卡片僅是為了 MIT 採購而辦。所有

費用將由 MIT 支付並認列。在線上訓練課程須提交申請文件，並於

完成訓練課程後，才將採購卡發給申請指定的成本標的(即計畫案)。

申請採購卡必須提供：已簽名之申請書、同意表單、完成人，申請程

序大概需要七到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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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如你不同意收費，先與商家連絡，假若無法解決問題，請告知 MIT

採購卡管理人（MIT Procurement Card Administrator）所有細節，無

論如何，採購卡管理人必須清楚所有的細節與處理結果。 

(3) 遺失時原持有者必須立刻連繫採購卡管理人，撥打 24 小時服務專

線，若之後找回舊卡，需將它銷毀。 

(4) 可以在任何時候取消卡片，只要卡片持有者、行政主管、主要授權者

email 給採購卡管理人就能辦理取消，被取消的卡片必須被銷毀。 

(5) MIT 採購卡上的資訊有任何變動，都要與採購卡管理人報備，如地

址、姓名、信用額度、帳號資訊。有些變動需要部門主管或授權人員

核准。 

(6) 所有使用 MIT 採購卡的採購都會使該單位立刻承擔財務上的責任，

在申請這張卡時，持卡者就必須遵行 MIT 訂定的採購政策及指引。

任何使用採購卡不當的行為都會損害其自身權利，甚至遭受處分，更

可能終止使用卡片。 

(7) 使用 MIT 採購卡採購，有被內部、外部或政符部門查核的義務，所

有用這張卡支付的款項都必須符合 MIT 及外部贊助者的規定。銷貨

發票（或收據）及裝箱單（出貨單）都是 MIT 採購卡的重要文件，

裝箱單各品項數量及總數須與發票（收據）一致，如果沒收到裝箱單，

務必跟商家索取，如果發票或收據遺失，檔案上應該要有附註解釋，

內容必須包括：商品的描述、購買日期、購買總數、供應商名字及缺

乏相關文件的理由，這些收據是官方機構的紀錄且須依序排列，保管

在安全的地方。保留這些記錄十分重要，只有保有原始文件紀錄的交

易才可向聯邦政府贊助商核銷。 

(8) 採購卡是供 MIT 社群裡採購金額在 3000 元以下時使用的採購工具，

持卡者能直接向接受這張卡片的供應商購買獲授權（authorized）而

採購商品或服務。如此一來可以減少許多處理程序，如需求單、訂購

單、付款請求、以及紙本收據。採購卡是 MIT 夥伴們所使用的外部

訊號傳輸系統（ECAT 系統）或 MIT 旅行卡等支付工具的補充工具，

而非取代工具，在適當時機仍需使用上面兩種支付工具。 

(9) 採購部門（Procurement）負責管理整個採購卡系統。學術或行政部



29 

 

門都為他們的持卡者帳戶負責。每個部門都需設兩個控制點來管理採

購卡：持卡者及部門驗證者（cardholder and department verifier），且

持卡者與驗證者需為不同人。在其他方面，責任的分配將由部門決定。 

(10) 所有透過 MIT 採購卡採買的財務責任都是由 MIT 負責，卡片持有者

及部門必須遵循以下的責任。持卡者須負完全的責任，其他人皆不能

使用該卡片，持卡者須： 

 遵循指引中訂定的所有政策及程序。 

 從 MIT 或哈佛書店（Coop）辦理採購時，確保指定的號碼（Institute 

coop number）是 13-3。 

 保存所有的證明文件（如裝箱單、銷貨收據）並交給驗證人員

（verifier）。 

 與供應商連絡並解決問題。 

 當卡片遺失或被偷時，立刻連絡 MIT 卡片管理員（MIT Credit Card 

Administrator）。 

(11) 所有使用採購卡辦理適合且受允許的採購時，皆需符合 MIT 的政策

及程序。以下為不能使用採購卡的情況： 

 花費 1000 元以上的設備採購。 

 設備、傢俱、分期付款租賃 

 槍支、管制藥品、彈藥和其他受監管項目 

 呼吸器及防護面罩 

 皮下注射的針頭和注射器 

 大於 4 公升的化學物品 

 瓦斯及承租瓦斯筒 

 學費 

 熱火器或暖爐 

 旅行及娛樂（如：旅館、機票、租車、食物） 

 軟體（但有標準化的公開貨架交易商品除外） 

 顧問諮詢、專業性服務、暫時性服務 

 禮品及禮券（但獎勵性質者除外） 

 個人使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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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活體動物 

 貴金屬 

 花卉、植物、捐款、賀卡或生活事件（如生日、告別式等） 

 預付款 

 

(12) 只有部門員工可以取得該部門 MIT 採購卡的授權，此外，部門必需

遵照下列各點： 

 遵守指引所定的政策及程序。 

 確保部門從採購人員取得並保存所有的運送及採購單。 

 每個月勾稽使用採購卡的交易紀錄報告及相對應的運送文件。 

 保留相關文件，此係「MIT 財務紀錄保留指引」所規定的，所有的

部門皆必需能提供交易紀錄以滿足內部及外部稽核。 

 持卡人停職、調動時，立即通知 MIT 採購卡管理員。 

 當持卡人改變或取消授權時，通知 MIT 採購卡管理員。 

 有任何違法支出發生時立刻通知 MIT 採購卡管理員。 

2. 外幣匯票支付 

大部分的應付帳款都是用美金支付，如需以外幣支付可採用支票或匯票

之方式，應付帳款也能用”外幣匯票 Foreign Draft”支付。 

3. 付款請求 

(1) 當不能使用採購單或 MIT 採購卡時才能使用請款單。以下情況是

使用請款單的時機： 

 支付酬金或客座教授、講師費。 

 支付受試者參與研究的經費。 

 不能使用採購單或 MIT 採購卡核銷現金支出時。 

 支付本地註冊費、會費、訂閱費。（最好的支付方式是用 MIT

採購卡） 

 H1-B 簽證辦理費用，包括申請、反欺詐、優先處理費。 

(2) 為了確保這些設備登記在 MIT 財產系統裡，故核銷超過美金$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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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桌電、筆電、伺服器時，必須提供請款文件。 

(3) 不能使用電子付款請求服務「Electronic RFP Service」的情況： 

 支付供應商超過 500 元。（我們鼓勵採購金額小於 500 時使用

電子商務（e-commerce）或用 MIT 採購卡付款） 

 購買電腦、伺服器或筆電的金額超過 1000 元時。 

 支付顧問或分包商金額在 500 元以上。 

 核銷出差費用（business trip）。（應使用旅遊支出傳票） 

 旅遊墊款（應使用旅行墊款單）。 

4. 電匯付款 

支付應付帳款的首選方法是藉由美國 PayMode 銀行用紙本支票或電子

資金轉帳。然而，有些帳款，可能需透過電匯的方式支付。 

使用電匯時需要下面的資訊： 

 收到該筆資金的銀行（提供完整地址） 

 收款者姓名 

 帳號（該筆資金存入的銀行帳號） 

 國際間轉帳需要銀行的國際代碼 

 國內轉帳需要美國銀行協會代碼 

 

五、差旅費的核銷 

1. 出差前的規範 

(1) 出差人預訂出差行程前必須取得系所、實驗室或研究中心的許可。 

(2) 建議出差人使用 MIT 線上預付系統或 MIT 合作之旅行社 

(3) 為了節省經費，出差人應搭乘與 MIT 合作的航空業者。若出差人

選擇搭乘其他航空，要留心節約經費的使用。 

(4) 為了取得折扣，出差人應及早預訂機票（至少十四天前）。 

(5) 使用哩程獎勵取得之機票無法辦理核銷。除非是最低成本，不然累

積哩程不可以當作選擇航空公司的考量。 

(6) 若在航程超過六小時，或來回行程任一航段超過六小時，可以選擇

商務艙（或頭等艙，如果航班沒有提供商務艙時）。除非計畫經費

有明白允許搭乘商務艙（頭等艙），不然與經濟艙票價差額無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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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核銷。經由線上系統或非合作旅行社預訂機票，辦理核銷時須

提供目的地之一般服務機票最低票價資訊。若是經由 MIT 合作旅

行社，旅行者會自動提供此文件。 

(7) 若出差人因為疾病生理需求需要搭乘商務艙（或頭等艙，如果航班

沒有提供商務艙時），可以向 MIT 人力資源身心障礙服務辦公室

提交申請文件。 

(8) 不建議超過三位教職員搭乘同一航班或搭乘同一汽車出差，以免發

生不幸意外時嚴重影響學院運作。規畫學生團體旅行出差時，不

建議超過二十位的學生搭乘同一航班或交通工具。 

(9) 除非補助單位允許，聯邦政府規定禁止將商務艙或頭等艙機票於聯

邦政府補助的計畫中核銷。 

(10) 搭乘商務或頭等艙的出差人，需依 3.03 所規定提交一般服務機票

最低票價資訊，並將商務或頭等艙與經濟艙的差額分攤至其他非

補助計畫成本標的之裁決性費用。 

(11) 聯邦政府規定使用聯邦基金補助出差必須搭乘美國國籍航空。 

(12) 不論是出差人擁有、承租、駕駛或特許之非商業客機皆不建議使

用，若要使用須取得 MIT 保險辦公室許可。 

(13) 建議出差人使用 MIT 線上預訂系統或 MIT 合作之飯店預訂住宿。 

(14) 建議出差人使用飯店的一般房型或價格具競爭力的汽車旅館。 

(15) 住宿周遭治安應該讓出差人感到安全，不建議選擇治安堪慮的環

境。 

(16) MIT 已經與當地、全國性及國際旅館簽訂大量優惠訂房合約。若

住房費用由學校支應時，單位應多使用這些合約來安排外來訪客

之住宿。相關費用應以部門旅遊卡支付（Department Travel Card），

若訪客自行與 MIT 簽約旅館訂房，請訪客在預訂時提示將使用

MIT 優惠住房價格。 

(17) 若較為方便，出差人可以選擇搭乘鐵路。只要搭乘鐵路票價與最

低一般服務機票之票價為低或相當時，可辦理核銷。 

(18) 當多人共乘汽車至同一目的地可以節省時間與成本時，核銷時將

以普遍所採用之 IRS 哩程費率支付。哩程費率包括運輸和運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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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汽油費用。 

(19) 若因為便利而使用私人汽車，核銷費用不可超過以出發地和目的

地之間機場的一般服務機票最低票價或普遍所採用之 IRS 哩程費

率（較低者為準）。 

(20) 汽車維修、更換零件及汽車保險費用不可以核銷。 

(21) 渡輪費、通行費及合理的停車費用可以核銷，然罰單不可以核銷。 

(22) 為避免損害或遺失，不建議以私人運具運送設備。 

(23) 當地無其他可使用的交通工具，或租車較省時或省成本時，出差

人可以選擇租車。MIT 不支付私人或休閒為目的之租車費用。MIT

保險範圍只限於出差，不包含私人或休閒為目的之使用。若汽車

使用人為出差人之家人時，MIT 亦不支付該費用。 

(24) 租車期間罰單不可以核銷。 

(25) 建議出差人選擇與MIT簽訂合作合約之租車業者以取得租車折扣

及保險保障。選擇這些業者可在若發生交通意外或車輛失竊時，

減輕 MIT 的財務風險。 

(26) 在國內租車時，除阿拉斯加外，出差人不應該向租車業者購買任

何額外保險。在國外租車時，出差人應該向租車業者加買保險，

保險費用可以 MIT 旅遊卡或現金支付。 

(27) 出差人若要同時預訂租車及其他旅遊服務（如住宿或機票），建議

使用 MIT 線上預訂系統。 

(28) 訪客租車，或替訪客租車，核銷費用及保險範圍以 MIT 旅遊規定

及 MIT 合作之租車業者已簽訂合約為準。 

(29) 除非事前取得 MIT 保險辦公室的授權，使用 15 人座小巴費用無

法核銷。 

(30) 出差人建議使用 MIT 旅遊卡支付其他交通費用。 

(31) 若接駁之機場或車站快捷巴士服務不包含在機票或火車票中，快

捷巴士費用加上小費可以核銷。 

(32) 當地若無公共運輸或快捷巴士或該服務不符實際需求時，出差人

員可以核銷計程車費加上小費。包含機場、車站、旅館、（臨時）

出差公務地點的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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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參與會議或研習是 MIT 出差必需的項目，當註冊研討會時，須注

意以下事項： 

(34) 當參與會議需搭乘飛機或過夜住宿時，註冊費應以 MIT 旅遊卡支

付。參與本地會議其註冊費需以 MIT 採購卡支付。 

(35) 出差人應儘量使用飯店為會議參加人所提供之優惠住房價。 

(36) 會議參加人應與大會主辦單位確認至飯店較佳的接駁方法。 

(37) 當要搭機參加會議，至少應提前十四天預訂機票以取得折扣。 

(38) 收據對於事後核銷請款很重要，在出差前，應瞭解下列事項： 

(39) 出差人必須保留超過 75 美元費用的收據。單位可以採用更嚴格的

標準。 

(40) 不論金額大小，出差人必須保留機票、鐵路、旅館和租車的收據。 

(41) 當餐飲或會議有購買酒類，出差人應保留原始收據，以便核銷時

區隔該酒類費用，並分攤至其他非補助計畫成本標的之裁決性費

用內。 

(42) 部分費用即便依 MIT 規定可支用，但原補助計畫仍可能不涵括在

內，應先查明相關補助辦法。 

(43) 根據預訂條款，及時安排與取消旅行行程是出差人的責任。 

(44) 若沒使用的交通票券可以退款，退款金額會補回原先被扣除之成

本科目。大多數情況沒使用的交通票券無法退款，但會退旅遊信

用額度供未來旅行使用。出差人預訂前應向旅行社了解相關細節。 

(45) 若確定行程將取消，出差人必須： 

(46) 至少於原訂出發日 24 小時前聯絡旅行社。 

(47) 在有效期內妥善處理退回之信用額度。 

(48) 透過 MIT 線上費用報告系統提交費用報告。 

(49) 建議出差人了解目的地需要的身份辨識文件，外國入境時可能需

要不同型式的身份辨識文件。 

(50) 建議使用 MIT 旅遊卡支付辦理出差必須的護照、簽證或其他身份

辨識文件。該費用可以辦理核銷。 

(51) 出差至特定國家，出差人需依最新公佈資訊接種傳染病預防疫苗。 

(52) 建議使用MIT旅遊卡支付接種疫苗的費用。該費用可以辦理核銷。 



35 

 

2. 出差時的規範 

(1) 建議出差人使用 MIT 旅遊卡支付所有公務旅行開支，但出差人不

可以用該卡支付私人費用。 

(2) 出差人必須保留超過 75 美元費用的收據（包含酒類）。該收據對日

後核銷與分攤很重要。 

(3) 如果使用 MIT 旅遊卡支付當地旅遊或餐飲費用，無論金額大小收

據必須保留以便日後核銷與分攤。 

(4) 若單次餐飲費超過 75 元，該單據必須要保存。 

(5) 當餐飲或會議有購買酒類，出差人應保留原始收據以便核銷時區隔

該酒類費用，並分攤至其他非補助計畫成本標的之裁決性費用。 

(6) 為了證實開會費用背後的開會目的，出差人必須提供會議或討論會

的議題或會議目的。並列出與會者名單。 

3. 出差後提交費用報告 

(1) 出差人於出差結束三十天內必須透過 MIT 線上費用報告系統提交

費用報告。 

(2) 費用報告必須用來處理現金及 MIT 旅遊卡支付項目的請款。 

(3) 出差人必須提供超過 75 美元費用的收據。 

(4) 當餐飲或會議有購買酒類，出差人應提供原始收據以便核銷時區隔

該酒類費用，並分攤至其他非補助計畫成本標的之裁決性費用。 

(5) 所有公務會議餐飲費必須記入總帳編號 421000 帳戶，此帳戶的費

用除非有明訂補助條文，不可以於聯邦政府補助計畫內核銷。若計

畫允許核銷，為了證實開會費用背後的開會目的，出差人必須提供

會議或討論會的議題或會議目的及費用收據。並列出與會者名單。 

(6) 購買酒類時，出差人應提供原始收據以便核銷時區隔該酒類費用，

並分攤至其他非補助計畫成本標的之裁決性費用。 

(7) MIT 負責結算支付 MIT 旅遊卡簽帳之費用。 

(8) 出差人需在交易日後三十天內整理卡片簽帳交易並提交出差費用

報告。 

(9) 出差人若在六十天內無提交出差費用報告，將會收到逾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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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出差人若在一百二十天內無提交出差費用報告，出差人所屬財務副

院長會將簽帳費用直接從當時出差人申請 MIT 旅遊卡所連結之非

補助計畫成本標的之裁決性費用中扣除。 

(11) 若 MIT 旅遊卡所簽帳之費用有非公務出差目的者，且 MIT 已經結

算支付時，出差人必須以個人支票繳還該費用。 

(12) 若航程超過六小時，或來回行程任一航段超過六小時，可以選擇商

務艙（或頭等艙，如果航班沒有提供商務艙時）。但商務艙或頭等

艙的成本可能無法於計畫中核銷。 

(13) 若出差人以計畫補助搭乘商務艙或頭等艙，出差人於出差結束後提

交費用報告時，請附上一般服務機票最低票價資訊，商務艙或頭等

艙票價與一般服務機票最低票價之差額分攤至其他非補助計畫成

本標的之裁決性費用。 

(14) 日支費為給予固定金額以付每日餐飲、住宿和其他費用，而不以實

際發生費用核銷。日支費不應超過政府生活成本標準（governmental 

standard cost of living）。如採用日支費，將不能以 MIT 旅遊卡作為

支付工具。 

(15) 日支費可以用於：駐留於單位個人之生活費、國內國外出差費用，

或作為事先以 MIT 旅遊卡或現金支付、事後核銷外的另一種核銷

方法。 

(16) 國內旅行欲採用日支費，需事先報請單位主管及出差財務副院長核

准。國外旅行則無需核准。 

(17) 採用日支費，其他費用不得再核銷請款，其他費用包括小費及服務

費、交通費及郵電費。 

(18) 日支費不應超過政府生活成本標準（governmental standard cost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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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相關專家學者之訪談結果與分析 

以下第一至第三節透過專家學者訪談方式以彙整國內現況問題，及國外實務

經驗，並於第四節歸納我國與國外之差異。 

第一節 國內相關專家學者之訪談結果 

國內相關訪談對象如表七，以下陳述與各領域專家學者之訪談重點，相關訪

談提綱參見附錄三。 

表七  國內相關專家學者訪談對象 

 服務單位  姓名/職稱  

 主（會）計人員：    

 1. 國立政治大學主計室  1. 魏如芬主任  

 一般專家學者：    

 2. 台大醫院  2. 柯文哲醫師  

 3. 國立東華大學  3. 吳荗昆校長  

 法律專家學者：    

 4.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4. 陳清秀教授  

 5.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5. 劉宗德教授  

 

一、 主（會）計人員 

1. 國立政治大學主計室 魏如芬 主任 

本校博雅書院的「專案試行計畫」經費來源為捐款，而執行方式採

一萬到十萬元以下採購案可自行採購，目前已省略向會計室遞送採購單

的請購程序，但須經執行長的核准才能執行。在該計畫的同意書明示：

「為符權責一致，並簡化流程，博雅書院總導師於執行本案計畫時，有

關採購案件有無預算之控管、採購支出與計畫用途是否相符，及採購金

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之事務，願自行管理並負責」之文字，此特點可供

科技部辦理研究計畫時於同意書上作增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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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科技部研究計畫相關經費核銷主要受《內部審核處理準則》之

規範，該準則第二點即開宗明義列示所有政府法令都必須遵循，因此如

何賦予計畫主持人更多法令遵循彈性，應在於明確地、簡單清楚地列示

法令的名稱，而非散佈在各處。 

而計畫執行時應如何放寬規定？首先以申請計畫之預算為例，直

接提出較詳細的內容，譬如業務費、設備費、人事費的細項為何，在

申請時要詳細核准，但是事後在核實時就不用全部核，只要核定較重

要的項目，例如計畫主持人費、行政管理費，其餘經費可留予老師自

行運用，不用細項評估，可以節省許多人力。 

首先以教授申請計畫變更為例，該程序有校內核准及科技部核准兩

種程序，前者適用變更金額在 50%以下者，後者則適用金額超過 50%

以上或新增經費支用的科目時採用。此部分的行政流程似乎未能增加生

產力或產生其他經濟效益，基本上應簡化流程，尊重計畫主持人的支用。 

(1) 在報支時，主（會）計人員可以在支出時下科目，亦即事後再分類。

譬如此筆金額屬業務費性質，即分到業務費項下；若屬研究設備性

質，就區分到研究設備費，所以在做經費結報時所填具的經費結報

申請表，即是按照實際（actual）支出情形紀錄，不是按預算

（budget）。亦即一開始的預算不以科目來做區分，而是之後再來

分類科目，這樣才不會因為預算科目而受限，等到實際支用的時

候，再依實際支出的性質，在經費結報的時候做科目的分類。 

(2) 請購的問題，必須先檢視學校的程序是如何授權。有學校以一萬元

以下金額自行採購，十萬以下金額上呈至學院院長，十萬以上就是

學校，這個部分就是校內有討論的空間。 

(3) 而現行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4 條，主要賦予主（會）計人員有內

部審核的責任，為科研經費內部審核的依據在此，此條文的放寬比

較適合是科技部計畫部分的放寬，恐不適用予其他機關，因為教授

自行接計畫比較知道自己的預算金額為何。 

(4) 建議：鬆綁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24 條，內容應增加一個例外規定，

就是排除科研採購作業規定的適用，授權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自

己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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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科技部委託計畫同意書第四點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刪除，反而有模糊焦點及是否適用法令規範之爭議，依個人見解，與

科技部研究計畫相關之法令應包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

費處理原則》，相關適用標準可全部訂在經費處理原則中。而有關經費

支用的標準，可以設定一個範圍，譬如出席費可以訂兩千到五千，或

視出席狀況或等級而定。 

 

二、 科研專家學者 

1. 臺大醫院 柯文哲 醫師 

依過去經驗判斷，自然科學研究一年期計畫案自申請到執行期間結

束，最快至少需歷經 1.5 年，多數需歷經三年。其中在醫學領域方面，

主治醫師都是用 POOLING 的方式以確保人事不中斷，達人員共享、耗

材共享，或利用「A 計畫買 B 計畫，B 計畫買 C 計畫」。若參考國外明

尼蘇達大學之作法為例，耗材費歸自己用、人事費歸公處理，助理是

科部派任的。但在台灣現行會計法制度下缺乏授權概念，實報實銷的

困難點在於無法 POOLING，如果不 POOLING，一般而言很難購買儀

器。另外，以流用 25%範圍而言，根本不夠醫學領域支用，而以台大

醫學院為例，醫院會另扣 30%，留在廠商則扣 8%。宜建議科技部責成

專責單位，建立恰當之 KPI，追綜專案績效，解決目前看帳不看

OUTCOME 的問題。 

現在針對科技部經費報銷，往往一張支出單，必須蓋很多章，理

論上蓋章代表要負責，但現實上卻非如此，多數流程都是行政管理之

形式流程，而非實質管理。如果一件研究案所需的支出項目都能在一

年前確定的話，就不算是研究了，計畫案中常常不允許購買設備（臺

大醫院研究計畫院不准聘人），美國研究人事費比例多數超過 50%，而

台灣研究計畫人事費普遍比例偏低，因此，科技部所補助的研究案，

應具備合理彈性空間。 

  目前仍不太瞭解科技部的「彈性支用／流用政策」為何？但就「增

列研究設備時，當額度在 5 萬元以下得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若依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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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而言，相關儀器設備等器材，普遍超過 5 萬元，因此以 5 萬元

設為門檻實無太多實益。但即便目前科技部已放寬相關支用／流用規

定，但多數校內單位（如臺大醫院）的內規太重，各校多數在結餘款

上另外抽取過高比例的管理費，如此，往往是導致主持人循求其他外

部研究資金來源的動機。另外，以採購經驗來談，當採購金額超過十

萬時，均要三家廠商比價，往往低價者得標，但最便宜的並非是最好

的。 

許多僵硬的規範，往往是建立在不信任的觀點上，因此期望未來

能達到「多點倫理，少點法律」的目標，不能違反之處應加以規定，

能鬆綁的地方，就應放手去做，鼓勵各計畫主持人能達到經濟規模與

綜效，應允許利用 POOLING、鼓勵成立研究群、共同聘任助理，甚至

聘任專人負責經費核銷，以達實驗人才與報帳人才的分工。 

2. 國立東華大學 吳荗昆 校長 

較好的解決方式，除了公務會計系統外，應另設立一個國科會的會

計體系。東華組織專屬的報帳，多用非公務員的人來做這些事，才能

以 open-minded 的方式看事情。但現行制度，卻多是外行人（會計人員）

替內行人蓋章，所以會很多懷疑，一旦碰到相關報帳問題，常常需由

教授親自溝通方能解決問題，往往讓助理承擔很多風險，似乎缺乏道

理。政府機關既然提供了補助經費，就要信任研究人員的學術道德與

素養，給了經費應該要著重研究成果，可以明訂成果不佳就將資金返

還的規定。科技部的計畫是具有延續性的，所以現在有三年期、多年

期計畫案，計畫有連續性應該是要被支持的，但預算、會計、審計制

度卻往往無法配合。 

以國外經驗為例，國外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不需管帳，帳務

及採購均交由系裡聘任的專人處理，國內或許可採多編列管理費方

式，來聘用專職報帳或採購的人員。研究計畫應該要跟很多研究相互

結合，才能更有效率，以國外而言，一個案子找多個資金來源，例如

美國，常看到同一計畫是好多機關一起出資，透過整合各單位的資金

能讓研究更完整，但國內兩個計劃不能放在同一案子是不合理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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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應該要修改這種封閉觀念。國外多設有採購卡機制，因公務可以刷

卡請外賓吃飯，如果是用在個人開銷很容易就被稽查出來。在採購方

面，國外研究員不用自己和廠商溝通，而國外多數的實驗耗材均可向

公用倉庫支領。國外來自公務體系的資金非常嚴格，但也很多彈性，

主要是信賴研究人員是奉公守法。 

 

以下列舉本人執行研究計畫案時，所遭遇的問題或現象： 

(1) 舉辦活動時，會因核銷細節而受到約束。院外辦會議，有餐費限

制；若在院外舉辦會議，必需陳述理由（為何舉辦地點在院外）；

倘若會議本身在國外，大型展覽(ex:日本奈米展－台灣館)還要求

日本廠商要依國內採購方式進行招標程序。參加或舉辦國際化的

活動，卻用國內制式思維去思考，如何提升競爭力？ 

(2) 出國一定要坐國航班機，若搭乘國外廉價航空或使用信用卡付款

還必須填具理由。 

(3) 出國旅費有國科會來文 15 天之內要完成報帳流程。但教授出國

開會，拿到單據，請會計人員確認後，已超過天數之規定，所以

15 天之內的規定無意義，因為根本做不到。 

(4) 如果計劃內的助理研究人員產生變動，必需陳述理由。 

(5) 做研究案時，有時會產生一些過去研究所沒有的重要發現或重要

突破，因此必須重新更改研究計畫的方向，甚至可能要改掉設備

才可以繼續執行。若以國內制度而言，必須重提研究計畫，再重

新執行申請流程，有諸多層層管制。 

(6) 到日本建台灣主題形象館，最低標者有品質不佳之疑慮。但畫設

計圖超過十萬還要做標案，所以都要押在十萬以下，常導致沒有

廠商願意接標。有些儀器希望能用限制性招標，但儀器名字可能

是通用名稱，但細節不同，所以一定要用最低標，不同廠商相同

名稱的儀器都有得標的可能，對研究員而言都是風險。 

另外，吳校長剛返國時的計畫案，有一設備是英國廠商剛生產出

來，與當時研究有關，由於是全世界第一台，所以價格壓很低，

但仍要兩千萬，所以辦理的程序很多，但當時採購完全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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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經費核銷之前、後期間之作法有很大的比較空間。 

(7) 行政院訂了很多日支額，但缺乏意義。如：Berkley 的日支額比

SanFrancisco 高，但實際生活費則 Berkley 較便宜。 

(8) 三個人同進同出，不到十萬，還是要招標, 還要看共同供應契約，

一定要同一間旅行社。 

另外，列舉中研院的經驗： 

(1) 最大問題在各個體系，中研院沒鬆綁，行政院又來一堆規定。

訂規定的人往往對學術研究人員不了解。 

(2) 計畫期間快結束時，必須努力消耗預算，中研院因為只有公務

預算沒有校務基金，所以沒用完的資金必須全部繳回。 

(3) 最有利標要工程標幾千萬才可以，耗人力、耗程序。中研院超

過 100 萬時，若需執行最有利標必需要送總統府簽核。 

(4) 中研院院長曾抱怨科技部管理費很難用，彈性支用只要和研究

相關的事務管理費都可以。但總務會計根本不敢用，沒有自訂

規範或辦法而不敢施行，中研院也沒人敢用”其他”項目報支。

如此一來，審計部查核時，則會提出「本案無依據可循」的意

見，退回本單位查明。 

最後期望審計和會計觀念，應可用負面表列方式（明訂不可核銷

之支出），取代正面表列(有規定才可支用)的思維，因為各種研究案之

支出不可能鉅細靡遺地規定完整。公務和研究理應分離運作，審計部

或主計總處應該針對不同系統有不同解釋，才能夠讓研究補助更有效

發揮。 

三、 法律專家學者 

1.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陳清秀 教授 

只要在經費處理原則中明定適用法規，或明確排除不適用「內部審

核處理準則」第 24 條，或明定只要和研究相符之支出項目即可支用、

不限於一定要與計畫核定購買項目相同等文字，就不需適用所有政府

法規。亦可明定概算比例或統籌運用模式，前者如最低生活費標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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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 總和概括授權使用，不詳談細目；憑收據簽名，支領雜費。後者

如首長特支費，以統收、統支方式，不管實際運用；或業務費和人事

費可以相互流用，此方式或可避開公務預算的牽扯。 

  日本有行政法人制度（如大學），財團法人則屬私法範籌，行政法

人屬公法，具有公共任務。台灣有行政法人中正文化中心之經驗可借

鏡（103.04.07 後已併入國家藝術中心，多館管理），然要將科技部行政

法人化，恐遭受較大的阻力（公務員較不願意轉到行政法人單位），故

修正「科技基本法」或經費處理原則等法令，相較之下較為可行。另

外，亦應考量適度鬆綁「科技採購法參考事項（子法）」，否則將產生

母法已鬆綁，但子法卻又加以規範的情形。 

2.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劉宗德 教授 

國科會契約形式，一般分為刑事契約與民事契約。首先，必需先確

定受補助人和國科會簽定獎補助契約的法律關係為何？行政或民事？一

般而言，獎補助是國家給予私人的行政措施，具有行政目的，因此不屬

於民事關係。但國科會目前立場不明，不認定可予以執行行政處分（即

具有行政裁量權），只能行使公權力措施。由於國科會獎補助案件每年約

兩千多，行政院不樂意國科會做的獎補助是行政處分，因此未獲獎補助

者只能申覆。針對國科會之立場，可另向綜合規劃處彭麗春副處長諮詢。 

以日本育英會組織為例（現已改為學生資源機構行政法人），其給

予學生獎助金，屬行政法律關係，可酌參日本科技文部首頁的相關計畫

申請方案。 

現行科技部經費補助計畫係由科技部與受補助單位簽定「專題計畫

補助合約書」並由科技部給付受補助單位一定金額比例（約占研究計畫

經費 10%）之管理費。建議可修正契約簽訂之雙方，由科技部與受補助

人簽定計畫執行契約，再由受補助人給付回饋金予受補助單位，由受補

助單位擔任”履行輔助人”身份，協助計畫主持人辦理相關採購或經費核

銷事務。另外，受補助單位可依教師法第十四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停聘或延聘違背學術倫理之計畫主持人，科技部亦有權不再受理該

類申請人終身之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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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會）審計人員之座談彙總 

本研究於民國 103 年 3 月 12 日假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八樓第二會議室，

召開「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法令規範與管理控制之校準研究」主（會）

審計人員之座談會議，以探討國內科研計畫經費報銷實務之規範內容及窒礙之

處，並與邀請之來賓交流目前本研究執行方向與研究發現（專家訪談結論、問

卷調查結果、初步研究建議）。以下表八臚列本座談會邀請之專家人員。 

表八  座談會邀請之主（會）審計人員 

 服務單位  姓名/職稱  

 1. 監察院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1. 張國欽副處長  

 2. 監察院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2. 陳幸惠科長  

 3. 行政院教育部會計處  3. 黃永傳會計長  

 4.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  4. 黃叔娟處長  

 5.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  5. 黃凱苹專門委員  

 6. 行政院科技部主計處  6. 蔡麗珠科長  

 7. 行政院科技部綜合規劃司  7. 許嘉文秘書  

 8. 國立成功大學主計室  8. 楊明宗主任  

   

本座談會主要討論議案有四，如下所示。會議紀錄請詳附錄三及四、附錄

四-1及附錄四-2。 

第一案：討論科技部自訂補助研究計畫經費核銷辦法的可能性。 

第二案：討論研究經費增列計畫主持人裁量性費用的可能性 

第三案：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針對科研補助經費修正部分條文之可能性。 

第四案：目前科技部係以近年補助計畫之研究成果及出版情形作為專題計

畫申請案之評分參考。討論發展更積極、更及時之科研計畫研究

成果評估考核機制，以提高研究計畫績效產出之可能性。 

 

第三節 國外相關專家學者之訪談結果 

先進國家及許多國際知名學術機構長年推動學術研究不遺餘力，維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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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學術研究環境吸引並留住全球優秀人才，而我國正面臨制度重整階段，

國外寶貴經驗實值得我國借鑑。本節紀錄與國外知名研究學者及高階主管請

教各單位之科研補助計畫經費核銷原則、管控法令、辦理經驗及建議等，以

供我國未來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改革之方向。國外相關訪談對象彙整於表九，

訪談提綱參見附錄三，相關會議記錄參見附錄四。 

表九  國外相關專家學者訪談對象 

 服務單位  姓名/職稱  

 1.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系  1. 楊丹青教授兼系主任  

 2.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系  2. 鄭振興教授兼系主任  

 3. 新加坡管理大學會計系  3. 陳智灜教授  

 4. 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管理學院  4. 何莉芸教授兼副院長  

 5.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會計系  5. 何麗琴教授兼系主任  

 

1.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系 楊丹青 教授兼系主任 

研究計畫之經費來源主要有政府補助及系補助兩種。來自政府單位

之計畫經費（government research grant）其使用限制比較多，提計畫案

時必須明確列示助理薪資、設備款等之預算，基本上乃依預算所列用途

花費，必要時在規定範圍內以填具一張表提出變更經費用途之說明，譬

如是否可以將經費用以購買設備，這種就不一定，因為來自政府補助的

經費受限規定不同，不一定可以流用。此外，國家核銷經費的時候是依

各校自己訂的辦法，政府規範中並未明確列示支用金額的上下限。以香

港中文大學為例，中餐的上限是港幣 300 元，晚餐的上限為港幣 500

元，教授的差旅住宿、餐費等並不需提供單據，出席會議住在大會安排

的旅館之住宿費一定會支付 ，如果超過標準時則核實報支，因此較不

易發生假發票問題。 

另一方面，系補助經費主要來自本系推廣班、各班別之學費收入結

餘款，由系上自訂規範，因此最有彈性，賦予系主任核准經費支用最大

核決權限，每位教授一年可以花費港幣 6 萬元於相關研究教學費用上，

只要具體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核准即可支用，而系上設有專門辦理經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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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人員，經申辦核准後大約一個月，教授即可收回墊款。 

學校對採購資料庫的研究經費支出規定最寬鬆，只要有兩位以上老

師提出購買需求即可以學校預算採購，如果只有一個人就是用自己的經

費買。 

 

2.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系（HK POLYTECKNIC U） 鄭振興 教授兼系主任 

基本上給予教授研究經費是因為其科研表現優異（MERIT-BASED 

GRANT），因此要以研究成果審評為重心。香港 UGC 的 GRF 結果審查

非常正式而完整。以 2013 年為例，會計領域聘請兩位國際學者及一位

本地學者擔任召集人。由他們針對每項申請案邀請數位適合的專家學者

參與評論後 ,先就每位主持人做出評審結果建議，再由聯席會議

（BUSINESS PANEL）決定最終的評分。會後並將評審結果正式行文通

知每一位主持人。 

至於經費的支用不是專業審查的重點，原則上非常尊重主持人，設

備購買亦自行決定取捨。採買項目以單據繳回，過程很簡單，也無需逐

一細述品名。因為預算只是核給經費時的參考，會計核銷不需完全符合

預算項目，支用只要與研究相關，極有彈性。惟一旦有虛諉濫用的情事，

學術聲譽立刻大受傷害，主持人自會謹慎自珍。出事時學校亦會嚴重處

分，包括革職，所以大家均會小心誠實申報各項費用。 

 出國開會依各校規定報支，一般每年會有上限金額，但不針對出國

次數或地點做規範，單次總支用設有上限，但核實時需提供單據或依

PER DIEM 報銷皆可。如果 HEADQUARTER HOTEL 收費高於 PER 

DIEM，亦可提供單據報支。所有出國開會需要事前經過系主任同意方

可報支。宴請外國學者餐費報支上限為中餐 HKD$300，晚餐 HKD400。 

 

3. 新加坡管理大學（SMU）會計系 陳智灜 教授 

建議國內訂定一個金額之補助額度（如新台幣三或五萬元）為計劃

主持人自行裁決之支出，只要與研究相關即核實報支。其優點為（1）

主計人員不必對細小項目的支出執行內容確認與核准，可以大量減少主

計人力負擔，節省國家人事成本。（2）授權主持人自行裁決支用項目，



47 

 

同時賦予彈性與自主權（Autonomy），並可降低報支費用的研究人力成

本，有助研究人力轉入更重要的科技研究項目，直接提升研發成果。 

報支費用的行政流程應予簡化，並委由專人集中處理，減少研究人

員的負擔與干擾，讓研究人力回歸研發專業。 

出席國際會議 HEADQUARTER HOTEL 的住宿費全額可以報支，

以利參加晚間的社交與 GRAPEVINE NETWORKING 活動，或白日的

臨時交流事項，充分達成參加會議之目的。 

由於大學的 EMBA 等延伸教育收費自主，可以完全反映社會的供

需情形，所獲得的結餘款可以鬆綁自行運用，此時由於校內已提供教授

足夠的資源，解決一般的辦公與設備費用需求，而政府補助的科研費用

即僅能用於其他研究相關的支出，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爭議。 

 

4. 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C IRVINE）管理學院 何莉芸 教授兼副院長 

美國大學研究補助經費的報帳基本假設教授是誠實申報的，譬如飲

食招待等費用若少於 USD$50，只要註明用途，甚至不必收據亦可接

受。超過 USD$70 才需逐項列出項目。建議台灣亦可規定 NTD$500

以下小項目支出可以不要收據，以降低行政成本，減少教研人員的報帳

工作。 

雖然原則假設大家守法，但控制機制仍然必要。包括事前妥為宣導

週知補助經費報帳應遵循的規則，與違反規定時嚴格與明確的處分，再

加上事後抽樣查核，即足以防杜犯罪行為。而且可以用最低的稽核成本

達到最高的研究效益。 

研究人員自行開車前往執行研究項目，應可以訂定里程歸墊金額

表，依實際距離支給汽油錢與汽車折舊成本。 

若在台灣舉辦國際會議，應可補助居住外地的國內學者住宿大會旅

館的費用，以落實和與會人員交流溝通的目的。出國開會大會旅館的住

宿費若超過表訂日支金額，在預算有餘的情況下，亦應得予報支。 

 

5.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會計系 何麗琴 教授兼系主任 

在美國人文社會學科很少申請聯邦政府相關的研究計畫補助，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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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大學或學院利用企業民間捐款，或校内資源，根據教師的績效，以

merit-based 方式做為獎勵所發給的，教師可以任意運用於教研相關事

物，有時也規定可以轉為薪酬帶回家的比例，彈性極大。 

台 灣 由於 科技 部的科 研 補助 是依 照計畫 申 請通 過而 得

（project-based），實務執行時無法也沒必要清查支出是否全為該計畫所

需，因此一般已擴大接受所有研究相關支出報帳使用，放鬆少許。日後

建議可以再設定特定金額以內，不限內容由主持人裁決使用。雖是計畫

補助，仍可加大主持人自由與研發自主性。 

有關假單據如何處罰，原則上採事前相信，以學術界重視教授名譽

之觀點考量，若事後查證有發生道德問題或嚴重舞弊情形，學校將予以

開除，移除研究教學之年資，不再續聘。 

第四節 國內外實務經驗異同之討論 

經專訪國內、外各領域（主（會）計、法律、醫學領域、科技領域）之專家

學者後，本研究針對訪談內容之「出國差旅費」、「餐費」、「結餘款」及「舞弊行

為」等重點，於表十彙整比較國內外核銷實務之差異處。首先在出國差旅費部分，

我國作法需先向補助機關申請，於申請通過後始可獲得定額補助，並於事後繳交

出國心得報告方得核銷；而依香港經驗指定旅館超過日支額限度則核實支付，否

則不需提供單據。在餐費部分，不論國內、外均設有用餐之限額，惟國外限額較

國內規範寬鬆。針對結餘款而言，國內受補助單位所抽取之比例不一；而國外亦

由受補助單位自設規範。最後於計畫主持人之舞弊行為方面，除法律責任外，國

內各校針對道德瑕玭逐漸有較明確之作法；但依美國經驗論之，主要尊重計畫主

持人之學術道德，惟發生不實單據之舞弊事實時，將予以開除或解除年資等嚴厲

之懲處。另外有關國內、外學術監管之思維，則於第伍章第一節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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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國內外各項重要科研支出核銷實務之異同 

項目 國內作法 國外作法 

1.出國差旅費 經申請通過補助後，得

依出國目的地提供定額

補助。返國後尚需繳交

出國報告，始得核銷。 

香港：不需提供單據，超過

標準時，核實支付。 

新加坡：Headquarter Hotel

住宿可全額報支。 

2.餐費 僅提供定額補助，如於國

內舉行會議每人用餐費

為新台幣 80 元；召待外

賓用餐，每人最高可至新

台幣 200 元。 

香港：每人中餐港幣 300

元 ， 晚 餐 港 幣

400~500 元。 

美國：每人少於美金 50 元

時，僅註明支出用途

即可;若超過美金 70

元，則須逐項列支。 

3.結餘款 各受補助單位抽取管理

費之比例不一。例如：國

立政治大學抽取 30%；國

立成功大學則不針對結

餘款另抽取管理費。 

香港：各單位可自訂規範，

具彈性。 

新加坡：各單位可自訂規

範，具彈性。 

4.舞弊行為 未有明確規定。 美國：採事前信任態度，事

後嚴懲（如開除或移

除研究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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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經費核銷實務現況調查分析 

第一節 問卷設計 

一、 問題總綱：根據「授權」、「核定」、「記錄」、「支付」等核銷流程考量經費核

銷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以下分別依相關項目、被授權人及授權範圍、已

知計畫主持人執行困擾及易導致違法或不妥行為等分述之，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  核銷流程問題總綱彙整表 

核銷流程 相關項目 被授權人及授權

範圍 

已知 PI 執行

困擾 

易導致違法或

不妥行為 

（A）

Authorization

授權 

（Aa）業務費用 Aa.計畫主持人

（PI）須遵循所有

公務預算相關法

令、慣例及函文，

以使用補助金額 

Aaa.多項基於

研究需要之真

實支出礙於各

項法規無法報

支，經常造成

PI須個人貼補 

A.蒐集不真實

之支出單據進

行報銷以彌補

真實卻無法報

支之研究費用 

 

B.消化預算 Aab.所有公務

預算相關法

令、慣例及函

文多如牛毛，

又散見各地，

易造成 PI 無

法顧及之疏忽 

Aac.許多相關

規定過時又不

合理，無法令

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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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研究人

力費 

1.兼任

大學

部/碩

士研

究助

理 

Ab1.固定金額由

計畫主持人自聘

人選 

    

2.兼任

博士

研究

生助

理 

Ab2.一定範圍金

額內由 PI 自訂金

額並自聘人選 

    

3.專任

助理 

      

（Ac）設備費

（採購相關規定

於另一張表） 

      

（Ad）

差旅費 

1.國外   Ada.經費太少   

2.國內   Adb.不允許支

出者核定報支

差旅經費 

變相鼓勵國內

學術團體前往

國外舉辦會

議，與國家提倡

國內旅遊之政

策違背 

3.Head

quarter 

Hotel 

  Adc.日支數不

夠報支者支付 

前往國外開會

卻無法住宿大

會指定旅館 

（B）

Approval 核

（Ba）支出之專

業合宜性，即為

Ba1.PI 所屬系所

單位主管 

Baa.各機關主

計人員不計金

由於是否為研

究所必需之認



52 

 

定（現階段之

爭議、抱怨最

多） 

完成研究計畫所

必需之判定，應

回歸由主持人及

系主任、校長專

業認定，而非任

由主（會）計人

員依全國各種公

務機關歷年之查

核意見、函令、

慣例、法規等逕

自予以要求認

定。 

Ba2.PI 所屬機構

一級單位主管（一

定金額以下授權

代判） 

額大小一律規

定 PI 提供文

字說明或簽名

切結各項支出

以供其判定支

出是否為研究

所必需 

定轉由主(會)計

而非研究專業

單位予以認

定，經常造成爭

議與困擾，也間

接產生有需要

以假發票報支

真經費之現象 

Ba3.PI 所屬機構

首長（一定金額以

下授權代判） 

  

（Bb）

支出之

合法性 

1.品項

支出

與預

算相

符 

Bb1.主計人員 「品項」之定

義不明，係指

預算科目之

「業務費」或

會計科目之

「文具」?各校

實務上，甚至

更細瑣到「鉛

筆」、「橡皮」、

「紙張」…，

「品項」詳細

程度由承辦人

員決定。 

主（會）計人員

要求研究人員

所有文具或業

務費支出，不論

多微小金額均

須逐「品項」說

明列示簽章。 

2.單據

證明

合於

規範 

Bb2.主計人員 「規範」及「法

令」、「函文」

範圍內容不

明，無人可提

有些規定在支

出時並不知

悉，造成事後主

計人員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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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完整之「相

關法規」清單

以供科研人員

逐項檢視確

認。 

前審核」時不予

通過。 

（C ）

Recording 

記錄 

（Ca）核對單據

真實性及合法性 

Ca.主計人員 單據真實性及

合法性(而非

認定是否為研

究所需) 

科技部未本於

職權，對於適用

科研經費之合

法核銷訂定明

確之法律規

範，導致主（會）

計人員與研究

人員對於法規

適用範圍無所

適從之亂象。 

（Cb）檢查授權

核決流程 

Cb.主計人員 確定支出在預

算金額之內 

預算科目間之

流用限制目的

為何?鬆綁預算

科目的支用限

制有利研究效

率提升似對國

家沒有壞處。 

（Cc）依單據金

額入帳 

Cc.主計人員     

（D）

Payment＆

Reimbursement 

 

支付及歸墊

（Da）事後轉帳

或撥付現金 

Da,出納人員 Daa.PI 滿意度

及各單位撥付

現金快慢不同 

  

（Db）信用卡使

用（僅限國外會

Db.PI Dba.國內使用

研發採購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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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 議及差旅機票費

用） 

機構極少 

（Dc）零用金預

支 

Dc.PI Dca.零用金預

支的規範常過

於複雜 

  

（Other）特

殊項目 

流用/彈性支

用 

（Oa）科研經費

流用彈性 

  目前只開放五

個項目可以流

用，又有認定

之爭議，建議

可以擴大，因

為確實可以有

助解決研究人

員之困擾 

  

（Ob）科研經費

支用彈性 

（Oc）健全內部

控制機制 

二、 問卷問題：根據問題總綱所衍生的問題 

核銷流程 問卷問題 

（A）

Authorization

授權 

業務費： 

1.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究人員級別，您同意科技

部給予專任後博士人員、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工讀生的

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助理或研究人員。 

2. 您同意現行規定變更助理級別僅須報校內簽准，有助於聘

用適合計畫級別的助理。 

設備費： 

1. 您近二年所執行過的科技部計畫，是否經歷過設備採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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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2. 在您的研究計畫中，負責報帳核銷的助理是否熟悉設備的

採購程序。 

3. 您同意貴單位的總務同仁對於採購程序提供許多協助，可

以及時且順利地完成設備採購。 

4. 您同意採購程序十分廢時、廢心，降低研究計畫的效率。 

5. 您同意科技部補助科研設備時，應允許多個研究計畫共同

整合採購一項設備。 

6. 在採用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最有利標時及辦理科技

研發採購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的困難。 

7. 您同意研究設備的採購若依最低標決標，無法取得最理想

的設備或服務。 

8. 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規定，公立學校接受政府補

助、委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辦理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

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您是

否曾依貴單位所訂「科研採購辦法」辦理採購？ 

9. 相對於一般政府採購，您同意貴單位已在科研採購之小額

採購程序上予以放鬆。 

10. 您同意貴單位其他科研採購流程（非小額採購）已提供足

夠彈性，並符合您的採購需求。 

差旅費： 

1. 您同意現行表訂「公務人員因公出差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數額」，可以滿足實際住宿、膳雜及交通需要。 

2. 您同意科技部補助計畫核定給您的國內差旅費金額，足以

支應實際住宿、膳雜及交通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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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同意核銷國內差旅費所需準備的文件（如：國內出差旅

費報告表等）太過繁雜。 

4. 您同意參加在國內舉辦經認可之國際學術會議，科技部所

補助的金額應當允許核銷大會旅館（headquarter hotel）的

住宿費，不受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的限制。 

5. 您同意現行表訂「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

員生活費日支數額」，可以滿足實際出差人員之住宿費、

膳食費及零用費。 

6. 您同意科技部補助計畫核定給您的國外生活費日支數

額，足以支應實際出差人員之住宿費、膳食費及零用費。 

7. 您同意國外差旅費依規定須於 15 日內核銷，時間過於倉

促。 

8. 您同意核銷國外差旅費所需準備的文件（如：國外出差旅

費報告表、匯率表等）太過繁雜。 

（B）

Approval 核

准（現階段支

爭議、抱怨最

多） 

1. 校內會計／主計室辦理業務費雜費核銷時，給予主持人執行計畫

足夠的彈性，不會過於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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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特

殊項目 

流用/彈性支

用 

 

彈性支用/流用： 

1. 少部分計畫之必要支出落於計畫執行期間外（如印製文

件、參與學術會議等），您同意應放寬計畫結束後一、二

月內，仍可繼續支用計畫經費。 

2. 您同意除少數項目如機票、國外消費外，不可使用信用卡

支付。 

3. 若原計畫未核定研究設備費，需增列研究設備費時，當額

度在五萬元以下得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您同意此金額已

可滿足主持人彈性添購研究設備的需求。 

4. 目前已實施之彈性支用額度對會議出席費、文件撰稿費、

審查費、講座鐘點費、田野調查受試者費、國內交通費及

外賓交流之餐費、餽贈均有放寬，您同意上述用途類別已

可滿足主持人經費使用的需求。 

5. 您同意目前科技部所訂的彈性支用額度─每件計畫每年總

額 2%並以 2 萬 5 千元為上限，已符合您的需求。 

6. 您同意依目前物價水準，開會餐點限定為每人每份以 80

元為限，已符合需求。 

7. 現行流用規定，「累計流入及流出未超過該項目原計畫核

定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得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流用」，您

同意已給予主持人足夠彈性以執行計畫。 

結餘款： 

1. 您同意您所屬單位應該針對計畫結餘款另行收取管理費。 

2. 您所屬單位針對計畫結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為何？ 

3. 您同意您所屬單位針對計畫結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

合理 

4. 您同意您所屬單位對於結餘款的使用已給予足夠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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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科研人員之問卷分析－非開放式題項 

    為了瞭解研究人員對於現行核銷實務所遭遇到的困擾以及對核銷規定改革

鬆綁的認同度，以作為本研究提出校準建議的基礎，本研究彙整國外知名研究學

府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費報支實務作法，以及國內外專家訪談中提到的經費

報支困擾、意見及建議後，設計研究問卷進行調查。問卷問項包含經費核銷主要

議題，即業務費、差旅費、採購、科研採購及結餘款等五大類別。在正式施測前，

為了進行問卷前測，本研究邀請數位曾經執行過國科會計畫之主持人試作本問

卷，並已將該前測所得之的填答回饋，用於修正問卷問項。詳細問卷問項可參考

附錄五，並於表十二彙整本次問卷數量之統計。 

表十二 問卷回收數量統計表 

項目與說明 NCCU 問卷 

統計數 

Google 問卷 

統計數 

1. 寄送期間 首次寄發 2014/01/17 2014/02/14 

首次催收 2014/01/28 
2014/02/19 

2. 問卷寄發總數 合計 24096 份 

3. 未以電子郵件方式成功寄送者 合計  497 份 

4. 實際發出問卷總數                        24096 – 497 = 23599 份 

5. 問卷回函 

(1)問卷回覆總數(2014/3/3 問卷下線) 719 份 6226 份 小計：6945 

(2)無效回覆問卷 77 份 99 份 小計：176 

(3)有效問卷總數 642 份 6127 份 小計：6769 

備註： 

1. 總回函率：6945/23599 = 29.42% 

2. 有效回函率：6769/23596 = 28.68% 

本次問卷施測對象為近五年曾經執行國科會計畫的計畫主持人。由於人數眾

多，為了縮短作業時程並增進效率，因此本調查決定採用網路線上填答問卷的方

式進行。計畫主持人的電子郵件地址由行政院科技部提供，共 24,096 人，但其

中 497 為無效的電子郵件地址，故本研究成功寄發問卷填答邀請信給 23,599 位

計畫主持人。本研究原先使用國立政治大學問卷系統做為施測平台，於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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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7 日寄送問卷邀請，並於民國 103 年 1 月 28 日針對尚未填答者進行催收，

然而施測期間發現到政治大學問卷系統原先目的僅為校內問卷調查使用，無法負

擔數量過於龐大的校外填答者。因此緊急將問卷施測系統轉換為 Google 

Document 的免費問卷平台，於民國 103 年 2 月 14 日起對尚未於政治大學問卷系

統填答的受試者重新寄發新的問卷邀請，並於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進行催收，

問卷系統於民國 103 年 3 月 3 日下線。總計兩個問卷平台共有 6945 人完成填答，

回覆比率高達 29.42%，顯示相當多計畫主持人關心本研究議題。其中 176 份為

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676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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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填答者於各學門分佈圖 

此次回收到的問卷樣本於各學門分佈見上圖二，樣本中各學門分佈和原先行

政院科技部所提供近五年曾經執行國科會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名單的學門分佈有

顯著差異（χ2=24.80463, p<0.0001），相較之下工程及自然處計畫之主持人較踴躍

填答，而生物及科教處計畫之主持人填答情況較不踴躍。關於此次樣本中計畫主

持人近五年執行國科會計畫數量的分佈請見圖三，填答本問卷主持人近五年執行

二至三件計畫者為最多（約 41%），其他依次為四至五件（約 33%），僅一件（約

15%）及五件以上（約 11%）。以下就各大類的問項，進行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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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者近五年執行國科會計畫的數量之分佈

 

圖三 填答者近五年執行國科會計畫數量分佈圖 

一、 業務費 

業務費第一部分詢問有關助理、工讀金人力費的問題，依博士後研究人

員、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工讀生不同級別之研究人力分別詢問。首先詢問

近二年是否曾聘任過某一級別之研究人力，若答覆有，則繼續詢問國科會給

予之薪資是否足以聘請到適任該級別的研究人員。本研究測量填答者對某項

陳述的認同程度時，皆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衡量，1 分至 5 分

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及非常同意。結果顯示分別有

9.5%, 27.7%, 86.6%及 42.7%的填答者聘任過專任博士後研究人員、專任助

理、兼任助理及工讀生。關於對於國科會所給予的薪資標準，如表十三所示，

不論聘任的級別為何，填答主持人大多均認為國科會給予的薪資標準可以讓

計畫主持人聘任到適任的研究人力（眾數及中位數皆為 4）。現在國科會研

究人力費皆隨著公務人員（專職）或最低時薪（工讀生）調整，或許因此研

究人力所給予的勞動的薪資較不會有過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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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業務費」－助理、工讀金人力費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位

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

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

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專任

博士後研究人員"。 

 

4  4  2  4  2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

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

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專任

助理"。 

 

4  4  2  4  2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

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

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兼任

助理" 

 

4  4  3  4  1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

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

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工讀

生"。 

 

4  4  3  4  1 

           

業務費第二部分的問項著重於業務費使用的方便程度，分析的結果詳見

表十四。超過七成五的填答者同意變更助理級別僅須報校內簽准的簡化流

程，可以幫助計畫主持人聘用適合計畫級別的助理。目前經費報支提交的單

據必須於計畫執行期間內，然而部分計畫的必要支出皆落於執行期間外，如

印製報告、參與學術會議等，因此亦有超過七成五的填答主持人同意應放寬

計畫結束後一至二個月內，仍可繼續支用計畫經費。關於信用卡的使用，超

過五成的主持人不同意僅允許機票及國外消費使用信用卡的規定，目前網際

網路早已十分普及，許多商業交易也採用電子交易的方式進行，限制信用卡

的使用想必會造成許多不便，本研究認為科技部應更先進的鼓勵各單位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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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公務採購卡，一方面可以提高計畫主持人採購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可

以加強管理控制的效率，實為兩全其美的方法。 

再者若原計畫未核定研究設備費，需增列研究設備時，當額度在五萬元

以下得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超過七成五的填答者同意此金額已可滿足主持

人彈性添購研究設備的需求。然而不同學門的填答者對於此問項的認同度有

顯著差異16（χ2=362.121, p<0.001），超過五成屬於生物學門填答者不認為五

萬元以下研究設備增列的流程簡化可滿足主持人彈性添購研究設備的需

求。自然學門的填答者對此問項持正反意見比例約相當。這或許因為不同學

門計畫所需的設備金額上有所差異造成。本研究發現到超過五成的填答者不

同意「開會餐點限定為每人每份以 80 元為限，已符合需求」。以目前的物價

水平而言，特別是北部地區，八十元的確已經不容易買到合適的開會餐點。 

表十四 「業務費」－使用程度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位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您同意現行規定變更助理級別僅須

報校內簽准，有助於聘用適合計畫級

別的助理？ 

 

4  4  4  5  1 

少部分計畫之必要支出落於計畫執

行期間外（如印製文件、參與學術會

議等），您同意應放寬計畫結束後

一、二月內，仍可繼續支用計畫經

費。 

 

5  5  4  5  1 

您同意除少數項目如機票、國外消費

外，不可使用信用卡支付。 

 
2  2  1  3  2 

若原計畫未核定研究設備費，需增列

研究設備時，當額度在 5 萬元以下得

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您同意此金額

 

4  4  2  4  2 

                                           
16 關於學門的交叉分析，本研究採用 Kruskal-Wallis 之方法，檢定不同群體間，其中位

數是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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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滿足主持人彈性添購研究設備

的需求。 

您同意依目前物價水準，開會餐點限

定為每人每份以 80 元為限，已符合

需求。 

 

2  2  2  3  1 

           

近年來國科會對於計畫經費使用進行改革，增加許多支用彈性，如對經

費累計流入及流出未超過該項目原計畫核定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得依校內行

政程序辦理流用的行政簡化，或是彈性支用額度項目的鬆綁，超過五成的填

答者皆有正向的看法。然而對於是否同意彈性支用額度為計畫每年總額 2%

並以 2 萬 5 千元為上限，不甚認同者偏多（眾數為 2）。可見得彈性支用之

鬆綁措施得到大多數填答者之肯定，並期望能有更多之彈性項目與空間。結

果參見表十五。 

表十五 「彈性支用額度」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 位

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目前已實施之彈性支用額度對會議

出席費、文件撰稿費、審查費、講座

鐘點費、田野調查受試者費、國內交

通費及外賓交流之餐費、餽贈均有放

寬，您同意上述用途類別已可滿足主

持人經費使用的需求。 

 

4  4  3  4  1 

.您同意目前國科會所訂的彈性支用

額度(每件計畫每年總額 2%並以 2萬

5 千元為上限)，已符合您的需求。 

 

2  3  2  4  2 

現行流用規定，「累計流入及流出未

超過該項目原計畫核定金額百分之

五十者，得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流

 

4  4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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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您同意已給予主持人足夠彈性

以執行計畫。 

           

二、 差旅費 

差旅費的問項分為國內差旅費及國外差旅費二大類，首先詢問填答者是

否曾經核銷過國內或國外差旅費，若答覆有，則再詢問國內差旅費或國外差

旅費之相關問項。依表十六結果顯示分別有 65.12%的填答者曾經核銷過國

內差旅費，有 75.54%的填答者曾經核銷過國外差旅費。國內差旅費部分，

超過五成的人皆不同意公務人員因公出差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及計畫

實際核定國內差旅費金額可以滿足實際國內出差的需求。約有五成的填答者

(49.68%)認為國內差旅費核銷文件太過繁雜。另外近年來國內舉辦許多具國

際性質的學術研討會，然而公務人員因公出差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通常

無法支應大會旅館的費用，使得國內學者無法留宿大會旅館，喪失和國外與

會的知名學者切磋交流的機會，實為可惜。本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填答者認

同此觀點，同意國科會所補助的金額應當允許核銷大會旅館(headquarter 

hotel)的住宿費，不受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的限制。 

表十六 「國內差旅費」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 位

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您同意現行表訂「公務人員因公出

差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可以

滿足實際住宿、膳雜及交通需要。 

 

2  2  2  4  2 

您同意國科會補助計畫核定給您的

國內差旅費金額，足以支應實際住

宿、膳雜及交通開支。 

 

2  2  2  4  2 

您同意核銷國內差旅費所需準備的

文件(如：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等)

 
3  3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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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過繁雜。 

您同意參加在國內舉辦經認可之國

際學術會議，國科會所補助的金額

應 當 允 許 核 銷 大 會 旅 館

(headquarter hotel)的住宿費，不受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的限制。 

 

4  4  4  5  1 

           

國外差旅費的部分問項的敘述性統計如表十七，同樣地有超過五成的人

皆不同意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及計畫

實際核定國外差旅費金額可以滿足實際國外出差的需求。實證結果指出日支

數額之規定及國外差旅費的核定金額有再調整的空間。亦有超過六成的填答

者同意國外差旅費依規定須於 15 日內核銷，時間過於倉促。有超過七成的

填答者同意核銷國外差旅費所需準備的文件(如：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匯

率表等)太過繁雜。建議主管機關可以檢視國外差旅類報支核銷流程後，刪

除不重要、不必要的行政文書工作，或搭配公用採購卡制度，以使計畫主持

人或研究助理將其寶貴時間及精力投入於專業研究工作，而非無謂之繁瑣核

銷流程中。 

表十七 「國外差旅費」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 位

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您同意現行表訂「中央政府各機關派

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

數額」，可以滿足實際出差人員之住

宿費、膳食費及零用費。 

 

2  2  2  4  2 

您同意國科會補助計畫核定給您的

國外差旅費金額，足以支應實際出差

人員之交通費、住宿費、膳食費及零

 

2  2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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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費。 

您同意國外差旅費依規定須於 15 日

內核銷，時間過於倉促。 

 
4  4  4  5  1 

您同意核銷國外差旅費所需準備的

文件(如：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匯

率表等)太過繁雜。 

 

4  4  3  5  2 

           

三、 採購 

關於研究設備採購的填答統計結果列於表十八，有 58.71%的填答主持

人近二年執行的國科會計畫，曾有設備採購的經驗。有關以下採購的問項僅

提供上述有採購經驗的主持人填答。約有五成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在他們的

研究計畫中研究計畫中，負責報帳核銷的助理熟悉設備的採購程序。但仍有

約三成的主持人持反面意見，因此加強研究助理熟悉採購程序似乎有其必要

性。大多數的主持人認同總務同仁對於採購程序提供許多協助，可以及時且

順利地完成設備採購。也認為採購程序十分費時、費心，降低研究計畫的效

率。另外由於研究資源有限，有些領域的主持人會組成研究團隊來共享研究

資源，因此多數主持人認同國科會補助採購科研設備時，應允許多個研究計

畫共同整合採購一項設備。最後，欲達成預期研究成果，研究過程中每個環

節都十分重要，因此採購研究設備時不應以傳統公務機關採購時，總以價格

為重要考量，而同時應考量品質。因此絕大多數的主持人認同研究設備的採

購若依最低標決標，無法取得最理想的設備或服務。 

表十八 「採購程序」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 位

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您同意在您的研究計畫中，負責報帳

核銷的助理熟悉設備的採購程序。 

 
4  3  2  4  2 

您同意貴單位的總務同仁對於採購  4  4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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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提供許多協助，可以及時且順利

地完成設備採購。 

您同意採購程序十分費時、費心，降

低研究計畫的效率。 

 
4  4  3  5  2 

您同意國科會補助科研設備時，應允

許多個研究計畫共同整合採購一項

設備。 

 

4  4  3  5  2 

您同意研究設備的採購若依最低標

決標，無法取得最理想的設備或服

務。 

 

4  4  4  5  1 

           

 若一般所採用的公開招標或最低價決標的方式無法取得理想的研究設

備，計畫主持人可能選擇採用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或最有利標決標的方

式。問卷結果顯示，曾經採用過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或最有利標決標的

主持人分別佔近二年有採購研究設備經驗的 17.34%, 20.18%及 7.73%。顯示

計畫主持人採用這些特殊招標或決標方式採購研究設備的情況仍不普遍。接

下來針對曾經採用過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或最有利標決標的方式的主持

人，詢問他們是否曾遭遇困難。結果分別顯示於下列三圖。由圖四、五、六

可知，多數採用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或最有利標決標的主持人皆遇過困

難，所遇過的問題尤以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及行程政序費時費

力為最大宗。另外採購、主計單位不同意，或是行政單位對於特殊招決標方

式不熟悉亦是常見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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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選擇性招標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之困難

無遭遇到困難 請購單位不同意

研發單位不同意 採購單位不同意

主計單位不同意 行政單位對於選擇性招標不熟悉

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 選擇性招標的程序費時費力

其他

 

       圖四 採用選擇性招標時於行政流程上遭遇之困難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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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限制性招標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之困難

無遭遇到困難 請購單位不同意

研發單位不同意 採購單位不同意

主計單位不同意 行政單位對於限制性招標不熟悉

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 限制性招標的程序費時費力

其他

 

       圖五 採用限制性招標時於行政流程上遭遇之困難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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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最有利標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之困難

無遭遇到困難 請購單位不同意

研發單位不同意 採購單位不同意

主計單位不同意 行政單位對於最有利標不熟悉

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 最有利標的程序費時費力

其他

 

      圖六 採用最有利標時於行政流程上遭遇之困難統計圖 

 採購問項最後一部分詢問主持人對於所屬單位自訂科研採購辦法之看

法，結果列於表十九。縱觀國內幾間知名的研究型大學(如台大、清大、交

大等)所自訂之科研採購辦法，小額採購的鬆綁是一大重點項目，約有六成

三的主持人認為所屬單位自訂的科研採購辦法相對於一般政府採購，已在科

研採購之小額採購程序上予以放鬆。但對於非小額採購，僅有三成七左右的

主持人同意其他科研採購流程(非小額採購)已提供足夠彈性，並符合採購需

求。國科會所制定之各機關(構)訂定科研採購作業規定參考事項，內容多以

採購法為基礎，而各校行政單位心態多屬保守，自訂辦法無法跳脫一般政府

採購之框架，因為未能達成鬆綁之目的，實施後也未能引起計畫主持人之肯

定，殊為可惜。 

表十九 「採購法規」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 位

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相對於一般政府採購，您同意貴  4  4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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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已在科研採購之小額採購程

序上予以放鬆。 

您同意貴單位其他科研採購流程

(非小額採購)已提供足夠彈性，並

符合您的採購需求。 

 

3  3  2  4  2 

           

最後關於結餘款的部分請參閱表二十，由於計畫執行時已由所屬機關收

取管理費，計畫結餘款是否應額外收取管理費則具有相當爭議。結果顯示不

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所屬單位應該針對計畫結餘款另行收取管理費佔填答者

約 49%，無意見者約佔 33%，同意或非常同意僅佔 17%。接下來請主持人

填答所屬單位結餘款管理費收取的比例及是否同意您所屬單位針對計畫結

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合理。結果顯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所屬單位針對計畫

結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合理約佔 14%，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佔 27%，

其餘為無意見。另外利用卡方檢定結果顯示出所屬單位計畫結餘款所收取之

管理費比例的高低與主持人對計畫結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合理的認同

度為非獨立（χ2=5.6.5348, p=0.000），結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愈高，主

持人愈傾向認為不合理。最後關於所屬單位對於結餘款的使用已給予足夠彈

性，結果顯示持正面和反面看法的皆約為二成左右。 

表二十 「結餘款」問項統計表 

           

問項  眾數  
中 位

數 
 Q1  Q3  

四 分

位 差 

您同意您所屬單位應該針對計

畫結餘款另行收取管理費。 

 
3  3  2  3  1 

您同意您所屬單位針對計畫結

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合理。 

 
3  3  2  4  2 

您同意您所屬單位對於結餘款

的使用已給予足夠彈性。 

 
3  3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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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問卷填答分析結果，計畫主持人對於國科會近年來鬆綁專題計畫經

費使用與採購制度的努力，如計畫變更行政程序的簡化、科目流用比率的放寬、

彈性支用額度的推行、及科研採購辦法等，給予正面的肯定。不過對於彈性支用

額度為每年計畫額 2%並以二萬五千元為上限，多數主持人認為項目及額度應再

放寬。 

關於業務費經費支用，由於部分經費使用受國家公務機關支用標準規定，如

開會餐點限定每人每份八十元為上限，已經遠遠落後於物價上漲的水準，特別是

北部地區，因此本研究認為應該予以放鬆，或是應定期檢視相關支用標準的合宜

性。關於信用卡的使用，多數主持人不同意限制信用卡支用項目規定，由於目前

網路購物早已十分普及，且十分省時省力，限制信用卡的支用項目必定造成許多

不便。故本研究認為可以仿效國外學術機構引進公用採購卡的制度，一方面可以

提供計畫主持人採購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強管理控制的效率，實為兩全其

美的方法。最後由於部分計畫的必要支出皆落於執行期間外，如印製報告、參與

學術會議、文章潤稿及投稿費等，因此經費支用期間放寬至計畫結束後一至二個

月內，有其必要。 

對於差旅費，多數計畫主持人認為不論是日支數額的標準或是實際核定的差

旅費補助金額皆無滿足出差的實際需求，本研究認為科技部應定期檢視支用標準

的合宜性。另外多數主持人認為報支差旅費所需準備的文件過於繁雜，故本研究

建議科技部應協同主計單位檢討差旅費核銷作業，刪除不重要與非必要的行政文

書作業，並搭配公務採購卡制度，以使計畫主持人或研究助理可以減輕沒有附加

科研價值的報帳負擔，將其寶貴時間及精力投入於專業研究工作中。另外本研究

發現近年來國內舉辦許多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學者因差旅費報支數額無法支應

大會旅館的費用，而無法留宿大會旅館，喪失和國外與會的知名學者切磋交流的

機會實為因小失大。本研究建議科技部所補助的國內差旅費，在計畫經費許可

下，應當允許核銷在國內舉辦之國際會議所指定的大會旅館(headquarter hotel)住

宿費，不受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的限制。 

對於採購作業，由於研究係以達成預期研究成果為首要目標，故研究過程中

每個環節都十分重要，因此採購研究設備時不應仿效傳統公務機關採購，以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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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重要考量，而亦應同時考量品質與成效。故計畫執行機構之採購單位不應固

守於公開招標或最低價決標等方式。然而計畫主持人若選擇採用選擇性招標、限

制性招標或最有利標決標的方式，多數主持人表示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

雜，行程政序費時費力成為主要的困難，而採購、主計單位不同意執行，或是行

政單位對於特殊招決標方式不熟悉亦是常見的阻礙。故有必要簡化特殊招標、決

標之採購流程，而主計單位及採購單位亦需要調整過去公務人員保守心態，改以

輔助主持人達成計畫研究成果為目標。 

最後，關於計畫結餘款，結餘款的目的係消除主持人於計畫執行將屆期滿時

消化剩餘預算的問題。然而目前多數大學或研究機構之行政單位對結餘款皆收取

額外的管理費，由於本身計畫執行期間已經收取過一次的管理費，再次對結餘款

收第二次管理費有一頭牛剝兩層皮的爭議，多數主持人也不認同此種做法。而且

部分大學行政單位收取的管理費過高，有的甚至高達 40%，故主持人依然有於計

畫執行將屆時消化剩餘預算的壓力，原先國科會設置結餘款制度的美意無法下

達。故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應與校方或研究機構溝通，或對於結餘款應訂定合理

的管理費上限，讓研究經費的使用能夠更有效率，減少研究人員消化預算的制度

性誘因。 

 

第三節 我國科研人員之問卷分析－開放式題項 

本研究問卷共提出兩項開放式題項供填答者表示意見，包括：(一)除上述彈

性支用額度放寬項目外，您認為還有哪些費用核銷規定應予以放寬，以利主持人

執行計畫？及(二)除上述各項外，您在辦理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時，是否仍

有其他窒礙難行之處？ 

茲擷取填答者針對上述二問題之主要或較具參考價值之回覆內容整理並分

析如下，原計畫主持人之意見彙整請分別詳附錄六與附錄七： 

「開放式題項第一題：除上述彈性支用額度放寬項目外，您認為還有哪些費用核

銷規定應予以放寬，以利主持人執行計畫？」 

本研究主要根據填答者對於不同種類之費用所表達之意見，取其較具代表

性之建議，依據「國內差旅費」、「國外差旅費」、「研究人力費」、「研究設備費」、

「餐費」、「結餘款」、「其他費用」、「彈性支用額度」、「經費流用」及「核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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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彙總如下： 

一、 國內差旅費 

主持人對於國內差旅費的住宿以及交通部分提供較多的建議，認為應放

寬住宿費的標準，現行教授國內差旅費的住宿部分上限是$1,600 元，然而有

許多計畫主持人皆認為此標準不足以支應。此外，交通的部分，有計畫主持

人認為住在南部的研究人員北上的需求遠遠超過住在北部的研究人員南下

的需求，因此在計畫核定時，應該考慮南、北國內差旅費需求的差異，另外，

有許多計畫主持人希望可以放寬加油費與計程車費，因為當有田野調查如河

川水利、地質調查等情形，其交通往往需要自行開車或是利用搭乘計程車抵

達，因此對於這部分有許多主持人提供建議。彙整如表二十一。 

表二十一「國內差旅費」重要意見彙整 

編號 意見彙整 

1 國內出差旅費標準過低，尤其是住宿費。住宿的標準，目前上限是

1600 元，但目前到北部出差住宿，尤其台北市，經常要超過 2000 元，

還是沒有窗戶的房間，國科會應依現況事實予以檢討放寬。 

2 目前國內飯店住宿已大幅調漲，計畫人員參加研討會或跨縣市辦理

研究執行所需活動，國內差旅往往需要自行貼補接近千元的住宿

費，其研究助理與主持人性別不同時，是一種負擔，多數成果發表

或研討會又喜歡接洽在交通不便、必需住宿的“高價旅館“，然目

前規定的住宿費上限大概僅足小型旅社或汽車旅館。如無法調整住

宿費上限請調整國科會辦理成果發表會議的策略。 

3 住在南部的研究人員北上的需求遠遠超過住在北部的研究人員南下

的需求，計畫核定時，應行考慮南、北交通費、差旅費的需求差異。 

4 臨時工或工讀生亦可申請差旅費。原因：若干森林、山崩、土石流、

地質調查、河川水利與天然災害等，常有需請工讀生或臨時工協助

搬運、勞動、野外觀測作業、資料收集等需求。應可放寬由各校內

部程序簽核准於報支其差旅費用。 

5 國內出差可實報實銷，如包含計程車費、高鐵停車費用、參與會議

之住宿費。 

6 交通費部分應更能反映田野調查的事實，不應用都會區大眾交通便

利的觀點要求所有田野所在地都要大眾交通工具的核銷。建議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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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金額內（田野研究與機構所在地）可以提供更具彈性的交通方式

（如租車）。另外，不管假日非假日均需請假才能核銷之規定也應檢

討。 

二、 國外差旅費 

表二十二彙整國外差旅費之意見回覆結果。計畫主持人對於預算的核定

及生活費具有較多的意見，由於國際的研討會往往是計畫核定之後才公布詳

細的訊息，因此原來核定的計畫可能沒有該項差旅費可使用，因此建議可以

在計畫中增列經費。另外，大多數計畫主持人認為生活費的金額應做調整，

補助的金額不足以支應如歐美國家的物價，單是住宿費就可能超過生活日支

數額，因此希望能調整增加生活費的補助金額，或者是利用大會指定的住宿

飯店定價做適當的彈性調整。 

表二十二「國外差旅費」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目前有很多國際研討會之詳細訊息是在計畫核定後才公布，若原計

畫中沒有編列參與國際研討會之經費，建議同意在原核定額度下變

更增列該項經費。 

2 移地研究的生活費補助實在太少，尤其歐美等地的物價高昂，國科

會補助的每日生活費連最廉價的青年旅館都住不起，而且補助金額

還有天數的限制，對於需要較長時間的研究相當不利。如此微薄的

補助，很難期待台灣的研究會有好的品質出現。建議國科會需增加

國外生活費的補助金額，並且對於長時間的移地研究同樣給予足夠

的支持。 

3 參加國際會議之日支生活費已經多年未調整，因此每次出國參加國

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單是住宿費就可能超過日支生活費，若大會有

提供早餐或中晚餐還要扣固定比例的日支費，建議適時調整國外差

旅日支費，可以大會指定的住宿飯店定價作適當彈性調整。 

4 國外差旅費不應侷限參加之會議，甚至不該限制一定需要有論文發

表，因為這樣會變相鼓勵大家參加二、三流但風景優美之會議，因

為這樣才最能符合國科會的要求，一流會議通常不容易會有論文發

表，卻該是我們鼓勵老師們積極參與之處。 

5 建議放寬： 



75 

 

(1) 飛機票、會議旅館費用及出國生活費可以實報實銷。 

(2) 國外出席學術會議之天數認定。 

 

三、 研究人力費 

研究人力費的部分，回應內容對於聘用人員的標準、薪資標準有較多的

建議。多數計畫主持人在問卷當中提到，希望聘用助理的條件可以放寬至已

畢業的學生、校內推廣教育或是在職專班的學生等等，而非只能聘請在學的

兼任研究助理。而聘用標準的部分，有計畫主持人建議能夠不以“學歷”及

“年資”作為唯一的標準，由於助理的表現不同，建議可根據助理的績效或

貢獻度來彈性給付薪資，例如：可設立一個彈性間距，而非所有學歷相同者，

不論能力，皆用同一個薪資標準。參見表二十三彙整結果。 

表二十三「研究人力費」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放寬專任助理聘用條件，如已畢業之研究生、校內推廣教育或在職

班級的學生、約聘人員等。 

2 目前國科會政策正嚴格限制聘用非在學的工讀生，殊不知流浪碩

士．博士很多，在他們找到正式工作前，我們無法聘用他們，正讓

他們生活進一步陷入困境，同時也造成我們不易聘請到可以信任，

容易搭配的助理，建議應放款金額，放寬工讀生的子選單在學生資

格，不應硬性規定只能聘用在學學生。尤其在研究機構任職的研究

人員，所能聘請到的學生，幾乎都是大學老師挑剩的學生，其處境

更加為難。 

3 人員薪資標準不應以“學歷”及“年資”為唯一標準。應考量相關

人員工作之成果、績效對計劃的貢獻度等有相關彈性標準。 

4 建議對專任助理之薪資依據年資，可設立一個彈性間距，而非所有

學校之學歷持有者，不論能力，皆用同一個薪資標準。計畫主持人

在固定之總計劃經費內，有權限決定人事費的支用額度。 

5 希望研究生兼任助理不要以每月為單位，因為有的學生領錢卻無表

現。 

6 針對表現良好的助理可給予獎金或彈性加薪。 

7 希望人事費可以延長核銷期限(因為涉及聘任流程、簽呈關卡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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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設備費 

研究設備費意見彙整詳表二十四，多數認為採購的程序繁雜，尤其是校

內的採購系統，應予以簡化。而關於採購的物品方面，有計畫主持人認為是

否可以不採用中央信託局的商品，因為其樣式不新，且價格也比外面店家

高，反而會造成經費的浪費。此外，有很多的計畫主持人皆希望放寬設備維

修的費用部分，因為在計畫執行期間，可能會發生不預期的設備損壞，當要

維修的時候可能無足夠的經費可以支應。 

表二十四「研究設備費」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電腦相關物品，可否不用中信局的上商品，大部分發現，中信局的

電腦相關商品，樣式不新穎，且價格較昂貴。 

2 研究設備之維護費(修護)增列或變更,建議應列入考量。 

3 在整個實驗的過程，常常會有不可預期的耗材或是設備損壞，有些

需維修，有些根本無法修理，只能購買新的設備。但是整個經費核

准金額以及可以彈性使用的幅度都過低，導致常常需要犧牲原來的

研究設計參數。 

4 電腦耗材的定義應放寬認定。如鍵盤與滑鼠，USB 硬碟...等，只要

金額不超過某定額(如$2,000)，應予核定，因為現在很多的電腦產品

越來越不耐用，一年內會損壞的機率很高。採購項目不應侷限在計

畫書所列部份，因計畫執行可能會大幅改變採購項目，限制採購項

目只是徒增主持人的行政負擔，研究經費應可大幅放寬於未預估之

設備採購。 

5 國科會應檢視統計每一個設備從申請到完成總共花費多久，研究最

大阻力來自學校採購系統，煩請簡化採購規定。 

五、 餐費 

餐費的部分，尤其是金額的限定，大多數主持人認為金額較不符合現在

的物價水準，應該向上調整。此外，有回應認為應該放寬給付餐費的人員，

不應該只限定給予外賓，也可以放寬至校內會議使用或者研究助理之誤餐

費。詳表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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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餐費」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開會餐點限定為每人每份以 80 元為限，因地區不同，季節不同等，

品質較不符合需求，且依目前物價水準應該向上調整。 

2 餐點費用在不同地區價值不同，南部八十元台北市區應該一百元以

上才買得到。不宜統一規定。建議比出國生活費，訂定地區差異價

格，不然就因應物價提高。 

3 應放寬校內會議餐費(便當)。 

4 應放寬餐費給付人員 

(1) 助理之研究誤餐費 

(2) 餐費不應只設定於國外學者（外賓） 

六、 結餘款 

結餘款部分（如表二十六所示），有計畫主持人建議國科會讓教授有一

個屬於研究經費的“帳戶”，今年度計畫經費如果沒有支用完，可以保留在

此帳戶中，明年繼續使用。如此可以降低教授們在研究採購及核銷經費時買

許多東西來消化預算，也可免除學校或單位再次收取管理費之情形。 

表二十六「結餘款」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建議多年期計畫，前幾年度經費節餘款應得以保留至最後一年度支

用。 

2 計畫經費若於計畫終止時未用完而繳回，不應視為執行計畫不力，

應就計畫完成度評估。若用較原先預計少的經費而能完成同樣的研

究工作，反而應該予以獎勵，而非懲罰。 

3 建議國科會讓老師有一個屬於研究經費的“帳戶”。也就是今年申

請計畫如果沒有花完的話，可以保留在此帳戶中，明年繼續使用。

如此應該降低老師們在研究採購及核銷經費時亂買一大堆用不到的

東西，純粹只是為了把經費核銷完畢。 

 

七、 其他應放寬之費用 

 

以下為問卷回覆中，計畫主持人回覆內容較多認為應放寬的其他費用。 

1. 投稿期刊之論文發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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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具費用(尤指辦公事務用品) 

3. 圖書費用 

(1) 僅准許採購由國內代理商所代理之外文書籍，然而可能因國內代理

商之書籍書價高且種類少反而需花費較多計畫經費，造成研究上的

不便。 

(2) 書籍購買價格超過$3,000 元即列為設備，必須財產登錄相當不便。 

4. 翻譯費 

 中翻英翻譯費用，相較於市場翻譯社的報價，「各項支出應行注意

事項」中的可支付金額略低，擬建議放寬會較據競爭力與效率。 

5. 田野工作費用 

 建議交通部分應開放，因田野工作地點往往沒有公共運輸交通，因

此研究人員需自行開車往返，應可在合理額度範圍之內報支汽油

費。 

6. 學會年費 

 建議不應以一年一次為限。 

八、 彈性支用額度 

彈性支用額度的部分，許多計畫主持人皆認為彈性支用的額度可以再提

升。對於現行規定的項目，如餐敘費用只限於外賓可報支，而國內學者的相

關計畫交流與討論之餐敘支出卻不能核銷。而對於彈性支用額度的項目，很

多計畫主持人建議只要與執行計畫相關的費用，應該全面放寬，讓計畫主持

人可以在彈性支用的額度內靈活運用。 

表二十七「彈性支用額度」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彈性支用額度可再提升。 

2 對目前規定之項目： 

(1) 目前使用彈性支用金額購買小禮物給餽贈對象時，需對方簽

名，方能核銷經費，當餽贈對象為上階長官，且禮物金額微薄，

尚須收受者簽名，往往令計畫主持者難為。 

(2) 彈性支用之餐敘餽贈只限國外學者，但很多時候是國內學者之



79 

 

間計畫的交流與討論，卻不能核銷。 

3 建議彈性支用額度項目既然已是彈性，那應該只要合乎計畫相關使

用的合理範圍項目應該都可適用。因為計畫執行時會因計畫性質而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支出，似乎難以樣樣都事先設定好可核銷的項

目，既然為“彈性”但又“限定”，似乎仍會使計畫經費在執行上

有所“限制”。 

4 各項支出應全面放寬，彈性支用額度並不彈性。 

5 只要與執行計畫相關的費用，應全面放寬，在國科會所定的彈性支

用額度範圍內，給予主持人靈活應用。 

6 彈性支用項目規範不清。不是很清楚彈性支用額度使用用途與規範。 

 

九、 經費流用 

1. 業務費與設備費應可以互相流用。 

2. 不同計畫經費應准予合併使用。 

3. 出國參加醫學會議費用之流用，如果當年度原本核准出國，但因某些因

素(簽證、調課等)未能出國，建議准予流用到其它項目。 

十、 核銷流程 

1. 可統一一個單位集中採購,，統一墊付，主持人完全無需經手或墊付款

項。 

2. 程序盡量簡化。 

3. 應規定總核定金額即可，無須逐類編定。 

4. 核銷期限應予延長 

(1) 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投稿常於會前開始前半年即進行投稿及報名，待

會議結束後，所有核銷單據的日期常跨越 4~6 月。建議此類型的費

用核銷可放寬至計畫結束後 4~6 個月內，仍可繼續支用計畫經費。 

(2) 研究期限到期後建議再放寬 3~7 天可以作經費支用,以確認經費全

數運用完畢。 

 

「開放式題項第二題：除上述各項外，您在辦理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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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仍有其他窒礙難行之處？」 

本研究主要根據填答者對於不同種類之費用所表達之意見，取其較具代表

性之建議，包括：「業務費」、「國外差旅費」、「採購作業」、「核銷程序」、「其它」

等五項，並分述如下：。 

一、 業務費 

目前，欠缺調薪或減薪之機制，致使計劃主持人無法表彰優秀助理或

表示不滿。此外，目前經費撥款緩慢，以致計劃主持人往往無法於計劃開

始時就聘請助理，或成為暫時無薪之助理。該意見彙整於表二十八。 

表二十八「業務費」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以國外為例：國外的助理，一週 20 小時，一個月可領$1400 美金(約

台幣 42000 左右)。似乎可作為國內修正調薪的參考（放寬上限）。 

2 可給予計畫主持人一筆業務費，無須冗長繁複的報帳，要讓一個

國家的研究者，每天在哪裡蒐集郵票五元、鉛筆三元的收據，實

在是可笑荒謬，接著還要助理貼單、報帳，再被會計室退回公文

數次，才能完成報帳。何苦浪費這麼多人的精力？ 

3 1. 每個月固定給四千或八千的兼任助理，都需要如臨時工讀生一

般填寫每月的工作時數，由於國科會計畫助理的工作性質傾向責

任制，實際上每月工作時數長短不同。很希望能免去學生每個月

申請助理費，得填寫符合四千或八千元工作時數報表的程序。 

二、 國外差旅費 

國外差旅費之意見彙整，可再細分為「補助金額」、「核銷文件」、「國籍

航空」、「日支生活費」等四部分分述之。綜合彙整於表二十九。 

(一) 補助金額 

有回覆者認為目前差旅費核定金額過低，甚至有不足以支付機票之

情形，導致計劃主持人出國需自行掏腰包付費的情形，而邀請外國學者

來訪亦不足以支應。 

(二) 核銷文件 

因目前國外差旅費核銷需提供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電子機票及登

機證，多數回覆者認為核銷需備文件過多，程序複雜。又國外學者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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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需同時提供電子機票及登機證才能核銷時，容易造成雙方的困擾。 

(三) 國籍航空 

多位回覆者提及國籍航空通常非便宜航班，航點少，且科技部所核

定國外差旅費短少，若欲選擇非國籍航班還需述明原因，造成許多困

擾。科技部宜放寬國籍航班之限制。 

(四) 日支生活費 

有回覆者認為目前日支生活費的標準與當地實際物價水準差異過

大，雖會議地點偏僻但生活費有時會存在較貴之情形。另外，國外差旅

費日數之計算，依現行規定是以台灣時間為計算基準，以致發生「在國

外實際住宿 3 晚，卻只核銷 2.3 日之生活費」之怪事，因國科會認定美

國第 3 天晚上在台北時間已是次日白天，故第 3 晚屬於「夜宿機上」，

所以只能核銷 0.3 日的生活費。 

表二十九「國外差旅費」重要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一、國外差旅費的核銷，應有更多的彈性，計畫內若同時有出席

國際會議與移地研究的經費，應視主持人需要（同時開會與進行

移地研究），予以彈性合併支用。 

二、外國的國際機場位置常常並非在首都圈內，但若牽涉到機場

地點與出國地點有所不同，在核銷上也容易碰到困難，這個部分

應該予以更彈性。 

三、日支生活費的給付標準，因為物價水準波動，外國許多城市

的標準已經過時，甚至臺灣重要的合作學術單位，所在的城市竟

然沒有被列上去，核銷時必須選擇「其他」，但「其他」的日支生

活費往往少的可憐，計畫主持人必須自掏腰包，這些是較為不合

理之處。 

2 台灣只補助高鐵火車等交通費，對於從學校(自家)到車站的開支，

都不能報支，相當不合理，有政府限制計畫主持人支用的嫌疑。

此外，在美國，交通補助標準都會將汽車耗損、油料算進去。另

外，在澳洲，若教授在家裡設有單間的書房，作為研究室，政府

甚至提供抵稅，理由是補貼在空間、電費上的花費。 

另外，曾經宴請國際 SSCI 期刊主編吃一餐一百多元的午餐(因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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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內同仁只能補助一兩百的餐費)，結果用餐環境吵雜，致使外

賓未能儘情享用餐點。台灣的餐廳，一桌大約六、七千元，才能

提供較適用的餐點與環境。現在不同職級補助款項不同，外賓又

與本地老師標準不同，這種奇特的制度，充分說明張忠謀董事長

的描述「台灣其實只是開發中國家而已」。試問「有私人企業請客

戶吃飯，還要求員工自掏腰包，補差額的情況嗎？」 

 

三、 採購作業 

許多回覆者反映目前中信局所採購之研究設備雖金額經砍價較低，但品

質較差，無助研究。且現行採購程序冗長，報帳程序複雜，校內各單位人員

標準各異（例如：主計人員不了解研究設備，卻主觀認定可以採購與否），

主持人及助理亦皆非辦理採購之專門人員，故造成設備採購之困難。詳表三

十。 

表三十  「採購作業」項目重要意見 

編號 意見彙整 

1 例如依法在"政府電子採購網"向共同供應契約廠商購物。實質上並

未比市面上實體商店或網路平台便宜，且型號效能常被限制。目

前資訊發達，很容易比價的，過於僵化或是防君子卻防不了小人

的規定只會消耗學者的研究精力。 

2 修改採購計劃公文往返十分冗長與僵化。研究者撰寫計畫時需有

神一樣的預知能力，才能避免不斷寫公文「修正」與「說明」，解

釋為什麼「一定」要購買任何不在一年前甚至兩年前計劃書上的

品項。這種看似滴水不漏的制度，假設研究者為賊，對於做探索

性研究者而言尤其十分荒唐，阻擋研究創意。 

4 論文發表費超過 10 萬元要招標是一件貽笑國際的荒謬規定。沒聽

過可以用招標的方式發表學術論文。 

5 主計單位對我們要採購之物品不懂，常憑個人意見決定某項採購

是否可以核銷，常讓請購單位無所適從。主計單位更將教授們當

賊，經常要求教授們要在採購單上填寫「本採購物品與本研究有

關」等字眼，才會准許採購，造成我們極大的困擾，浪費我們寶

貴的時間與精力在採購的手續上。是我們國家進步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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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研採購』雖省去招標程序，但卻要老師辦理大部分程序，包

括自行結匯等，這些都不是執行計畫老師的專長，非常浪費時間。

『科研採購』其實是一種增加老師負擔的採購方式。 

 

四、 核銷程序 

(1) 主計單位 

多數回覆者皆提及以下情況： 

(1) 主計單位認定標準嚴格，如遇人員更動，標準亦隨之更動。 

(2) 主計人員的本職並非能決定研究計劃如何執行。但現況下，主計人

員會對研究人員為許多不合理之懷疑及要求，造成研究人員必須花

時間解釋，虛耗研究能量。 

(2) 研究助理非核銷專業人員 

多數研究人員及助理皆非專業，因此有回覆者表示其時常須不斷詢

問有經驗的助理才能了解如何核銷經費。詳表三十一。 

表三十一「核銷程序」項目重要意見 

編號 意見彙整 

1 1、校方承辦人員為了避免承擔責任或不熟悉業務，經常選擇「限

縮」經費核銷的彈性，寧願多次退回，也不願意遵照原本國科會

相關經費核銷規定的精神辦理。即使最後終於能夠報帳通過，卻

已經往返公文無數次，耗盡精力。而且這些報帳經驗都還是符合

國科會規定的項目（也都與國科會方面的人員詢問沒有問題），校

方行政人員卻極為官僚。 

2、強烈建議國科會規定各校如果收取「一定比例之管理費」，必

須由這些管理費中聘請專職的約聘報帳人員（一系一位或多系共

用均可，視其計畫數量決定），這些專職人員能熟悉所有報帳流程

與規定、變化，也有穩定與長期性，真正能幫助研究者專心致力

於提高研究效能。將經費核銷的工作從教師的專兼任助理身上移

除，畢竟他們根本不視根據報帳核銷經費能力才被找來工作的。

亦可避免聘任兼任助理，會面臨年年更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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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人希望提供首爾經驗給貴會參考。韓國對於多年期計畫大多就

發給主持人一張信用卡，其助理也可以申請一至兩張副卡。使用

信用卡有一定的規則，如只能用於購回某些回細下的物品，晚上

十點以後不得用於吃飯等等。這個系統有很多好處。所有的單據

與往來公司，在銀行都有資料可查，可省去很多查帳的麻煩。對

學校而言，也省去很多帳務處理的問題，而用款人必須完全承擔

責任。 

3 國外研究計畫的執行，重點在「研究產出」，錢花在哪裡、怎麼花，

並非重點。研究人員可以根據當時的需求，拿錢請適當的人、吃

飯、出去訪查或是拿錢買需要的設備。然而，若研究產出不符合

當初的約定，則需返還部分款項，以示負責。 

但是台灣的研究計畫，卻從來不看「研究產出」，而是看錢花在哪

裡、有沒有依照當初的約定花錢。根本本末倒置！ 

對於一個好的研究人員，若他願意投注許多時間、勞力、費用在

研究上，有很好的研究產出，為什麼不讓他自由運用研究經費？

甚至是把錢放在自己的口袋裡(即變相加薪)？我想，台灣的人才會

出走，不是沒有原因的。 

五、 其它 

依表三十二所示，多位回覆者表示現行核銷規定因重視防弊，而忽略了

評估研究具體成果才是重點，此作法不但缺乏彈性，亦無法增進研究成效。

此外，回覆者並建議科技部應重視的焦點係計劃經費成效的發揮，實際考量

個別研究計劃的需求，而不應該把研究人員先一律當小人，對經費細節鉅細

靡遺的掌控。 

表三十二「其它」項目重要意見 

編號 意見彙整 

1 我國政府以人性本惡角度審視經費運用，其實是防君子，不防少

數的小人，完全不若外國對於學術經費的靈活與彈性。只要嚴格

檢視研究成果，成果一旦達到預期，計畫經費即已發揮成效，其

間的運用細節並非重點。如此，相信有助於國家在學術研究上的

全面提升。 

2 國內各大學的主計單位成為校內掌控所有研究與教學活動的幕後

單位，但是卻沒有任何的單位可以監督他們的工作是否符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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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規。過大的行政裁量權給主計單位，形成另外一個不被社會

看到的擴權單位卻毫無監督機制。研究者受限於這些主計人員的

裁量心證，往往一個案件往返奔波卻毫無助益，浪費時間在滿足

這些主計人員的心證，我認為這才是所有弊端的癥結。 

3 關於設備、業務費，德國(馬克思普郎克研究所)的做法真的值得參

考，由學校建立"庫房制度"，實驗上所需的設備、耗材等，由庫房

來經手採購，老師跟學生不會去經手錢的問題，專心執行研究計

畫，也不會衍生很多報帳觸法的問題。過去曾有討論過此作法，

但後來也沒有聽聞國科會是否願意評估或採納，實在可惜。 

4 1. 申請一些雜支時，例如：掃瞄筆等。曾都被會計室說不能核銷。

至於為何做研究的筆記時很好的幫手－掃瞄筆，為何不能核銷？

實在很難釐清不能核銷的邏輯為何？只能自行付錢了事。之前也

有以 "無法確認只用在此次的計畫" 的理由，核銷被駁回。若這樣

的理由都能成立，那會計室如何確認此次經費所購買的每一張紙

和每一枝筆，都只印或寫此次計畫相關東西。 

2. 到國外做移地研究時，很貴，會計室認為國外圖書館（例如日

本國圖）的影印費屬日支費的一部分，不能用平常業務費中雜支

的影印費支付。 

3. 支付其他影印費方面，必須寫印了哪些書哪些頁數，才給核銷，

如此的核銷方式"很脫離現實"也很擾民。 

本研究於問卷發放期間，仍有多數計畫主持人透過「郵件回函」方式提供相

關經費核銷經驗與意見，為具體陳述計畫主持人之反應，故予以彙整於表三十三，

以供主管機關卓參，原郵件回函內容之彙整請詳附錄八。 

表三十三 郵件回函意見彙整表 

編號 意見彙整 

1. 在計畫書裡面已經有寫”施測問卷時要送小禮物”，師大這邊還是需要

送專簽，實在有點麻煩。小禮物的贈送如果準備剛好的話，萬一當場有

問題，也來不及請廠商換。所以希望在小禮物能夠有 5%的誤差可以核

銷。但其實除此之外，報帳程序都是一樣的。另外，原先提出的申請書

上有列出所需要的項目，後來核定清單上沒有，學校要求另外提出變更

的申請，同意後才可核銷。那為什麼不能一開始就通過??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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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中的人力費，有申請需要聘請臨時人員，但是最後的核定清單並

沒有把臨時人員列上。而學校方面以核定清單為主，沒有列卻要報的，

就需要進行變更。雖然變更很快就通過了，但為何不一開始就列上?如

果是因為要刪減人力費的金額，為何把臨時人員的項目也刪掉?然後再

多一道變更程序?? 

2. 謝謝來信邀請，依我個人實際報帳經驗， 在科技部所訂定方法下， 各

校仍有各自作法，個人曾遇過在學校報帳中相當不合理的情況，主要是

參與管二成果簡報，科技部來信說可用今年度經費報交通費， 我在出

席報告前也已上簽, 校長也核准了, 但最後不知是哪個單位說不能報

帳,因為出席報告去年結案題目與今年度執行計畫題目不同, 直接否絶

報帳. 我也因此事打電話給科技部管二學門 X 小姐， 她直接告訢我"

換學校"比較快，顯然各校作法不同， 她也無能為力。此經驗讓我覺得

經費核銷法令規範上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執行單位各有各的作

法 !!! 

註：連一個百餘元的筆或 usb 行動碟也要入財產， 也在貼財產標籤，

還真不知要貼哪 ? 這實在令人相當困擾，單就財產認定或耗材認定各

校就不同， 這應該是科技部要規範的地方， 但目前情況是各校作法不

同 . 

3. 研究生要找指導教授，做論文要需要經費，有兼任助理的錢可以領，當

然比做白工好。研究生是沒有選擇，不是這樣的薪資可不可以聘請到助

理的問題。至於適不適任？就是那些研究生，不滿意也別無選擇，只能

接受。 

4. 科技部（NSC）補助計畫經費核銷問題的癥結在於 NSC計劃審查的方法、

制度不務實，逼迫或鼓勵學者以已做出來的成果倒著寫計劃，故計劃書

當然非常可信，可行性當然更沒問題，在此情況下，才有較大機會獲得

補助。真正需要研究的問題，由於尚無答案，故寫不出可行性像前述的

已做出成果的（假）計劃那樣高、内容也不可能那麽詳實，當然會被迄

今仍占極大多數的思維僵硬的計劃審查委員的批評與低評，拿不到補

助。 

NSC制訂審查政策者，是始作俑者，它的審查制度苛刻僵硬，造就了大

家【認真作假】的歪風。 

試想，已作出來的東西，怎需要花錢再去買該計劃相關的材料與設備？

當然不必。所以，將甲案（已獲補助）的計划經費拿去買乙案、丙案（尚

未獲補助）的東西，自然變成研究學者獲取計劃補助的潛規則。在此情

況下，經費核銷問題怎會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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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可把本函寄交馬總統或 NSC主委等決策者。退休之際，希望臺灣政

府能更講理、崇實。 

綜上所述，從填答者的意見可以發現不少人認為現行業務費對研究人力

聘用及薪資彈性的管制仍略顯僵化，使得計畫主持人較難找到適任人才或給

予獎勵或懲處。此外，國內外差旅費除了核銷必備文件過多及過程繁瑣以外，

多數填答者皆認為現行差旅費支出金額的經費規劃比例不合理且缺乏彈性，

因此難以符合研究需求，導致無法順利完成預期研究或難以參加大型發表會

議。 

又以採購而言，多數填答者認為研究設備的採購程序冗長、繁複且金額

標準太低，且不一定可以採購到與預期品質相等之研究設備，除了消耗研究

人員的精力外，對研究產出也缺乏助益。另外，由於主計人員對研究計畫充

斥不合理的懷疑與要求，凌駕專業判斷且官僚之現況，導致研究人員必須花

上許多時間與非研究專業之主計單位解釋經費使用原因與公文來回，如面臨

主計單位人員變動，審核標準亦隨之更動的狀況下，經費核銷的過程往往令

研究人員無所適從，徒增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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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關法令規範及管理控制校準之理論探討 

 

第一節 科研經費核銷之監管思維 

 十七世紀以來，公務機關制度的建制，乃以人性本惡為出發點，設計許多防

弊的措施，以使國家維持在最起碼的運行軌道上，現今台灣法令和制度的設計亦

以「防弊」為前提。但防弊乃是負面的思維，認定人都有犯罪的動機，政府必須

著重防弊，並以法律重懲，即使經常耗費龐大社會資源與成本，可能效果依然有

限。如美國於 2002 年通過沙賓法期望透過對管理階層、公司治理和外部會計師

的管制，加重其法律責任以確保公司財務報表品質，並挽回投資大眾的信心。近

來一項調查卻指出，依然有高達 52%的美國企業執行長不認為遵行沙賓法可以預

防或偵測財務報表的操弄（Feng et al. 2010）。過去大學教授詐領科技部計畫補助

的案例時有所聞，近期檢調更是大張旗鼓的偵辦多位大學教授以不實單據核銷科

技部研究補助經費案件，甚至意圖以貪汙罪論處這些學者教授，可見得現行嚴苛

的科技部補助經費採購核銷制度成效依然有限，其背後防弊重於興利的監管思維

及各項規約限制之合宜性實有重新檢討研議之必要。 

  上述「不實單據」在查核的定義上包括兩種情況：（一）惡意侵佔公家資產

及（二）為規避與實務需求不符之規約限制，而將真實之研發支出以不當之單據

報銷。一般而言前者之犯行違法性質明確，後者所涉及違反之規約限制，本身是

否合理、必要、恰當則應由政府主管機關建立定期檢視、與時俱進之調整機制。

現行與實務脫節或過於嚴苛的科研補助經費採購核銷制度除了無法達到真正的

防弊功能，其扼殺的研究能量卻會妨礙研究創新及成果。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大多在每年年底遞送，若申請通過半年後開始執

行計畫一年或數年的時間，其申請計畫時和計畫執行完成至少相隔一年半以上的

時間。面對全球學術研究競爭激烈的環境，新的研究成果爭相發表，研究內容常

常必須做必要的調整，因此一年半的時間差異不可謂不長。若固守計畫申請時經

費核定項目，會使研究計畫執行綁手綁腳，甚至降低研發成果之競爭力。因此，

依照細微嚴苛又無彈性的採購核銷規定管制研究人員，容易促使研究學者為了研

究成果不得不為偽務虛，權宜方式包括使用不實單據等以符合各項規定之形式要

求。因此以一般行政管理的思維管理科技研發計畫，一味地著重防弊，或用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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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瑣的政府採購流程及僵化的會計定義要求某些類目之發票核銷，常會導致國內

科技研究喪失時效性和競爭力。  

現代美國民權運動的先驅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指出17：法律有公義的與不公義

的兩種，破除甚至不遵守不公義的法律是所有有道德的人應當做的事，而導致人

性沉淪行為的法律，或是原則看似公義但實務上成為不公義，都是不公義的法

律。科技部主管科研補助經費，曾經發生許多教授與研究人員誤蹈法網，或遭受

調查，皆充分顯示經費核銷相關法令的公義性受到挑戰，需要檢討修正應已是當

急之務。 

  近年來公司治理的精神不僅在防止公司的不當行為，侵害利害關係人權益，

同時也注重更前端的策略指導與釐清組織目標，協助整體目標的達成，此乃興利

的層次（張家騏，2007）。科技部專題計畫乃補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執行

科學技術研究工作，以提升我國科技研發水準為目的，故其管理的思維不應只是

被動地、消極地在防止或糾察弊端的發生，嚴苛缺乏彈性的制度縱使可以不讓弊

案發生，但若讓國內研究環境毫無生氣，或由於監管制度過當而無法引導出優秀

的研究產出，反而喪失原始科技研究補助的初衷。亦即忽略科研經費之補助目

的，一味追求防弊之功能難免有捨本逐末之憾。更何況沒有任何制度可做到滴水

不漏或杜絕所有舞弊，合理的成本與效益組合，才是現代公共政策管理上應該追

求的目標。 

    本研究認為學術研究乃是研究學者志業，且內涵涉及創新發明，對學術研究

的管理必須有較大的自由度和尊重，不宜用種種嚴苛繁瑣又不必要的行政程序來

多加限制，以符合全球學術研究管理的共同趨勢。首先學術研究經費監管思維與

行政體系之制式支出不同，應納入更多分級授權、分層負責的概念，現行採購核

銷制度不論大至上百萬的設備採購、下至數十元的文具核銷，皆需經過主持人、

單位主管、總務出納單位、主計室、甚至機關首長（校長）的層層簽核，不但曠

日廢時，更不符合管理上成本效益與授權負責之原則。故制度上設計不應該由首

長或各級主管直接管轄過多細項事務，以免造成須雇用過多人員之人事成本。而

應改為事權分散的原則，充分授權計畫主持人以符合其研究上實際需求，同時使 

 

                                           
17 見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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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負擔管理專案之權責。另外也妥為訂定其他層級相關主管之權責，落實分級授

權和分層負責的觀念與執行實務。 

    學術計畫管理須同時納入績效考核的精神，為貫徹研究計畫所欲達成之目

標，制度內除了經費核銷與報告繳交機制，也應建立一套公平而合理之績效衡量

制度，用以評估責任中心及其研究績效。依計畫性質分別制定不同之衡量指標及

衡量期間，考量衡量指標之可控制性、客觀量化性，評估結果可以做為未來年度

補助計畫的參考。政府審計單位在監督審查時，應擴大對研發經費產出面績效之

評估及建議，以確保國家整體研發科技之推進，若將監察重點誤置於核銷細節及

與預算之吻合等遵循查核，更會誤導國家檢調及社會資源錯置，不可不慎也。此

外，監審單位如何發揮力量責成行政主管機構，應本於權責及時完成所轄法規之 

更新與修訂，以免造成民怨或任憑過時法令阻礙國家科技研發能量發揮，更屬重

要。 

 

 

第二節 經費核銷相關法令規範之改善空間 

 

一、 政府採購法規─政府採購法、科技基本法 

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

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政府採購法」18。

同法第二條規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採購，應依本法之規定；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依「科技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之規定，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補助、委託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理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委託或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監督管

理辦法，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即科技部）定之。 

基於上述法規授權，科技部現訂有「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

法」及「各機關（構）訂定科研採購作業規定參考事項」。「科學技術研究發

                                           
18 政府採購法，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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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規範目的係作為補助、委託或主管機關之監督依據，

但其除第 6 條有部分程序性的基本要求以外並無規範科研採購程序作法，故

科技部另訂「各機關（構）訂定科研採購作業規定參考事項」作為各機關辦

理科研採購時，以資參考並得自行訂定內部作業程序之範本。此外，科技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中更進一步指出，執行機構執行本會補助之

各項經費辦理採購時，應依執行機構內部作業規定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

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亦得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 

我國政府採購法的立意係為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

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因此，科研人員必須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

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就符合需要者進行比價或議價。一般政府採購均以「最

低標」為決標之方式，然而科研器材與設備性質特殊，科研計畫更須追求時

效性與競爭性，因此是否適用最低標必須容許裁量空間。 

政府採購法引進最有利標後，其精神就是要讓機關能依招標文件所規定

之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

作綜合評選，以擇定最佳決標對象19。經由本研究訪談紀錄發現，現階段實

務上採用最有利標卻充滿限制，因多數機關主管不願同意最有利標的採用，

究其原因為流程複雜、耗費人力及成本，且陳核機關層級較高等。 

對實驗型之研究者而言，不同廠商之相同產品品質不一，較優品質的實

驗器具是產出較優實驗結果的根本。而以現行採用「最低標」的方式，科研

人員被迫只能使用較低階的產品。有時採用最低標之方式可以讓政府補助款

就耗材的支出上成功達到「成本抑減」的目的，卻可能無法導致最佳研究成

果的產出。 

尤其尖端科學研發迅速，計畫預算提報核准時之情況與實際執行後所面

臨的真實狀況往往截然不同。探索未知的領域是科研人員所秉持的目標，科

技進步的速度、研究過程的轉變並非科研人員向補助單位提出研究計畫時即

可合理預期，尤其理工科學研究計畫（例如：醫學）動輒一年半至三年的執

行期間，此期間之實驗結果難以預測，而全球所能發展出的新技術、新器材

不計其數。如期望科研人員提計畫時即能預知研究過程的發展及研究之結

                                           
1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有利標作業手冊，2012年 9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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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規劃所需之器材，並估計器材的相關預算，在執行期間限制只能針對預

算項目使用經費採購，對於推動頂尖研究無疑是一大阻礙。 

對於科研人員而言，多會期望能使用最先進、最尖端且品質最優良之器

材進行研究。申請計畫之科研人員對其研究報告負有完全的責任，但現行制

度卻對器材的購置有極大限制。若研究人員能在計畫核定經費內，透過研究

人員的專業判斷權衡何項器材對其研究具最有幫助，並決定器材的購買，應

更能達到預期之研究績效。然而，現行採購制度下，科技部僅訂定「科研採

購參考事項」，供各研究單位參考訂定遵循規範。因國內各大專院校大多無

鬆綁採購之經驗，不了解政府機關之底線及標準，遂多以此參考事項為校內

規定，造成「科技基本法」已鬆綁科研採購，各執行單位卻無鬆綁之實情。 

        科技部既以推動我國科研品質及科學研究成果為職責，應更積極推廣或    

協助國內各科研機構訂定合適之採購規範，而非僅認為已將政府上層法規解套，

即已解除自身單位之責任。建議科技部可協助將其標準設定為「依科研人員之專

業知能，判斷該項設備的特質是否攸關科學研發目標能否達成，若屬之，則辦理

採購項目時，授權研究人員自行選擇得以創造最大研究綜效之研究工具；反之，

若採購項目僅為一般項目（例如：電腦、印表機），仍必須依據各執行機構內部

一般採購規範辦理。」藉此將科研設備的採購規定脫離政府採購法最低標及最有

利標等繁瑣的公文流程限制，並授權研究計畫執行人員較大的裁量空間。 

 

二、 經費核銷─科技部經費處理原則及主計總處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首先，如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所述，科技部亟須修訂其所訂定之「經費

處理原則」第二點及第十一（六）點，取銷不明確之文字，如「有關法令規

定」、「未規定事項」與「政府有關規定」等，改以明確文字正面或負面列示

規範內容，如「除其他法規另有明文規定適用者外，均適用本原則」。此部

分必要項目及規範模式建議可參考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麻省理工學院之規

範文字，逐項清楚列示，使得所有科研及主（會）計人員有共同明確之法規

範疇，以資遵循。 

其次，科技部依預算法授權，得編列「主管預算」、「單位預算」及「科

發基金預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則由「科發基金預算」撥出，「科發基金預

算」屬於特別收入基金。行政機關之預算、會計及決算則受主計單位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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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監督。所謂「內部審核」係指經由收支之控制、現金及其他財務處理

程序之審核、會計事務之處理及工作成果之查核，以協助各機關發揮內部控

制之功能，且應由主（會）計人員執行之20。內部審核亦得分為21：一、事

前審核：謂事項入帳前之審核，著重收支之控制；二、事後複核：謂事項入

帳後之審核，著重憑證、帳表之複核與工作績效之查核。主（會）計人員執

行內部審核事項，應依照有關法令(包括「經費處理原則」)辦理。 

會計法規定，中央總會計制度之設計、核定，由中央主計機關為之22，

此即行政院主計總處，且主（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事項，應依照有關法

令辦理23。是故主計處依職權於民國 65 年 7 月 22 日，發布「內部審核處理

準則」，明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內部審核之實施，皆須依本規定辦理。歷

經多次修正，民國 99 年 7 月 7 日發布最新修正之規範。又同法第二十八條

明文，各機關訂定或修訂會計制度時，應參照本準則之規定及各機關之組織

職掌，訂入其會計制度。是故各大專院校主（會）計室皆須遵循此規範，審

核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經費核銷事項。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各機關主（會）計

人員審核採購及財物處理時，應注意採購案件有無預算及是否與所定用途符

合，金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及有無於事前依照規定程序辦妥申請核准手

續。科研經費核銷過程中最為科研人員所詬病的部分，應與「是否與所定用

途符合」之審查，如能在「經費處理原則」中明訂科研經費支用某種額度以

下的判斷責任回歸科研專業人員，或可免除諸多爭議，有利提升科研經費的

使用效益。然而本研究認為即便未增訂文字，主(會)計人員在審查是否與所

定用途符合時之權限範圍，仍應回歸會計與內控制度中，核銷流程步驟之職

能分工與各司其職的精神，不必自行擴權；支出項目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係屬

科研專業判斷，應由計畫主持人與單位主管承擔核定之責。 

 

 

 

                                           
20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條。 
21 會計法，第九十五條。 
22 會計法，第十八條。 
23 會計法，第一Ｏ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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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商業會計人員處理會計事務之工作，並非核准憑證之內容細項及應

否支用之正確性24。現行科研計畫補助制度下，科技部將經費核銷事項交由

負責執行補助計畫的大專院校與科研機構，繼而演變成主（會）計室負責計

畫經費的第一層把關，此作法讓科技部不需各別面對上萬名計畫申請人與處

理經費核銷務，而僅須面對一百多所的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相對地，此作

法也使得實際上並未參與研究的各機關主（會）計人員必須為研究人員的各

項經費使用背書，甚至背負法律責任。也造成科研人員使用經費時，憑證單

據送至主（會）計室後，必須面對被主（會）計人員詢問細節，甚至被要求

撰寫切結書述明原委，否則無法使用經費之情形。 

然而，主計人員並非科學研究專業人士，以科學研究計畫之特殊性及不

可預測性而言，主計人員參與項目經費執行之審核，並對設備、器材的採買

提出意見，除增加經費流程的複雜性外，亦難以刺激研究績效的產出。現況

下，主計人員的非科研專業判斷反而是左右經費使用的關鍵，而非授權科研

人員負責專業裁決，此現象往往造成科研人員感覺專業不受尊重，也難以留

住一些滿腔熱血想在台灣擔任教研工作的頂尖科研人員。尤其當科研人員必

須花費許多人力、時間投入報帳等非其專業之行政庶務時，無疑也是在虛耗

珍貴的研究時效及資源。 

本研究建議科技部應與主計總處協調修訂或重新釐清「內部審核處理準

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內容，於條文中排除事前審查研究計畫支用須符合

預算用途項目之特殊條款。或放寬研究人員之項目使用彈性，改為總額核

定，如此主計人員不再需要事前審核及承擔核定科研補助經費使用項目與目

的之責，以排除主計人員該部分之法律責任。另當審核「項目支用是否為研

究所需」的專業判斷回歸科研人員與其單位主管時，為減輕單位主管的行政

流量，即應依照內部控制的理論與成本效益原則，實施分層負責與充分授

權，引導各執行學校與機構建立完整專業的內部控制制度，嚴重的行政懲罰

與法律究責也是違法或不道德科研人員必須承擔的後果。 

由於放寬預算項目支用之彈性後，相關配套得於相關法令之罰則中明

訂，包括研究執行期間所發生任何虛偽或不當用途，由研究人員自負相關

                                           
24 參考「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二項之定義：「本法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係指商

業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分類、彙總，以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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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事責任，並須返還已支用之研究經費，以使會計憑證真偽與研究目的

之判斷，交由研究人員自身全權負責。此外，各學校與研究機構亦應建立符

合社會期望甚至更嚴厲之自律機制，或依教師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嚴懲違背法

律與道德之科研人員。附錄九為某國立大學所訂定之評審委員會裁處停權參

考措施。也唯有如此，我國科研經費核銷的作法與體制方能回歸正常，與國

際實務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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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補助計畫合約內容與契約關係之修訂 

   為配合前述主管機關管控思維與相關經費核銷法令之校準討論，本研究重新

檢視科技部補助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書」內容與契約關係，並提出可能

的修訂方案。 

方案一：修訂「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書」內容 

根據「充分授權、分層負責」之理念，計畫主持人對於被授權的計畫經

費應有使用支配權，得賦予彈性法令規定，但應由計畫主持人對授權之計畫

經費擔負行政與法律責任。原同意書中第二、四、五條文中所列「政府有關

法令」、「其他相關法令」之字眼，恐有使受補助單位核銷人員擴大解讀之疑

慮，本研究建請科技部勘酌修正同意書中第二、四、五條規定，以正面表列

文字列示應遵守之法令，如表三十四所示。 

表三十四 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書修定條文對照表 

條號 原規定內容 修訂之內容 

二 本計畫之補助經費，依政府有關法

令規定核實動支，不得移作他用。

執行期滿，依報支程序，檢據核實

報銷，如有結餘，應全數繳還。但

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得不

繳回。 

本計畫之補助經費，應依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核實動支。執行期滿，依報支程

序，檢據核實報銷，如有結餘，應

全數繳還。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

之學校，得不繳回。 

四 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間、經費分

配、動支核銷、變更及延期等所有

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應依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間、經費分

配、動支核銷、變更及延期等所有

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應依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及本執行同意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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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

權，除經認定歸屬科技部所有者

外，全部歸屬執行機構所有（詳見

經費核定清單之研究成果歸屬

欄），其專利申請、技術移轉、著作

授權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執

行機構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

權，除經認定歸屬科技部所有者

外，全部歸屬執行機構所有（詳見

經費核定清單之研究成果歸屬

欄），其專利申請、技術移轉、著

作授權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

執行機構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及本執行同意書辦理。 

 

另得將計畫主持人的權責訂於執行同意書上，避免發生事後推託責任之

情事，合約內容例示如下： 

 “計畫主持人於執行本案計畫時，有關採購案件有無預算之控管、

採購支出與計畫用途是否相符，及採購金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之事

務，願自負行政管理之責，並督導承辦人於事前完成採購申請核准

手續。” 

 

方案二：修訂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契約模式 

現行科技部經費補助計畫係由科技部與受補助單位簽定「專題計畫補助

合約書」，並由科技部給付受補助單位一定金額比例（約占研究計畫經費

10%）之管理費，契約關係如圖七所示。 

本研究經訪問國立政治大學劉宗德教授後，依照劉教授之建議，於方案

二建議得修改契約簽訂之雙方（如圖八），直接由科技部與計畫主持人簽定

計畫執行契約，再由計畫主持人給付回饋金予受補助單位，由受補助單位擔

任”履行輔助人”身份，協助計畫主持人辦理相關採購或經費核銷事務。而受

補助單位可另依教師法第十四條25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停聘違

背學術倫理之計畫主持人，科技部亦有權不再受理該等計畫主持人之申請

                                           
25 教師法§14 條已受司法院大法官 702 解釋，僅可以停聘數年，不得終身解聘。另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31 條，針對公立學校教師，停聘期間無教師資格，私校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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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理論上，如此的合約結構雖或可免除政府主計法規等對科研經費核銷造

成的一些扞格，然而恐與現行執行情形偏離過鉅，難以說服各個相關單位與

人員。 

 

MOST

補助研究計畫

科技部（MOST)

計畫主持人受補助單位
 

圖七 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現行契約執行方式 

 

 

MOST

補助研究計畫

科技部（MOST)

計畫主持人受補助單位

給付回饋金(履行輔助人義務)  

圖八 本計畫方案二擬議「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契約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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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執行單位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一、 計畫執行單位之內部控制 

自 1992 年 COSO 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頒布「內部控制整合架構（Inter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後，已廣泛獲得世界各地之應用，然為順應時勢發展與環境之

變遷，COSO 委員會於 2013 年 5 月修訂並重新頒布內部控制整合架構，此套

整合架構適用於營利、非營利或政府單位等不同型式的組織，強調組織內管

理階層對設計、實施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之重要性，進而幫助組

織達成目標的可能性。該架構因應企業(組織)及營運環境的改變趨勢，主要強

化下列功能，並重新定義內部控制之涵義： 

強化之功能： 

 利害關係人對治理監督之期望； 

 市場及營運的全球化； 

 營業模式的改變； 

 各種法律、規章、準則之國際化與複雜化； 

 組織對不斷進步科技之使用與依賴； 

 監理機構對於預防及偵測業務舞弊之期望。 

 

內部控制定義： 

內部控制為一套過程，受到組織的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人

員的影響，以為達成下列各類目標提供合理確信： 

 有效果和有效率的營運－專注於營運的效果和效率，包含營

運和財務的績效目標以及防範損失的資產保護。； 

 可靠的報導－專注於可靠的報導，包含內部和外部財務及非

財務的報導； 

 遵循相關法令－致力於組織所須遵守的法律及規定。 

 

任一形式的組織都應考量其使命及組織環境，制定有效的內部控制制

度，以期達成內部控制三大目標。然而，為達成內部控制追求「有效果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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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營運」目標，則應多發揮「原則許可，例外管理」創意思考，針對關

鍵且重要之控制重點加以控制，才不至阻礙組織追求效果與效率（賴森本，

2012）。 

    建立一套內部控制只能合理確信組織目標之達成，因此在設置內部控制

制度時，也必須考量設置之成本與效益，以成本、控制與便利等三條件為考

量原則，故建立該內部控制制度所花費的成本不宜超過其可能產生的效益。

就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而言，雖賦予各受補助單位自行辦理研究經費之

核銷，但為符合科技部追求提升我國研發能量之目的，各受補助單位除考量

財務面之效果，也應衡量非財務面之效率，不應一味僅以舊有防弊稽查思維

行之。 

內部控制包含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資訊與溝通及監督等五

大要素，圖九為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圖，並於表三十四彙整說明各組成要素之

內涵26，其中「控制環境」係其他四項組成要素之基礎，主要營造組織風氣，

建構組織成員對內部控制結構之認知，因此，受補助單位之高階主管應於組

織環境中校準受補助單位之查核思維。而在「控制活動」中，包括「授權」

概念，受補助單位可訂定一金額上限，授予計畫主持人逕自辦理與計畫相關

之採購業務，而省去繁複會簽手續，以提高執行計畫之效率。 

 

控制環境

風險評估 控制活動 資訊與溝通 監督

資料來源：Alvin A. Arens, Randal J. Elder, and Mark S. Beasley (2010),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ervices

 

圖九 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圖 

 

                                           
26 我國審計準則第 48 號公報「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辦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

險」，主要將內部控制組成要素名稱定義為控制環境、受查者之風險評估流程、與財務

報導攸關之資訊系統（含相關營運流程）及溝通、與查核攸關之控制作業與控制之監

督，但其實質規範內涵與美國 COSO 委員會提出之五項組成要素並無重大差異。 



101 

 

表三十四  COSO 內部控制整體架構之五大要素 

要 素 說 明 

控 制 環 境 

（control environment） 

 

控制環境係塑造組織文化，進而影響組織成員對

內部控制之重視，包括治理與管理功能，及對於內部

控制及其重要性之態度、認知及作為，係其他四項要

素之基礎。其中影響控制環境之因素包含： 

1. 操守及價值觀：內部控制之有效性繫於負責內

部控制設計、管理及監督者之操守及道德觀。操守及

道德觀之落實，包括排除或減少可能導致員工從事不

誠實、違法或不道德行為之誘因或誘惑。操守及道德

觀政策之溝通，可能包括政策宣示、行為準則訂定及

管理階層示範等方式。 

2. 專業能力之承諾：完成個人職務所須具備之知

識及技能。  

3. 治理單位之參與：治理單位對內部控制被重視

之程度有重大影響，其責任之重要性亦可見諸於相關

法令或指引。治理單位之其他責任，包括監督檢舉程

序之設計及有效執行，暨監督內部控制有效性之評估

流程。 

4. 組織結構：建立適當之組織結構，包括考量權

力及責任之主要範圍，暨適當之報告層級關係。 

5. 權責劃分：權責劃分可能包括與實務、主要負

責人員之知識及經驗、完成任務所須資源等有關之政

策；亦可能包括為確保所有員工瞭解目標、瞭解其個

人作為與該目標之關聯及對目標之貢獻、員工在何種

情況下需負責及如何負責之政策與溝通。 

6. 人力資源政策及實務：包括招募、職前說明、

訓練、考核、諮商、升遷及獎懲作業有關之政策及實

務，極具效果的人事方針，常能彌補控制環境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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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之弱點。招募適任員工之標準包括重視教育背

景、工作經驗、過去之成就及操守與道德行為。訓練

政策涵蓋向員工溝通其應扮演之角色、所擔負之責任

及相關訓練實務作法（例如透過學校及研討會之訓

練），將展現出對員工績效及行為之期許。且定期績

效評估作為晉升之依據，則可展現其使適任員工承擔

更高層級責任之承諾。 

 

風 險 評 估 

（risk assessment） 

 

風險係指目標不能達成之可能性。風險評估即指

辨認及分析、評估風險之過程，以協助及時設計、修

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活動。與可靠財務報導攸關之風

險，包括對財務資料之產生、處理、記錄及報導可能

產生不利影響之內部或外部情事（包括事件、交易或

情況）。上述情事一旦發生，將使實際財務資料與財

務報表所隱含之聲明不相一致。受補助單位之高階主

管可擬訂計畫、步驟或行動以處理特定風險，亦可因

成本或其他考量而決定接受該風險。 

 

控 制 作 業 

（control activities） 

控制作業係指用以確保組織成員確實執行組織

之政策及程序，執行時應考量組織層級及職能不同，

分別依其目標設置適當之控制作業並予執行，控制作

業可分為五種類型： 

1. 職能分工：安排不同的人員負責交易之授權、交

易之記錄及資產之保管，其目的為減少員工於正

常工作流程中發生並隱瞞錯誤或舞弊之機會。 

2. 授權：確保各項交易及作業均在授予職權範圍內

執行。另依Arens（2010）專書定義，授權係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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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授予一般類型交易或個別交易之權限，可分為 

     「一般授權」及「個別授權」27。  

3. 資訊處理之控制：分為一般控制及應用控制。一

般控制係建立對電腦資訊系統作業之控制架構，

經由協助確保資訊系統持續適當運作，進而支持

應用控制有效運作。應用控制則係針對個別軟體

應用所設計之控制，可歸納為輸入控制、處理控

制及輸出控制等。 

4. 實體控制：針對資產、文件、記錄、電腦程式及

檔案等設置保全措施。 

5. 執行結果之複核：包括由另一個人或部門驗證工

作之執行、對於記錄金額之驗證、職能或作業績

效之考核等。 

 

資 訊 與 溝 通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資訊與溝通係將有關之資訊以適時有效之方式，

予以辨識、蒐集、傳遞予相關人士，使其有效履行責

任。內部控制制度須具備產生規劃、執行、監督等所

需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為使員工瞭解其在內部控制中之角色及責任，可

能以政策手冊、會計及財務報導手冊、備忘錄等書面

形式與員工溝通。溝通亦得以電子、口頭形式或其他

管理作為進行。 

監 督 

（monitoring） 

 

監督係指隨時（包括及時性）評估內部控制執行成

效之過程。持續建立並維持內部控制係高階主管之重要

職責，且對於控制之監督，包括考慮內部控制是否依其

                                           
27 「一般授權」係指由管理階層建立政策，而由下屬依此政策之指示及限制，進行所有

交易之同意行為，包括公布產品銷售的固定價格清單、消費者的信用限額，以及發生

取得某項目之固定再訂購點（fixed reorder points for making acquisitions）。「個

別授權」係指對個別交易的適用，如業務經理授權與二手車公司的銷售交易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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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執行且因應情況變化而作適當修正。 

設置內部稽核人員或執行類似功能之員工，定期提

供內部控制是否有效運作之資訊，並對內部控制之優缺

點進行溝通及提出內部控制之改善建議。監督作業可能

包括使用來自外部溝通之資訊，該等資訊可能顯示內部

控制之問題及需改進之重點。 

資料來源：我國審計準則第 48 號公報「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辦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另外，在上述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基礎下，考量現行受補助單位向科技部

辦理經費核銷時，該流程至少應包括收入循環、採購與支付循環、薪資循環、

財產管理循環及研發循環等五大交易循環及相關所屬作業（見表三十五），

並據以於各作業項下說明其流程、控制重點與相關重要表單，才能建構完善

之內部控制制度。 

  表三十五 與受補助單位經費核銷相關五大交易循環 

交易循環 作業名稱 

1.收入循環 1. 建教合作收入作業 

2.採購與支付循環 1. 請購作業 

2. 科研採購作業 

3. 政府採購作業 

4. 小額採購作業 

5. 緊急採購作業 

6. 公開招標/開標/決標作業 

7. 驗收與退貨作業 

8. 應付帳款核銷與付款作業 

9. 零用金支出作業 

3.薪資循環 1. 薪資編製及發放作業 

2. 特殊講座費用編製及發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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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財產管理循環 1. 財產分類編號與登記作業 

2. 工程發包及控管作業 

5.研發循環 1. 建教合作計畫管理作業 

2. 專利申請作業 

3. 技術移轉管理作業 

備註：本經費核銷五大交易循環僅以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為主。 

 

二、 計畫執行單位之內部稽核 

內部稽核協會28（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對內部稽核之定義： 

內部稽核是獨立客觀的確認與顧問活動，用以改善組織

之營運，並增加其附加價值。其可藉由建立系統化之紀律以評

估改善組織之風險管理、控制及治理流程，而有助組織達成設

定之目標。 

由上述定義可知，內部稽核除了具備執行如複核資訊之可靠性與正直

性、確保符合組織政策及各項法規、保護組織資產等責任外，也被賦以改

善組織營運效率以提供附加價值之積極角色29。 

另參考《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十條對實施內

部稽核之目的： 

“公開發行公司應實施內部稽核，其目的在於協助董事

會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

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

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28  簡稱 IIA，目前擁有全球約 16 萬會員，並頒發內部稽核師（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s,CIA）之認證。 
29  Alvina A. Arens, Randal J. Elder and Mark S. Beasley，Auditing and Assurance 

Services， 13th  Edition， p.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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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補助單位亦應規劃訂定適宜之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該細則之

架構參表三十六）以使稽核受補助單位經費核銷內部控制流程時有合理之依

據。此外，為將績效評估工作納入內部稽核人員責任範疇，本研究建議受補

助單位應自行設立自籌經費工作績效衡量辦法，並作成科技部補助計畫執行

效益評估表（如表三十七），以供內部稽核人員作成各項業務目標之評估，

得以衡量與確認經費績效目標之達成度，另可聘任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定期進

行協議事項之外部稽核。 

 

 

表三十六 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經費核銷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架構 

科技部補助計畫經費核銷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架構 

訂定日期：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1. 目的： 

2. 適用範圍： 

2.1 科技部補助計畫內部稽核制度包含項目 

2.2 稽核時間與事務範圍 

3. 作業說明： 

3.1 權責單位 

3.2 稽核人員職權 

3.3 稽核人員職責 

3.4 內部稽核執行方式及程序 

3.5 作業週期 

3.6 績效評估 

3.7 附表 

4. 外部稽核： 

4.1 聘任外部稽核之主管單位 

4.2 稽核時間與稽核範圍或項目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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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十七 科技部補助計畫執行效益評估表 

評估項目（可自行增刪）  
自評部分  校評部分 

1 2 3 4 5 1 2 3 4 5 

科技部補助計畫（一）：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已於近五年於○○○發表。 

 □ □ □ □ □ □ □ □ □ □ 

科技部補助計畫（二）：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已於近五年於○○○發表。 

 □ □ □ □ □ □ □ □ □ □ 

科技部補助計畫（三）：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已於近五年於○○○發表。 

 

 

□ □ □ □ □ □ □ □ □ □ 

其他評估項目包括: 

 已與產業界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已促進學術界與實務界的交流 

 已幫助業界解決問題 

 已推廣研究成果 

 已有具體產品產出 

 已申請專利成功 

 □ □ □ □ □  □ □ □ □ □ 

意見欄： 

 

 



108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綜合前述國內外機構經驗、專家訪談結果及科研人員問卷分析之發現，本研究將

目前我國科研人員執行國科會補助計畫所遭遇之困境分為「科技面」、「法律面」、「程

序面」及「其他」四項，並從上述經驗提出各項構面所能借重之改進方式，分述如下： 

 

一、 科技面 

目前補助計畫報支經費時，研究單位的主(會)計人員常常不接受計畫主持人採

用信用卡支付，可支用項目僅限於出差旅費、國外採購及無法使用現金之交易。現

今網路時代，電子商務交易早已非常普及，限制計畫主持人信用卡的使用想必影響

主持人採購便利性，上述章節的問卷調查亦呈現多數主持人對於限制使用信用卡可

支用的項目不表認同。惟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96 年 2 月 1 日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函，對於支出事項原則上依一般付款程序辦理，機關同仁因公務上有臨時需要，在

不違反政府採購法及機關採購規定下，經其主管審度實情核准者，得以個人信用卡

刷卡方式辦理支付。可見得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主(會)計人員常常對於法規做出過度

限縮或僵化之解釋。防弊固然重要，然而為了防弊而損害採購或研究效率，可謂因

小失大，不合乎成本效益原則。何況主管審度實情之核准授權，卻自訂要附加說明

理由之條件，似未考量行政成本的增加與現代的科技發展潮流。 

採購卡(purchasing card)為組織用於採購組織所需之產品或服務的支付工具，使

用方式相當類似現今社會普遍使用的信用卡。組織的成員必須遵循採購卡採購政策

辦理採購業務。採購卡多用於低單價、高採購頻率的品項採購。有別於一般傳統採

購流程，採購卡可以減少繁瑣流程及行政處理成本。組織可以對採購卡實施各種不

同的控制措施，如單筆採購金額上限、月採購金額上限、供應商類別及採購項目限

制等等。目前國際許多政府組織、商業機構、大學及研究機構已經充分地採用採購

卡制度，如上面章節已介紹的麻省理工學院採購卡制度。美國國防部組織採購卡的

持卡員工約二十三萬人，每年採購金額約 61 億美元(Kutz 2002)。 

綜合上述說明，由於業務費的交易（尤以雜費為甚）特性為金額小，交易頻繁，

差旅費交易以信用卡支付亦有其必要性。故本研究建議專題研究計畫採購可使用採

購卡制度。不僅可以增加主持人採購的便利性，對於主計單位的管理控制，行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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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降低亦有相當的助益，國外採購卡制度已發展地十分成熟，亦有許多電子管理

系統可以選擇，故預期引進該制度的困難度和成本亦不會太高，供主管機關參考。 

 

二、 法律面 

行政院下諸多部會每年皆提供經費委外研究，許多部會亦已自訂專門適用該部

會補助經費計劃之核銷依據(例如：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農委會)。考量科技部每

年所補助國內研究經費龐大，亦為國內科研經費主要來源之一。是故，科技部係參

與科學研究活動最深，也是最熟悉科研人員特性的單位，科技部即應本於職權衡量

研究經費特殊性，而加以完備科技部專門的核銷制度，力求規範清晰明瞭，減少歧

異，易於遵循，樹立部會的榜樣，鼓勵國家研究。 

現行制度下，我國非以原則性規定的概念建構核銷制度，且缺乏對研究人員的

信任，以致法規內容雜亂又無明確原則。許多核銷項目的背後還與一連串的政府規

定、函令及上級單位查核意見等牽連，使核銷作業難上加難。然而，國內各學門研

究類型繁多，科技部現行規定多依舊參照其他所有政府法規之規定，造成法令多如

牛毛，仍無法涵蓋所有核銷事項。此外，公務機關內規也無法與研究活動的特殊性

間取得協調，造成規定的適用與解釋因校而異，或因單位而異，甚或因人而異，致

使各個主計單位各自為政，徒增核銷誤解與衝突。 

由於多數研究人員非法律領域專家，甚或旅居國外多年，政府規定的法律用語

對多數人而言生澀難懂，科技部自訂核銷規範得以較白話方式明確陳述內容，可以

增進研究人員對法規的瞭解。除了制訂專門適用科技部補助科研經費之一致性規範

外，科技部應定期編製研究人員手冊及主計人員手冊等供相關單位參詢，除可提供

相關人員瞭解科技部經費核銷的大方向之外，讓新進人員可以較快的速度上手熟悉

核銷作業，亦可減少因法規解釋差異所產生的衝突。 

 

三、 程序面 

在經過問卷調查後，計畫主持人大多認為在經費核銷的程序上應放寬與簡化。

實務上，科技部所公布的規範適用於學校時，各學校的會計人員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及認定，往往規範得更嚴格，在執行經費核銷時，造成計畫主持人的不便及雙方認

知上的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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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計畫主持人與學校方面的請購與核銷程序部分，大多計畫主持人

皆認為程序繁雜，往往耗費許多的時間與精力在經費處理，以至於壓縮執行研究計

畫的時間，因此流程的簡化迫切需要，藉由程序的簡化，得使計畫主持人得以更致

力於研究。本研究建議授權計畫主持人部分金額彈性支用，秉持誠信原則，計畫主

持人核銷小額支出得免附單據。使計畫主持人在支用小額支出時，不需耗費額外的

時間來處理經費的核銷，主計單位也不需為了小額支出耗費許多時間來核銷經費，

其中的公文退件等造成雙方困擾的情形也得以減少，此方案對於計畫主持人與主計

單位雙方皆能達到成本效益原則。但仍得要求計畫主持人保存合法單據至少三年。 

對於目前已放寬的彈性支用額度，計畫主持人對其的看法大部分皆給予肯定。

然而，因彈性支用額度仍有規範適用項目，因此彈性的程度較低。對於彈性支用額

度的意見，計畫主持人皆期望能放寬彈性支用額度的金額上限，並建議解除彈性支

用額度使用項目的限制，如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及饋贈、或國際交流等支出事項也

可使用於國內貴賓，以及可使用於採購、人事支出等等的項目上。 

在研究計畫案的預算核定方面，也往往造成計畫主持人的困擾，因有些研究計

畫可能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其經費的支出也可能在計畫未執行前難以有確定的支出

項目，有計畫主持人建議各校可成立一個經費申請的審核制度。當執行計畫中經費

需變更及有新的支出項目時，可以直接向經費審核機構審核，甚至一開始就不須成

立預算細項，以至於研究進行中不會受限於預算的限制而影響研究計畫的進行。 

 

四、 其他 

目前科技部僅提供高鐵、台鐵等之出差交通費，無法針對計畫主持人執行戶外

地區或偏遠地區田野調查時之自用車耗油，或提供參加國內舉辦國際會議住宿費之

補助，恐已不符實務之需求。可參照美國作法將汽車耗損、油料算入，或由主管機

關建立一套認定標準，據以提供自用車里程之補助標準（如每公里核銷 4.7 元台

幣），如下例： 

台北至台中之里程核銷試算過程： 

成本項目 小計 

(1)汽車成本 60 萬/50 萬公里(總里程數) 1.2 元/公里 

(2)汽油成本 1 公升＝10 公里 ≈ 35 元 3.5 元/公里 



111 

 

每公里核銷 NTD $4.7 元，150 公里*4.7 元 ≈ 705 元 

(3)eTag 通行費 159 元 

合計：NTD 864 元 

(*可限制總報銷數不超過搭乘高鐵之票價) 

 

其次，目前補助於國外日支生活費之標準與當地實際物價水準差異過大，雖會

議地點偏僻但生活費偏高的狀況，應考量物價變動情形，予以適宜修正。 

另外，建議各校利用管理費之來源，聘請專職（約聘）報帳人員（一系一位或

多系共用均可，視其計畫數量決定），由固定之專職人員熟悉報帳流程與規定，以

幫助研究者專心致力於提高研究效能，亦可避免聘任兼任助理時，所面臨年年更換

的問題。 

我國政府多以人性本惡角度審視經費運用，注重細節而非研究成效，完全不若

國外對於學術道德之信任與給予研究經費的靈活與彈性。建議監管單位可改採事前

信任態度，事後嚴懲（開除或移除研究教學年資）之作法，嚴格檢視研究成果，成

果一旦達到預期，計畫經費即已發揮成效，如此，將有助於國家在學術研究效能上

的全面提升。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有關經費核銷之法令規範與管理控制校準方式，本研究建議未來可進行五階段

性之做法： 

1. 目前可以立即實施的方案 

階段一： 

目前行政院已完成法規審議會且即將送立法院修定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其中修正之第三條條文僅於說明處闡述由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

理之收入「其經費應依補助計畫或委辦契約規定支用」，卻未將此等文字正式

納入修正條文中，殊為可惜！建議科技部在與行政院教科文處長確認文字後，

儘速發函行政院，於送進立法院前增修文字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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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校務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但不包括第二款第四目之補助或收入 

  二、自籌收入，其項目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六）受贈收入。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 （八）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所定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辦理。第

一項第二款第四目所稱政府科研補助，指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相關

規定，為促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對國立大學校院所為之補助，其經費應

依補助計畫或委辦契約規定支用。」 

另外，科技部自訂之： 

A.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二點（一）

1.（3）及第十一點（六）文字應配合刪除「未規定事項」、「及（政府）

有關規定」等文字，改為明列應規範之項目內容。 

B.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七點文字應

配合刪除「及其他有關規定」之文字。 

階段二： 

考量現有之流用及彈性支用原則後，針對某些仍然造成計畫窒礙難行的條文或

規定，須分別與其主管機關進行溝通，協商可能的解決方案，必要時修正相關

之法規。本研究基於全國計畫主持人之意見調查，已列出亟需修正之法規清單

（例如：參加在國內舉辦國際會議之住宿費、國外會議參展場佈費用等）。在大

額採購方面則應強化科研採購的便利性與自主性，始符合科研採購經費之特性。 

階段三： 

增訂科研計畫會計核銷採業務費定額授權之方式執行（如每案上限新台幣二十

萬元，且每單件支出不超過 1,000 元）  

A. 協調主計總處修正「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使科研經費

與一般公務預算經費分流，讓學校或受補助機構的主計人員不需要負擔

不必要之審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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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科技部依行政裁量權在自訂之規範中，可明訂研發經費的核銷原則（如

OMB 之四大成本原則）及限制（如 MIT 之 Unallowable Cost），使不需

要完全符合公務預算的核銷規範，以達成本與效益符合之原則。 

C. 本階段著重在充分授權計畫主持人，賦予主持人相當之裁決權限，在授權

金額內尊重主持人之專業判斷與道德操守，並可節約內部審查之人力成

本。唯一旦發現不當核銷行為，將對主持人採取嚴厲之處置。  

2. 尚待深入研究以確定利弊的措施 

階段四： 

修改成為個人（private investigator）基礎的研究合約，並加強宣導與落實相關

法律、會計與倫理規範的要求。 

修改契約簽訂之雙方，直接由科技部與計畫主持人簽定計畫執行契約，再由計

畫主持人給付回饋金予受補助單位，由受補助單位擔任”履行輔助人”身份，協

助計畫主持人辦理相關採購或經費核銷事務。而受補助單位可另依教師法第十

四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停聘或延聘違背學術倫理之計畫主持

人，科技部亦有權不再受理該計畫主持人之申請案。 

目前類似之作法已可見於 

（1）經濟部科專計畫 

（2）科技部補助教師出國研究費 

階段五：科技部的法人化 

如同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的行政法人化，是政府為了推動文教機構的組織

發展，且基於專業性、彈性及精簡的考量，讓文教機構可以在具有創意的環境

中進行文教相關事業。而科技部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提升科學研究環境，發展具

有原創性的科技研究領域，並助於產業的發展，因此，如同文教機構，是需要

在富有創意的組織中進行，科技部的法人化可使組織更具彈性，也更精簡相關

人事及行政成本，使得研究案的補助更具效率。 

二、 對於推廣科技部科研補助計畫之經費報銷相關規定的實施建議，可分別辦理全國計

畫主持人受補助單位之主（會）計人員與專案助理核銷講座，提升專業知識。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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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錄製 DVD，由專家講解相關內容後，免費置於科技部網站，供計畫相關人員隨

時點閱學習。 

三、 目前科技部付給大學或受補助單位執行專案的管理費設定在 5~10%之固定乘數，受

補助單位通常必須補貼各項行政成本，建議參考國外研究機構調高專案管理費，並

依各專業領域彈性調整。此外各受補助單位應檢討計畫結餘款雙重抽取管理費之規

定所造成之行為效果，最好降低校方抽取結餘款管理費之百分比，以免間接導致主

持人向廠商索取非法發票或期末消化預算之不當報銷行為。除此之外，科技部可直

接規定大學或受補助單位對於研究計畫的結餘款抽成所流入校務基金的比例，避免

各個學校比例不同，造成爭議。 

四、 嚴格落實並加強計畫主持人與研究人員有關會計核銷之基本道德素養與法律知

識，以杜絕不實單據詐領補助經費之情事。各學校及受補助單位並應確實訂定內部

控制與人員聘用管理之規範，明定發生不法情事時之懲處與罰則（包含解聘處分）。 

五、 目前國科會專案研究經費處理原則第四條規定，非於計劃期間內之經費不得報銷，

實務上研究計劃常有在結案之後要做的投稿或後續討論或修正，同樣地，計畫開始

前就已經會有相關提出研究計畫之準備費用，嚴格的以計畫期間區分並無法恰當的

反應研究計畫經費之需求，建議核銷經費之期間應放寬包括計畫執行期間前後數月

之計畫相關經費，以利強化研究經費之使用彈性與實際效益。 

六、 目前科技部係以近年補助計畫之研究成果及出版情形作為專題計畫申請案之評分

參考，宜建制更積極、更及時之科研計畫研究成果評估考核機制，以提供研究計畫

績效產出之關鍵數據。 

七、 建議將科技基本法第六條再加一項條文，為「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法人

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委託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預算辦理核銷，不適用內部審核處裡準則之規範。其經費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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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科研經費核銷流程步驟與人員工作內容 

步驟 執行人員 工作內容 

授權 

(Authorization) 

科研經費執行

單位管理當局

依補助性質授

權分層負責 

由低至高分別賦予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機構負

責人可核定動支金額之權責，以簡化行政流程，提

高行政效率。 

核定 

(Approval) 

被授權核定之

人員 

核定支出項目之合理性、必要性，對分層負責之授

權事項，應切實監督，如發現不當情事，應予糾正。 

記錄 

(Recording) 

單位主計人員 驗證單據合法性、金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但不對

支出項目合理性、必要性進行審核。 

支付 

(Reimbursement) 

or 

(Payment) 

單位出納人員 檢查被授權人員是否完成核定，主計人員是否完成

記錄，若兩者皆具備，將款項以匯款或開立支票方

式支付給廠商或主持人。 

審核及查核 

(Review & Audit) 

單位內稽人員

或主(審)計人

員定期審核;

科技部、審計

部之查核人員

不定期查核 

定期或不定期對核銷檔案進行抽樣審核與查核。若

發現支出有不合規定或不法之情事，除追究計畫主

持人與被授權核定人員之行政責任，並依執行單

位、科技部之相關規定及法律懲處，且追回不當支

用款項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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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yes 

no 

no 

附錄二 補助款管理流程圖30 

 

 

 

 

 

 

 

 

 

 

 

 

                                           
30 A 指「重複進行程序」；SP 指「資助計畫單位」；PI 指「計畫主持人」；DA 指「部門管理單位」；HR 指「人力資源服務」。本研究整理自：Ingersoll & Eberhard 

（1999）。 

Letter/award notice 

received by SP 

SP assigns unique 

account number 

PI with DA/SP creates 

budget for accounting 

system 

PI assures that Human 

Subjects approvals and 

other compliance 

protocols are up to date 

 

DA sends payroll forms 

to HR to charge effort of 

project personnel to grant 

Purchase Orders and project 

expenses are processed 

against grant account 

PI/DA obtains 

financial/accounting 

system reports 

PI/DA monitors expenses 

SP submits interim financial 

reports/invoices to sponsor as 

required 

If grant is ending 

request a no-cost 

extension if 

applicable 

PI submits interim 

technical reports as 

required 

Will account 

number expire 

this month? 

DA sends payroll forms to 

HR to discontinue 

charging personnel to 

grant 

PI/DA notifies appropriate staff to 

discontinue charging standing orders and 

other expenses 

DA/PI coordinates close out with SP 

SP submits final financial 

reports/invoices to sponsor as required 

PI submits final technical reports as required 

Is new account 

number 

required for 

subsequent 

year? 

End 

A 

A 

PI/DA notifies appropriate 

staff of account number to 

charge for purchase orders 

and project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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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題綱 

主計人員 

1. 何謂專案試行計畫？執行的方式為何？ 

2. 專案計畫牽涉到可以鬆綁的相關法令為何？ 

3. 關於科技部委託計畫研究經費核銷的問題，在制度上有授權的部分嗎？您認

為有給予教授授權的可能性嗎？ 

4. 在科技部委託計畫同意書中（見下圖文字），如將第四點之「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刪除，是否可行？刪除後是否有所不同？ 

 

 

審計部 

1. 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當二者之規定相互間有所抵觸時，即有「特別

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適用。在現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經費核銷制度

下，該部雖為我國科技研發之主管機關，但計畫主持人就相關採購、核銷等

規定仍參照行政院其他各業務主管機關所訂辦法執行（例如：主計總處-內

部審核處理準則），並無另訂相關作業規範。科技部既為科技研發主管機關，

負責科研補助項目之分配及決定，且計畫補助經費之核銷情形最終仍受科技

部之監督。因此，本研究主張科技部應得自訂有關補助計畫經費之會計、採

購等涉及補助經費使用之作業規範及相關監督管理辦法，而排除行政院其他

各部會相關辦法之適用，以解決現行科研人員執行科技部補助經費時法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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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紊亂之現象。請問就審計部之立場，此觀點是否可行？ 

2. 承上，或可比照教育部依行政法人法設置「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之方式，由

大學或大學系統成立大學法人，並自訂其會計、內控及內稽制度，據以執行

科技部補助科研計畫之經費核銷。最後，長期而言，未來亦可將科技部財團

法人化（例如：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基金會），以徹底脫離公務預算之限制，

達到鬆綁科研補助經費之核銷問題。請問就審計部之立場，此觀點是否可

行？ 

 

法律專家 

1. 科技部目前屬於行政院下轄委員會，因此與各大學簽訂專題研究計畫契約必

須依照政府有關法令規範「核實報支」。本研究小組擬參考「文化部─國家

藝術文化基金會」、「經濟部─工業技術研究院」、「財政部─臺灣證券交易所、

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等類似之模式，探討於科技部之下單獨成立另一財

團法人基金會，接受政府捐（補）助資產，並統籌科研經費補助，以利與僵

化之政府會計法令規範脫鉤之可能性為何？有無其他更佳之模式？ 

2. 專題研究計畫契約委託雙方為行政院科技部及執行機關（各研究機構與大

學），因此專題研究計畫經費使用，仍必須受限於大學內主（會）計室之意

見。本研究小組研討將科技部之委託契約書各經費報支條款與政府井規範脫

鉤，轉成為一公權力機構之私法契約關係之可行性，或不再以科技部及國立

大學為契約雙方當事人之可行性為何？（見下圖文字，移除同意第四點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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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可行性為何？） 

  

3. 日本行政法人制度發展已久，日本政府對其他相關經費核銷管控思維是如

何？您認為行政法人是否得以適用於我國科技部？您是否了解日本科研人

員執行研究計畫經費之核銷規定？ 

 

國外學者 

1. What are the major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for research projects?依您所在國家

而言，研究計畫的主要補助單位為何？ 

2. Please outline the reimbursement and payment procedures for the project-related 

expenditures.請您陳述在相關研究計畫支出上有關核銷及支付的程序。 

3. In order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 what are the tasks that a project 

manager/researcher needs to do? Are those tasks time-consuming to you?為了辦

理經費銷核，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管理人應具備哪些要件？對您而言是否

費時？ 

4.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receive the reimbursement?多久之內可以收到銷核款？ 

5. What are the meal, mileage or travel policies?  Are the rules too complex or 

rigorous to you? 出國政策為何？這些規定對您而言是否複雜或過於嚴格？ 

6. Are the purchase or reimbursement policies flexible enough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but needed change of purchase items within the project budgets? For 

example, buying equipment to replace suddenly broken one or getting the 

authorization to use a database that is out of the original project plan. 在研究計

畫預算內，請問貴單位所設立的採購或銷核政策是否具備足夠彈性得以調適

未預期但卻必須更改的採購項目？例如，購買新設備以取代突然故障的設

備，或未在原始計畫申請書列示的項目如取得資料庫的使用權限。 

 

國內專案研究計畫主持人 

1. 請問您在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時，是否遇到經費報銷的困擾？項目為何？如

何解決？ 

2. 在遇到上述問題時，主（會）計室或學校單位主管等是否有任何回應？必須

花費多少時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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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是否有具體的改善建議或進一步的想法？ 

4. 科技部目前已公佈經費支用彈性政策，並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檢討過往經費管控法令規範，請問您是否知

悉此彈性政策？您認為此政策是否已在貴服務單位中落實？您認為此政策

之彈性是否足夠？（若否，續問進一步之想法或建議？） 

5. 科技基本法排除科研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因此目前科技部訂有採購參考事

項及監管辦法，各校皆參考此規定訂定校內採購規範。然科技部採購參考事

項之內容與政府採購法相去不遠。請問您在進行科研採購時，是否有遭遇任

何困難及經驗如何？現行規範是否符合需求？ 

6. 您認為現行經費核銷制度是否有任何授權概念？（若否，您認為何種授權方

式較妥當？有無分層負責之可行方式？ ） 

7. 目前多數研究計畫主持人多以兼任助理處理經費核銷事務，您認為此現象是

否有改進之必要？您是否贊成研究機構成立專責經費報銷單位？您贊成或

反對之理由為何？ 

8. 請問您是否了解任何國外研究機構相關經費核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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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座談會議紀錄 

「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經費報支與核銷法令規範與管

理控制之校準研究」專家座談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103年3月12日（三）下午2時30分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八樓第二會議室 

會議主旨：行政院科技部委託「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法令規範與管理控

制之校準研究」，與實務專家及政府相關單位主管探討國內科研計畫

經費報銷實務之規範內容及窒礙之處。 

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  周玲臺教授 

與談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處長  林秀敏 －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

黃凱苹專門委員代理出席 

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長       林慶隆 

－ 

由監察院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

處張國欽副處長與陳幸惠科長

代理出席 

監察院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處長 帥華明 

行政院科技部主計處主任     黃文姬 － 由行政院科技部綜合規劃司許

嘉文秘書與主計處蔡麗珠科長

代理出席 

行政院教育部會計處會計長    黃永傳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處長  黃叔娟   

國立成功大學主計室主任     楊明宗   

國立政治大學主計室主任     魏如芬  （不克出席） 

 

列席人：會計學系邱献良、會計學系林怡伶、會計學系林欣穎 

會議紀錄：林怡伶 

一、報告事項 

由本研究團隊報告目前研究執行方向與研究發現，包括專家訪談結論、問卷

調查結果、初步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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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事項 

第一案：討論科技部自訂補助研究計畫經費核銷辦法的可能性，提請  討論。 

說明：（1）科技部綜合業務司彭副處長曾表示，目前，縱使科技部自訂補助研

究計畫經費核銷辦法，研究計畫經費仍須符合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監察院審

計部所訂之所有公務支出相關規定。 

（2）近日，教育部提出「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草案已通過行政院會，

進入立法院等待中。其修正內容請參附件四-1。 

（3）本研究暫擬「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準則」，請參附件

四-2。 

討論： 

楊明宗主任 ： 依附件一階段二所列，汽車成本較難認定，宜建立一套

認定標準。另外如水利系等，必須上山或下海執行田野

調查，里程數的認定恐較困難，或可由計畫主持人主動

提供里程資料；附件一階段四所列「由科技部與計畫主

持人個人簽定執行契約」恐不符現狀，應予以刪除。 

張國欽副處長 ： 主計和審計單位應該都是執行審核程序的部門，相關核

銷程序的標準，都是由主計處訂定，審計部僅負責事後

的核銷，依‘‘法”查核。 

陳幸惠科長 ： 重申張副處長的說法，主要遊戲規則，是由執行單位訂

定的，因此查核時若發現執行單位沒有法規，則會提出

執疑，要求單位要定規則。通常若發現有涉法的情形，

才會再進一步提出執疑。 

黃凱苹專門委員 ： 此部分列為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中的自籌經費範圍，由各

校自訂管監辦法送教育部監管，但各校可能未詳設辦

法，導致又遵循“主計處”的辦法。另外，田野調查、水

利勘查等已有彈性方案，各校作法是有跡可循。所以應

該重新檢視中間環節，而非去修改法律的源頭。 

黃叔娟處長 ： 有關計畫資金來源是為公款或列為建教合作收入，若

依條例的修改，將科技部計畫規於自籌經費，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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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明確，應促成條例更快速通過。 

 

第二案：討論研究經費增列計畫主持人裁量性費用的可能性，提請  討論。 

說明：裁量性費用項下，主持人提交與研究相關的單據，基於科研計畫核給補助

兼具獎勵性質（merit-based）, 建議酌予適度的法令鬆綁，以給予主持人

運用研究經費之彈性。並可一併解決跨計劃或跨期間之困擾。 

討論： 

楊明宗主任 ： 若主持人同時有多年期和單年度，要相互流用會有困難

度，主計人員在出具年度報表時上也可能會合併的問

題。若要提供主持人經費使用之彈性，可能要有一些限

制。以成大為例，第一線的作業人員，由於具備理、工、

醫科背景，因此研究案量大，有2成科技部案件及約4成

的建教合作案，因此在投入人力上著實困擾，很難直接

認定“是否與計畫有關”，其次，如購買隨身碟，也很難

認定是否用在計畫上，未來可能產生許多爭議。至於合

聘”專業助理”部分可能亦有爭議空間，此建議雖可減少

老師經費報帳的困擾，但也有可能變成專業助理來管老

師的問題。另外，個人贊同採用「庫房制度」可將計畫

資金共同管理。 

本校曾發生違師案例，目前校內已訂定「內部控制處理

措施」及「教師評鑑裁量規範」，因此除了獎勵優良教

師之外，相對地也設置懲處條款，以達獎懲並重之效。 

黃凱苹專門委員 ： 不同計畫跨期間部分，可能涉及當年度預算編列與控管

問題。如何讓將來計畫在審核上有一些依據，理應由教

育部和科技部應共同商議。另外在本處已在退回件上，

提醒主計同仁應能夠一次性告知主持人應補的文件或

單據，避免來來回回退件，造成主持人在時間與精神上

的浪費。 

蔡麗珠科長 ： 若主持人當年度沒有計畫時，還是可以另外向科技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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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出國差旅報支。 

黃永傳會計長 ： 若法規訂定越多，則對主計人員越是一種負擔，未來若

多訂一條法規，則主計人員勢必再多審核一條法規。基

於內部審核的職責，若計畫主持人有鬆綁的請求，則相

關主管機關理應予以回應、解決。建議可參考新加坡－

公務人員公務卡之設置方式，可於住宿或搭乘大眾運輸

時（臺鐵或高鐵）等都可以用此公務卡刷付。 

陳幸惠科長 ： 針對「是否可提供主持人較多的彈性，少一點約束」的

部分，若參酌國外國防單位之執行案例，假設計畫金額

是 10 萬，執行中經稽查發現有問題時，罰款是 10 倍。 

另外，費用與金額的支用標準，審計單位並沒有自訂規

定，完全是看行政機關的規則，再依法查核。 

黃叔娟處長 ： 科技研究經費倒底是補助性質還是獎勵性質（一級用途

別）？應釐清它的目的性質，而後續只是後端核銷問

題，若源頭設定清楚，則後頭的核銷鬆綁是可以達到

的。從違師案例來看，國外的內部稽核非常專制，而國

內的內部稽核要達到如此水準仍有許多努力空間，但主

計室的法規乃所有行政機關一體適用，若要讓研究計畫

排外，科技部應該明確指明遵循何法，是否可排外等？

如：自行開車，設有一致地合理標準可依循，是可行的，

另外出國差旅的部分，在計畫結束後，如何因應文章何

時被國外會議接受，或許可將經費分段期間報支。另外

在採購卡的部分，其觀念賴似”加油卡”，是有助於持續

性稽核的。若科技部的經費已經從嚴核實申請了，則樂

觀其成。 

蔡麗珠科長 ： 若主持人當年度沒有計畫時，還是可以另外向科技部

申請出國差旅報支。 

 

第三案：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針對

科研補助經費修正部分條文之可能性，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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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原「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如下： 

「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採購及財物處理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採購案件有無預算及是否與所定用途符合，金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

有無於事前依照規定程序辦妥申請核准手續。」本研究建議可於該條文

後增列但書「但科技部科研補助計畫不受本條文之限制」。 

討論： 

黃永傳會計長 ： 目前國內出差差旅費係由行政院主計處訂定，主要考慮

全國一致性，可行的解套方法為行政院主計處執行一套

作法，另由科技部另外自訂一套執行作法。另外根據政

府採購法第95條之規定，授權由專業採購人員才能進行

採購作業，而主計人員屬幕僚單位，不應該是由主計人

員來打戰… 

楊明宗主任 ： 成大是不抽“結餘款”，所以結餘款可再回到主持人身

上。而差旅費部分，在成大只有1400元，對成大而言是

明顯不足，且餐費的上限是80元，若以台北物價水準評

斷，是明顯不足，未考量物價水準的調整。另外彈性支

用額度是2%，應有更大的彈性空間，對理工科而言，只

有2%可彈性支用，是非常不足。 

黃叔娟處長 ： 人文及社會科學類之計畫經費較能有前例可循，但科學

類之計畫經費若遇創新性之研發，則較難認定給予經費

的範圍。 

 ： 目前在科技部已多向各處主計室宣導相關彈性支用原則

與要點，可能仍有以諤傳諤的現象。而在科技部專屬網

頁上，也有建置Q&A專區，也發函向各執行機關說明以

防止執行上的誤解。 

許嘉文秘書 ： 科技部已有訂立相關參考要點，可供各校參酌，但各

校又不敢自訂規範，可能科技部講宣導上仍有不足之

處。另外像油料費，若又訂立一套標準，是否又將產

生一些使用限制？因為訂立後，只能使用此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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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如遇物價變動等情事，又需再重新調整，可能又

會造成誤解。原則上應回歸”實報實銷”的目標。 

 

第四案：目前科技部係以近年補助計畫之研究成果及出版情形作為專題計畫申請

案之評分參考。討論發展更積極、更及時之科研計畫研究成果評估考核

機制，以提高研究計畫績效產出之可能性，提請    討論。 

討論： 

黃叔娟處長 ： 目前科技部獎補助計畫之執行屬”重重拿起，輕輕放下”

局面，可能未能達到嚴懲違師的效果。另建議計畫應明

確訂定績效衡量指標或相關考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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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專家座談會議預擬之綜合建議 

「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法令規範與管

理控制之校準研究」專家座談會議 

《本研究預擬之綜合建議》 

(一)有關經費報支與核銷之法令規範與管理控制校準方式，本研究建議未來

可進行五階段性之做法： 

1. 目前可以立即實施的方案 

階段一：目前行政院已完成法規審議會且即將送立法院修定之《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其中修正之第三條條文

僅於說明處闡述由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其

經費應依補助計畫或委辦契約規定支用」，卻未將此等文

字正式納入修正條文中，殊為可惜！建議貴會在與行政院

教科文處長確認文字後，儘速發函行政院，於送進立法院

前增修文字如后： 

第三條 

「校務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但不包括第二款第四目之

補助或收入 

         二、自籌收入，其項目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產學合

作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

理收入。 

          (六)受贈收入。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 (八)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所定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由教育部依預算

程序辦理。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所稱政府科研補助，指政

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相關規定，為促進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對國立大學校院所為之補助，其經費應依補助計畫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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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契約規定支用。」 

另外，國科會自訂之： 

C.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

理原則」第二點（一）1.(3)及第十一點(六)文字應配

合刪除「及(政府)有關規定」，改為明列應規範之項

目內容。 

D.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二十七點文字應配合刪除「及其他有關規定」

之文字。 

階段二：考量現有之流用及彈性支用原則後，針對某些仍然造成計

畫窒礙難行的條文或規定，須分別與其主管機關進行溝

通，協商可能的解決方案，必要時修正相關之法規。本研

究擬於完成全國計畫主持人之意見調查後，列出亟需修正

之法規清單。在大額採購方面則應強化科研採購的便利性

與自主性，始符合科研採購經費之特性。 

A. 例如：參加在國內舉辦國際會議之住宿費、國外會議

參展場佈費用、計程車資可實報實銷、自行開車可依

里程核銷(如下列試算過程)等。 

台北至台中之里程核銷試算過程： 

成本項目 小計 

(1)汽車成本 60 萬/50 萬公里(總里程數) 1.2 元/公里 

(2)汽油成本 1 公升＝10 公里 ≈ 35 元 3.5 元/公里 

每公里核銷 NTD $4.7 元，150 公里*4.7 元 ≈ 705 元 

(3)eTag 通行費 159 元 

合計：NTD 864 元 

(*可限制總報銷數不超過搭乘高鐵之票價) 

 

階段三：增訂科研計畫會計報支與核銷採業務費定額授權之方式執

行(如每案上限新台幣二十萬元)  

D. 協調主計總處修正「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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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使科研經費與一般公務機關預算分流，讓學

校或受補助機構的主計人員不需要負擔審核責任。 

E. 科技部依行政裁量權在自訂之規範中，可明訂研發經

費的報支與核銷原則(如 OMB 之四大成本原則)及限

制(如 MIT 之 Unallowable Cost)，使不需要完全符合

公務機關預算的核銷規範，以達成本與效益符合之原

則。 

F. 本階段著重在充分授權計畫主持人，賦予主持人相當

之裁決權限，在授權金額內尊重主持人之專業判斷與

道德操守，並可節約內部審查之人力成本。唯一旦發

現不當核銷行為，將對主持人採取嚴厲之處置。  

2. 尚待深入研究以確定利弊的措施 

階段四：修改成為個人(private investigator)基礎的研究契約，並加

強宣導與落實相關法律、會計與倫理規範的要求。 

     修改契約簽訂之雙方，直接由科技部與計畫主持人簽定計

畫執行契約，再由計畫主持人給付管理費予受補助單位，

由受補助單位擔任”履行輔助人”身份，協助計畫主持人辦

理相關採購或經費核銷事務。而受補助單位可另依教師法

第十四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停聘或延聘違

背學術倫理之計畫主持人，科技部亦有權不再受理該計畫

主持人之申請案。 

 目前類似之作法已可見於 

(1)經濟部科專計畫 

(2)國科會補助教師出國研究費 

階段五：於科技部下另組設行政法人或基金會組織 

 如同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的行政法人化，是政府為了推動

文教機構的組織發展，且基於專業性、彈性及精簡的考

量，讓文教機構可以在具有創意的環境中進行文教相關事

業。而國科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學術研究環境，發展

具有原創性的學術研究領域，並助於產業的發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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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文教機構，是需要在富有創意的組織中進行，以使組

織更具彈性，也更精簡相關人事及行政成本，使得研究案

的補助更具效率。 

(二) 對於推廣國科會科研補助計畫之經費報銷相關規定的實施建議，可分別

辦理全國計畫主持人受補助單位之主(會)計人員與專案助理報支與核

銷講座，提升專業知識與自我要求。另建議錄製 DVD，由專家講解相

關內容後，免費置於國科會網站，供計畫相關人員隨時點閱學習。另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之電子化教學存有類似教學資料平台亦可利用於教育

推廣中。 

 

(三) 目前國科會付給大學或受補助單位執行專案的管理費設定在 5~10%之

固定乘數，受補助單位通常必須補貼各項行政成本，建議參考國外研究

機構調高專案管理費，並依各專業領域彈性調整。此外各受補助單位應

檢討計畫結餘款雙重抽取管理費之規定所造成之行為效果，最好降低校

方抽取結餘款管理費之百分比，以免間接導致主持人向廠商索取非法發

票或期末消化預算之不當報支行為。除此之外，國科會可直接規定大學

或受補助單位對於研究計畫的結餘款抽成所流入校務基金的比例，避免

各個學校比例不同，造成爭議。 

(四) 嚴格落實並加強教育受補助之計畫主持人與研究人員有關會計報支與

核銷之基本道德素養與法律知識，以杜絕不實單據詐領補助經費之情

事。各學校及受補助單位並應確實訂定內部控制與人員聘用管理之規

範，明定發生不法情事時之懲處與罰則(包含解聘處分)。 

(五) 目前國科會專案研究經費處理原則第四條規定，非於計畫期間內之經費

不得報銷，實務上研究計畫常有在結案之後要做的投稿或後續討論或修

正，同樣地，計畫開始前就已經會有相關提出研究計畫之準備費用，嚴

格的以計畫期間區分並無法恰當的反應研究計畫經費之需求，建議報支

與核銷經費之期間應放寬包括計畫執行期間前後數月之計畫相關經

費，以利強化研究經費之使用彈性與實際效益。 

另外，參考美國經驗，人文社會學科很少申請聯邦政府相關的研究計畫

補助，多半是由大學或學院利用企業民間捐款，或校内資源，根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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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以 merit-based 跨期間跨計畫之方式做為獎勵發送，教師可以

任意運用於教研相關事物，彈性極大。至於如何懲處檢具不實報支單據

者，建議原則上採事前相信，以學術界重視教授名譽之觀點考量，若事

後查證發生嚴重舞弊或違反倫理情事，學校一律予以開除，不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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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 專家座談會議預擬之條文修正建議 

「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經費報支與核銷法令規

範與管理控制之校準研究」專家座談會議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準則」條文修正建議》 

條號 現行條文 修正建議事項 

第三點 經費流用以同一研究計畫為

限，不同研究計畫間，不得

相互流用。 

宜放寬跨計畫及跨期間流用之限制。 

由於計畫補助已屬獎勵性質，且考核以

完成報告之品質為重點，不必過份拘泥

於跨期間及跨計畫之差異。事實上目前

之限制亦很難執行，文具紙張/助理時

數等均可能使用於其它非計畫之目的。 

現計畫主持人所執行計畫件數若多於

一件者，若多計畫間有性質相似需求

(例如:設備、國際研討會等)時，應允許

相互流用，減少無謂之限制。 

第四點 (一)與研究計畫無關之開支

或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 

宜刪除「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因考

量多數論文投稿期限及國內外研討會

舉辦期間往往超過計畫執行期間，故建

議未來可放寬核銷期限一至二個月(可

參考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第六點)。 

第五點 執行機構執行本會補助之各

項經費辦理採購時，應依執

行機構內部作業規定及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

辦法之規定，亦得依政府採

購法之規定辦理。 

各執行機關為避免違法，實務上多直接

移植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而造成科技基

本法修正「排除科技採購適用政府採購

法」之美意無法落實，故建議刪除本段

「亦得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等

語。 

第八點 執行機構於收到本會科發基 宜增訂主(會)計人員及計畫負責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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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補助經費，應依規定專戶

存儲，不得交由私人保管，

所有研究計畫有關開支，均

應由專戶存款內直接支付受

款人。 

執行機構對科發基金補助款

項，應設立專帳處理；至少

應設置現金出納簿(序時

帳)、總分類帳及明細分類帳

等三種帳冊紀錄；其中管理

費應與其他單位之管理費

(如：農委會、經濟部…等)

分開處理，以供查核。 

分工相關內容。 

由於現行科技部之經費處理原則並未

闡明計畫經費之權責劃分，造成主(會)

計人員、執行單位負責人及計畫主持人

間權責不清的現象，使主計人員為避免

違法而從嚴審查研究人員之經費使

用，致使各單位人員相互存有怨言，建

議可參考農業委員會所訂「行政院農委

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第九點

之規定，於計畫執行單位支付計畫經費

時，應由會計人員編製支出傳票，經主

辦會計審核，並經計畫執行單位負責人

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後，始可由出納人

員支付。計劃執行單位應依內部控制原

理適當分工，會計與出納職務原則應分

別由不同人員擔任。藉此闡明經費核銷

最後負責人為執行單位而非主計人員。 

第九點 但其研究設備費及國外差旅

費未依規定辦理流用及變 

更，且未動支者，應將款項

繳回本會。 

因補助金額之刪減幅度往往壓縮國外

差旅費可動支額度，徒增研究人員赴國

外研究或發表之困難。且於計畫提報時

難以預測研究過程所產生之變數，原來

所提報之研究設備費變更困難且額度

不一定可支應研究設備的取得，故建議

宜放寬研究設備費及國外差旅費流用

之限制。 

第十一

點 

其他未規定事項，應依專題

研究計畫補助契約書與執行

同意書及政府有關規定辦

理。 

政府法令多如牛毛，各執行機關之主計

人員對條文解讀及審查標準常存在差

異，造成研究人員無所適從。建議科技

部應自「中央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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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會計法」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等選擇必要之規定項目訂定專用於科

技部補助科研專題研究計畫之核銷規

範(例如：會計處理作業)，並刪除「及

政府有關規定辦理」等語。 

其他事

項(一) 

無。 由於國科會已於今年(103 年)3 月升格

科技部，建議科技部於經費處理準則中

申明其地位，並考量研究特殊情形，建

立專用於專題研究計畫之經費核銷會

計作業規定。 

參考衛生福利部所訂「衛生福利部補

（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第二

十八點之內容：「（一）本要點配合衛生

福利部組織法，自 102 年 7 月 23 日施

行修訂，原行政院衛生署補（捐）助款

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及原內政部補

（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規範內容涉

及本部之權限業務者，由本部承接。

（二）原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補（捐）

助款項會計作業相關規範，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其他事

項(二) 

無。 建議參考美國制度下研究主持人之裁

決性費用。計畫主持人能取得原始憑證

者，仍應如實報支與核銷外，考量因研

究過程中有些項目金額較小，且難以取

得原始憑證之情形，應賦予研究主持人

得於限度內報支與核銷，此即為「裁決

性費用」。 

註: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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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經費核銷問卷 

國科會科研補助計畫經費核銷問卷 

本人與研究團隊接受國科會邀請，進行一項推動規畫之「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法令規範與管

理控制之校準研究」。由於您對於研究計畫申請、執行與辦理核銷有相當豐富經驗，且目前正在

執行國科會之補助研究計畫，本團隊期望藉由本問卷調查瞭解您在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案中核銷

經費的現況。您的意見將有助於本計畫團隊作成經費核銷之建議，並提供給政府相關單位作為政

策參考，期望對未來科研計畫經費核銷有所助益。 

敬請您支持與協助本計畫，於線上填答問卷，預計共耗時 5~8 分鐘，結果將僅供本研究進行集

體分析使用，不作為其他用途。若有任何問題，請您隨時向連絡人詢問，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敬頌 研安 

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NSC 102-2420-H-004-018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計畫主持人： 周玲臺教授 

計畫連絡人： 林怡伶 02-29387326  0932225224 

 

請您填入「填答者 ID」： *必填 

（請參照邀請信上註明之 ID 輸入即可）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1/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您近兩年是否曾以國科會科研補助計畫聘請過"專任博士後研究人員"？ *必填 

 是 

 否 [請跳過下面一題，接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3/10）]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2/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專

任博士後研究人員"。*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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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3/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您近兩年是否曾以國科會科研補助計畫聘請過"專任助理"？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5/10）]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4/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專

任助理"。*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5/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您近兩年是否曾以國科會科研補助計畫聘請過"兼任助理（含學生助理）"？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7/10）]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6/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兼

任助理"。*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7/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您近兩年是否曾以國科會科研補助計畫聘請過"工讀生"？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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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9/10）]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8/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針對您近兩年所聘請的助理或研究人員級別，您同意國科會所給予的薪資足以聘請到適任的"工

讀生"。*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9/10） 

A.「聘任研究人員」部分： 

您同意現行規定變更助理級別僅須報校內簽准，有助於聘用適合計畫級別的助理？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壹、對「業務費」經費核銷的看法：（10/10） 

B.「經費支用彈性」部分： 

1. 少部分計畫之必要支出落於計畫執行期間外（如印製文件、參與學術會議等），您同意應放

寬計畫結束後一、二月內，仍可繼續支用計畫經費。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您同意除少數項目如機票、國外消費外，不可使用信用卡支付。*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若原計畫未核定研究設備費，需增列研究設備時，當額度在 5 萬元以下得依校內行政程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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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您同意此金額已可滿足主持人彈性添購研究設備的需求。*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4.目前已實施之彈性支用額度對會議出席費、文件撰稿費、審查費、講座鐘點費、田野調查受試

者費、國內交通費及外賓交流之餐費、餽贈均有放寬，您同意上述用途類別已可滿足主持人經

費使用的需求。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5.您同意目前國科會所訂的彈性支用額度（每件計畫每年總額 2%並以 2 萬 5 千元為上限），已

符合您的需求。*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6.您同意依目前物價水準，開會餐點限定為每人每份以 80 元為限，已符合需求。*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7.除上述彈性支用額度放寬項目外，您認為還有那些費用核銷規定應予以放寬，以利主持人執行

計畫？ 

 

  

C.「經費流用彈性」部分： 

1.現行流用規定，「累計流入及流出未超過該項目原計畫核定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得依校內行政

程序辦理流用」，您同意已給予主持人足夠彈性以執行計畫。*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貳、對「差旅費」的看法：（1/4） 

A.「國內差旅費」部分： 

1.您是否核銷過國內差旅費？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貳、對「差旅費」的看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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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差旅費」的看法：（2/4） 

A.「國內差旅費」部分： 

1.您同意現行表訂「公務人員因公出差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可以滿足實際住宿、膳雜及

交通需要。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您同意國科會補助計畫核定給您的國內差旅費金額，足以支應實際住宿、膳雜及交通開支。 *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您同意核銷國內差旅費所需準備的文件（如：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等）太過繁雜。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4.您同意參加在國內舉辦經認可之國際學術會議，國科會所補助的金額應當允許核銷大會旅館

（headquarter hotel）的住宿費，不受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的限制。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貳、對「差旅費」的看法：（3/4） 

B.「國外差旅費」部分： 

1.您是否核銷過國外差旅費？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参、對「研究設備費」的看法：（1/2）] 

貳、對「差旅費」的看法：（4/4） 

B.「國外差旅費」部分： 

1.您同意現行表訂「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可以滿足實際

出差人員之住宿費、膳食費及零用費。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您同意國科會補助計畫核定給您的國外差旅費金額，足以支應實際出差人員之交通費、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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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膳食費及零用費。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您同意國外差旅費依規定須於 15 日內核銷，時間過於倉促。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4.您同意核銷國外差旅費所需準備的文件（如：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匯率表等）太過繁雜。 *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参、對「研究設備費」的看法：（1/2） 

1.您近二年所執行過的國科會計畫，是否曾有設備採購的經驗。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 伍、對「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辦法」的看法：（1/2）] 

参、對「研究設備費」的看法：（2/2） 

1.您同意在您的研究計畫中，負責報帳核銷的助理熟悉設備的採購程序。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您同意貴單位的總務同仁對於採購程序提供許多協助，可以及時且順利地完成設備採購。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您同意採購程序十分費時、費心，降低研究計畫的效率。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4.您同意國科會補助科研設備時，應允許多個研究計畫共同整合採購一項設備。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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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招標與決標方式」的看法：（1/7） 

A.「招標」部分： 

1.您是否有選擇性招標的經驗？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 伍、對「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辦法」的看法：（1/2）] 

肆、對「招標與決標方式」的看法：（2/7） 

A.「招標」部分： 

2.請勾選您採用選擇性招標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之困難（可複選）： *必填 

 無遭遇到困難 

 請購單位不同意 

 研發單位不同意 

 採購單位不同意 

 主計單位不同意 

 行政單位對於選擇性招標不熟悉 

 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 

 選擇性招標的程序費時費力 

 其他：  

肆、對「招標與決標方式」的看法：（3/7） 

A.「招標」部分： 

3.您是否有限制性招標的經驗？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 伍、對「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辦法」的看法：（1/2）] 

肆、對「招標與決標方式」的看法：（4/7） 

A.「招標」部分： 

4.請勾選您採用限制性招標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之困難（可複選）： *必填 

 無遭遇到困難 

 請購單位不同意 

 研發單位不同意 

 採購單位不同意 

 主計單位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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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單位對於限制性招標不熟悉 

 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 

 限制性招標的程序費時費力 

 其他：  

肆、對「招標與決標方式」的看法：（5/7） 

B.「決標」部分： 

1.您是否有採用最有利標的經驗？ *必填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 伍、對「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辦法」的看法：（1/2）] 

肆、對「招標與決標方式」的看法：（6/7） 

B.「決標」部分： 

2.請勾選您採用最有利標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之困難（可複選）： *必填 

 無遭遇到困難 

 請購單位不同意 

 研發單位不同意 

 採購單位不同意 

 主計單位不同意 

 行政單位對於最有利標方式不熟悉 

 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 

 最有利標的程序費時費力 

 其他：  

肆、對「招標與決標方式」的看法：（7/7） 

1.您同意研究設備的採購若依最低標決標，無法取得最理想的設備或服務。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伍、對「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辦法」的看法：（1/2） 

1. 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規定，公立學校接受政府補助、委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辦理採

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您是否曾依貴單位所

訂「科研採購辦法」辦理採購？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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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請跳過下面一題，接陸、對「結餘款」的看法：（1/1）] 

伍、對「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辦法」的看法：（2/2） 

1.相對於一般政府採購，您同意貴單位已在科研採購之小額採購程序上予以放鬆。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您同意貴單位其他科研採購流程（非小額採購）已提供足夠彈性，並符合您的採購需求。 *必

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請勾選您辦理科研採購時，在行政流程上曾遭遇之困難（可複選）： *必填 

 無遭遇到困難 

 請購單位不同意 

 研發單位不同意 

 採購單位不同意 

 主計單位不同意 

 行政單位對於科研採購作業辦法不熟悉 

 須額外提出的文件或說明過於繁雜 

 貴單位之科研採購作業辦法所訂的程序費時費力 

 其他：  

陸、對「結餘款」的看法：（1/1） 

1.您同意您所屬單位應該針對計畫結餘款另行收取管理費。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您所屬單位針對計畫結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為何？ *必填 

 0% 

 1~1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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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 

 51%以上 

 不清楚 

3.您同意您所屬單位針對計畫結餘款所收取之管理費比例合理。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4.您同意您所屬單位對於結餘款的使用已給予足夠彈性。 *必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柒、其他（1/1） 

除上述各項外，您在辦理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時是否仍有其他窒礙難行之處：  

 

捌、填表人基本資料（1/1） 

1.請您於下方勾選您的補助計畫所屬類別？（可複選） *必填 

 生物科學類 

 工程技術類 

 人文及社會科學類 

 自然科學類 

 科學教育類 

2.近五年您正在或已經執行之國科會補助計畫數量為？ *必填 

 1 件 

 2-3 件 

 4-5 件 

 6 件以上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填答，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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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經費核銷問卷開放式題型（一） 

問卷意見彙總 

問卷題目： 

除上述彈性支用額度放寬項目外，您認為還有那些費用核銷規定

應予以放寬，以利主持人執行計畫？ 

問卷分析： 

主要根據填答者對於不同種類之費用所表達之意見，取其較具代

表性之建議，依據國內差旅費、國外差旅費、人事費、研究設備

費、餐費、結餘款及其他費用等，彙總如下： 

 

一、 國內差旅費 

主持人對於國內差旅費的住宿以及交通部分提供較多的建議，認為應放

寬住宿費的標準，現行教授國內差旅費的住宿部分上限是$1,600 元，然而有

許多計畫主持人皆認為此標準不足以支應。此外，交通的部分，有計畫主持

人認為住在南部的研究人員北上的需求遠遠超過住在北部的研究人員南下

的需求，因此在計畫核定時，應該考慮南、北國內差旅費需求的差異，另外，

有許多計畫主持人希望可以放寬加油費與計程車費，因為當有田野調查如河

川水利、地質調查等情形，其交通往往需要額外開車或是利用搭乘計程車抵

達，因此對於這部分有許多主持人提供建議。 

表一、「國內差旅費」重要意見 

1 國內出差旅費標準過低，尤其是住宿費。住宿的標準，目前上限是 1600

元，但目前到北部出差住宿，尤其台北市，經常要超過 2000 元，還是

沒有窗戶的房間，國科會應依現況事實予以檢討放寬。 

2 目前國內飯店住宿已大幅調漲，計畫人員參加研討會或跨縣市辦理研究

執行所需活動，國內差旅往往需要自行貼補接近千元的住宿費，其研究

助理與主持人性別不同時，是一種負擔，多數成果發表或研討會又喜歡

接洽在交通不便、必需住宿的“高價旅館“，然目前規定的住宿費上限大

概僅足小型旅社或汽車旅館。如無法調整住宿費上限請調整國科會辦理

成果發表會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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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在南部的研究人員北上的需求遠遠超過住在北部的研究人員南下的

需求，計畫核定時，應行考慮南、北交通費、差旅費的需求差異。 

4 臨時工或工讀生亦可申請差旅費。原因：若干森林、山崩、土石流、地

質調查、河川水利與天然災害等，常有需請工讀生或臨時工協助搬運、

勞動、野外觀測作業、資料收集等需求。應可放寬由各校內部程序簽核

准於報支其差旅費用。 

5 國內出差可實報實銷，如包含計程車費、高鐵停車費用、參與會議之住

宿費。 

6 交通費部分應更能反映田野調查的事實，不應用都會區大眾交通便利的

觀點要求所有田野所在地都要大眾交通工具的核銷。建議在合理金額內

（田野研究與機構所在地）可以提供更具彈性的交通方式（如租車）。

另外，不管假日非假日均需請假才能核銷之規定也應檢討。 

 

二、 國外差旅費 

國外差旅費的部分，計畫主持人皆對於預算的核定及生活費具有較多的

意見，由於國際的研討會往往是計畫核定之後才公布詳細的訊息，因此原來

核定的計畫可能沒有該項差旅費可使用，因此建議可以在計畫中增列經費。

另外，大多數計畫主持人認為生活費的金額應做調整，補助的金額不足以支

應如歐美國家的物價，單是住宿費就可能超過生活日支數額，因此希望能調

整增加生活費的補助金額，或者是利用大會指定的住宿飯店定價做適當的彈

性調整。 

表二、「國外差旅費」重要意見 

1 目前有很多國際研討會之詳細訊息是在計畫核定後才公布，若原計畫中

沒有編列參與國際研討會之經費，建議同意在原核定額度下變更增列該

項經費。 

2 移地研究的生活費補助實在太少，尤其歐美等地的物價高昂，國科會補

助的每日生活費連最廉價的青年旅館都住不起，而且補助金額還有天數

的限制，對於需要較長時間的研究相當不利。如此微薄的補助，很難期

待台灣的研究會有好的品質出現。建議國科會需增加國外生活費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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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並且對於長時間的移地研究同樣給予足夠的支持。 

3 參加國際會議之日支生活費已經多年未調整，因此每次出國參加國際研

討會發表論文，單是住宿費就可能超過日支生活費，若大會有提供早餐

或中晚餐還要扣固定比例的日支費，建議適時調整國外差旅日支費，可

以大會指定的住宿飯店定價作適當彈性調整。 

4 國外差旅費不應侷限參加之會議，甚至不該限制一定需要有論文發表，

因為這樣會變相鼓勵大家參加二、三流但風景優美之會議，因為這樣才

最能符合國科會的要求，一流會議通常不容易會有論文發表，卻該是我

們鼓勵老師們積極參與之處。 

5 建議放寬： 

(3) 飛機票、會議旅館費用及出國生活費可以實報實銷。 

(4) 國外出席學術會議之天數認定。 

 

三、 研究人力費 

研究人力費的部分，回應內容對於聘用人員的標準、薪資標準有較多的

建議。多數計畫主持人在問卷當中提到，希望聘用助理的條件可以放寬至已

畢業的學生、校內推廣教育或是在職專班的學生等等，而非只能聘請在學的

兼任研究助理。而聘用標準的部分，有計畫主持人建議能夠以不以“學歷”

及“年資”作為唯一的標準，因為助理表現不同，因此希望能夠根據助理的績

效或貢獻度來彈性給付薪資，例如有計畫主持人提到可以設立一個彈性的間

距，而非所有學校學歷相同者，不論能力，皆用同一個薪資標準。 

表三、「研究人力費」重要意見 

1 放寬專任助理聘用條件，如已畢業之研究生、校內推廣教育或在職班級

的學生、約聘人員等。 

2 目前國科會政策正嚴格限制聘用非在學的工讀生，殊不知流浪碩士．博

士很多，在他們找到正式工作前，我們無法聘用他們，正讓他們生活進

一步陷入困境，同時也造成我們不易聘請到可以信任，容易搭配的助

理，建議應放款金額，放寬工讀生的子選單在學生資格，不要硬性規定

只能聘用在學學生。尤其是，在研究機構任職的研究人員，所能聘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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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幾乎都是大學老師挑剩的學生，其處境就更加為難了。 

3 人員薪資標準不應以“學歷”及“年資”為唯一標準。應考量相關人員工作

之成果、績效對計劃的貢獻度等有相關彈性標準。 

4 建議對專任助理之薪資依據年資，可設立一個彈性間距，而非所有學校

之學歷持有者，不論能力，皆用同一個薪資標準。計畫主持人在固定之

總計劃經費內，有權限決定人事費的支用額度。 

5 希望研究生兼任助理不要以每月為單位，因為有的學生領錢卻無表現。 

6 針對表現良好的助理可給予獎金或彈性加薪。 

7 希望人事費可以延長核銷期限(因為牽涉到聘任流程簽呈關卡比較多)。 

 

四、 研究設備費 

研究設備費的部分，大多認為採購的程序認為繁雜，尤其是校內的採購

系統，應簡化採購的程序。而關於採購的物品方面，有計畫主持人認為是否

可以不採用中央信託局的商品，因為其樣式不新，且價格也比外面店家買的

高，反而會造成經費的浪費。此外，有很多的計畫主持人皆希望放寬設備維

修的費用部分，因為在計畫執行期間，可能會發生不預期的設備損壞，當要

維修的時候可能無足夠的經費可以支應。 

表四、「研究設備費」重要意見 

1 電腦相關物品，可否不用中信局的上商品，大部分發現，中信局的電腦

相關商品，樣式不新外，且價格比外面店家高。 

2 研究設備之維護費(修護)增列或變更,建議應列入考量。 

3 在整個實驗的過程，常常會有不可預期的耗材或是設備損壞，有些需維

修，有些根本無法修理，只能購買新的設備。但是整個經費核准金額以

及可以彈性使用的幅度都過低，導致常常需要犧牲原來的研究設計參

數。 

4 電腦耗材的定義應放寬認定。如鍵盤與滑鼠，USB 硬碟...等，只要金

額不超過某定額(如$2,000)，應予核定，因為現在很多的電腦產品越來

越不耐用，一年內會損壞的機率很高。採購項目不應侷限在計畫書所列

部份，因計畫執行可能會大幅改變採購項目，限制採購項目只是徒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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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的行政負擔，研究經費應可大幅放寬於未預估之設備採購。 

5 國科會應檢視統計每一個設備從申請到完成總共花費多久，研究最大阻

力來自學校採購系統，煩請簡化採購規定。 

 

五、 餐費 

餐費的部分，尤其是金額的限定，大多數主持人認為金額較不符合現在

的物價水準，應該向上調整。此外，有回應認為應該放寬給付餐費的人員，

不應該只限定給予外賓，也可以放寬至校內會議使用或者研究助理之誤餐

費。 

表五、「餐費」重要意見 

1 開會餐點限定為每人每份以 80 元為限，因地區不同，季節不同等，品

質較不符合需求，且依目前物價水準應該向上調整。 

2 餐點費用在不同地區價值不同，南部八十元台北市區應該一百元以上才

買得到。不宜統一規定。建議比出國生活費，訂定地區差異價格，不然

就因應物價提高。 

3 應放寬校內會議餐費(便當)。 

4 應放寬餐費給付人員 

(3) 助理之研究誤餐費 

(4) 餐費不應只設定於國外學者（外賓） 

 

六、 結餘款 

結餘款部分，有計畫主持人建議國科會讓教授有一個屬於研究經費的

“帳戶”，今年度申請計畫如果沒有支用完，可以保留在此帳戶中，明年繼續

使用。如此可以降低教授們在研究採購及核銷經費時買許多東西來消化預

算。 

表六、「結餘款」重要意見 

1 建議多年期計畫，前幾年度經費節餘款應得以保留至最後一年度支用。 

2 計畫經費若於計畫終止時未用完而繳回，不應視為執行計畫不力，應就

計畫完成度評估。若用較原先預計少的經費而能完成同樣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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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應該予以獎勵，而非懲罰。 

3 建議國科會讓老師有一個屬於研究經費的“帳戶”。也就是今年申請計畫

如果沒有花完的話，可以保留在此帳戶中，明年繼續使用。如此應該降

低老師們在研究採購及核銷經費時亂買一大堆用不到的東西，純粹只是

為了把經費核銷完畢。 

 

七、 其他應放寬之費用 

以下為問卷回覆中，計畫主持人回覆內容較多認為應放寬的其他費用。 

7. 投稿期刊之論文發表費 

8. 文具費用(尤指辦公事務用品) 

9. 圖書費用 

(3) 僅准許採購由國內代理商所代理之外文書籍，然而可能因國內代理

商之書籍書價高且種類少反而需花費較多計畫經費，造成研究上的

不便。 

(4) 書籍購買價格超過$3,000 元即列為設備，必須財產登錄相當不便。 

10. 翻譯費 

 中翻英翻譯費用，相較於市場翻譯社的報價，「各項支出應行注意

事項」中的可支付金額略低，擬建議放寬會較具競爭力與效率。 

11. 田野工作費用 

 建議交通部分應予放寬，因田野工作地點往往沒有公共運輸交通，

因此研究人員需自行開車往返，應可在合理額度範圍之內報支汽油

費。 

12. 學會年費 

 建議不應以一年一次為限。 

 

八、 彈性支用額度 

彈性支用額度的部分，許多計畫主持人皆認為彈性支用的額度可以再提

升。對於現行規定的項目，如餐敘費用只限於外賓應放寬，因為有很多情形

是國內學者間計畫的交流與討論，但這部份的餐敘卻不能核銷。而對於彈性

支用額度的項目，很多計畫主持人建議只要與執行計畫相關的費用，應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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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放寬，讓計畫主持人可以在彈性支用的額度內靈活運用。 

表七、「彈性支用額度」重要意見 

1 彈性支用額度可再提升。 

2 對目前規定之項目： 

(3) 目前使用彈性支用金額購買小禮物給餽贈對象時，需對方簽名，方

能核銷經費，當餽贈對象為上階長官，且禮物金額微薄，尚須收受

者簽名，令計畫主持者感覺很難為。 

(4) 彈性支用之餐敘餽贈只限國外學者，但很多時候是國內學者之間計

畫的交流與討論，但這部分卻不能核銷。 

3 建議彈性支用額度項目既然已是彈性，那應該只要合乎計畫相關使用的

合理範圍項目應該都可適用。因為計畫執行時會因計畫性質而有很多不

同的項目支出，似乎難以樣樣都事先設定好可核銷的項目，既然為“彈

性”但又“限定”，似乎仍會使計畫經費在執行上因此而有所“限定”。 

4 各項支出應全面放寬，彈性支用額度並不彈性。 

5 只要與執行計畫相關的費用，應全面放寬，在國科會所定的彈性支用額

度範圍內，給予主持人靈活應用。 

6 彈性支用項目規範不清。不是很清楚彈性支用額度使用用途與規範。 

 

九、 經費流用 

4. 業務費與設備費應可以互相流用。 

5. 不同計畫經費合併使用。 

6. 出國參加醫學會議費用之流用，如果當年度原本核准出國，但因某些因

素(簽證、調課等)未能出國，建議准予流用到其它項目。 

 

十、 核銷流程、程序 

5. 可統一一個單位集中採購,，統一墊付，主持人完全無需經手或墊付款

項。 

6. 程序盡量簡化。 

7. 應規定總核定金額即可，無須逐類編定。 

8. 核銷期限應予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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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投稿常於會前開始前半年即進行投稿及報名，待

會議結束後，所有核銷單據的日期跨越 4~6 月。建議此類型的費用

核銷可放寬計畫結束後 4~6 個月內，仍可繼續支用計畫經費。 

(4) 期限到期後可以再放寬多個 3~7 天作經費核銷,以做確認經費全數

運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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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經費核銷問卷開放式題型（二） 

問卷回覆意見內容統整及分析 

問卷題目： 除上述各項外，您在辦理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時是否仍有其

他窒礙難行之處？ 

意見分類： 補助金額、業務費、經費流用、國外差旅費、國內差旅費、採購

作業、結餘款、核銷程序、核銷規範、研究設備、其它，共十一

項。 

 

一、 業務費 

二、 研究人力費 

目前，欠缺調薪或減薪之機制，致使計劃主持人無法表彰優秀助理或

表示不滿。此外，目前經費撥款緩慢，以致計劃主持人往往無法於計劃開

始時就聘請助理，或成為暫時無薪之助理。 

「業務費」項目重要意見 

1 以國外為例：國外的助理，一週 20 小時，一個月可領$1400 美金(約

台幣 42000 左右)。似乎可作為國內修正調薪的參考（放寬上限）。 

2 可給予計畫主持人一筆業務費，無須冗長繁複的報帳，要讓一個國家

的研究者，每天在哪裡蒐集郵票五元、鉛筆三元的收據，實在是可笑

荒謬，接著還要助理貼單、報帳，再被會計室退回公文數次，才能完

成報帳。何苦浪費這麼多人的精力？ 

3 1. 每個月固定給四千或八千的兼任助理，都需要如臨時工讀生一般

填寫每月的工作時數，由於國科會計畫助理的工作性質傾向責任制，

實際上每月工作時數長短不同。很希望能免去學生每個月申請助理

費，得填寫符合四千或八千元工作時數報表的程序。 

 

 國外差旅費 

(一) 補助金額 

有回覆者認為目前差旅費核定金額過低，甚至有不足以支付機票之

情形，導致計劃主持人出國需自行掏腰包付費的情形，而邀請外國學者

來訪亦不足以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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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銷文件 

因目前國外差旅費核銷需提供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電子機票及登

機證，多數回覆者認為核銷需備文件過多，程序複雜。又國外學者來訪

時，亦需同時提供電子機票及登機證才能核銷時，容易造成雙方的困擾。 

(三) 國籍航空 

多位回覆者提及國籍航空通常非便宜航班，航點少，且科技部所核

定國外差旅費短少，若欲選擇非國籍航班還需述明原因，造成許多困

擾。科技部宜放寬國籍航班之限制。 

(四) 日支生活費 

有回覆者認為目前日支生活費的標準與當地實際物價水準差異過

大，雖會議地點偏僻但生活費有時會存在較貴之情形。另外，國外差旅

費日數之計算，依現行規定是以台灣時間為計算基準，以致發生「在國

外實際住宿 3 晚，卻只核銷 2.3 日之生活費」之怪事，因國科會認定美

國第 3 天晚上在台北時間已是次日白天，故第 3 晚屬於「夜宿機上」，

所以只能核銷 0.3 日的生活費。 

「國外差旅費」項目重要意見： 

1 一、國外差旅費的核銷，應有更多的彈性，計畫內若同時有出席國際

會議與移地研究的經費，應視主持人需要（同時開會與進行移地研

究），予以彈性合併支用。 

二、外國的國際機場位置常常並非在首都圈內，但若牽涉到機場地點

與出國地點有所不同，在核銷上也容易碰到困難，這個部分應該予以

更彈性。 

三、日支生活費的給付標準，因為物價水準波動，外國許多城市的標

準已經過時，甚至臺灣重要的合作學術單位，所在的城市竟然沒有被

列上去，核銷時必須選擇「其他」，但「其他」的日支生活費往往少

的可憐，計畫主持人必須自掏腰包，這些是較為不合理之處。 

2 台灣只補助高鐵火車等交通費，對於從學校(自家)到車站的開支，都

不能報支，這是很不合理的，有政府ㄟ計畫主持人的錢的嫌疑。此外，

在美國，交通補助標準都會把汽車的耗損、油料算進去。另外，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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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若教授在家裡設有單間的書房，作為研究室，政府甚至提供抵稅，

理由是補貼在空間、電費上的花費。 

另外，曾經宴請國際 SSCI 期刊主編吃一餐一百多元的午餐(因為其他

國內同仁只能補助一兩百的餐費)，結果用餐環境吵雜，那位外賓幾

乎沒吃什麼東西。台灣的餐廳，一桌大約要六七千元，才能有像樣的

廁所與餐點。現在不同職級補助款項不同，外賓又與本地老師標準不

同，這種奇特的制度，充分說明張忠謨董事長的描述，"台灣其實只

是開發中國家而已。"此外，有私人企業請客戶吃飯，還要求員工自

掏腰包，補差額的情況嗎? 

 

 採購作業 

許多回覆者反映目前中信局所採購之研究設備雖金額經砍價較低，但品

質較差，無助研究。且現行採購程序冗長，報帳程序複雜，校內各單位人員

標準各異(例如：主計人員不了解研究設備，卻主觀認定採購與否)，主持人

及助理亦皆非專門人員，故造成設備採購的困難。 

表六、「採購作業」項目重要意見 

1 例如依法在"政府電子採購網"向共同供應契約廠商購物。實質上並未

比市面上實體商店或網路平台便宜，且型號效能常被限制。目前資訊

發達，很容易比價的，過於僵化或是防君子卻防不了小人的規定只會

消耗學者的研究精力。 

2 修改採購計劃公文往返十分冗長與僵化。研究者撰寫計畫時需有神一

樣的預知能力，才能避免不斷寫公文「修正」與「說明」，解釋為什

麼「一定」要購買任何不在一年前甚至兩年前計劃書上的品項。這種

看似滴水不漏的制度，假設研究者為賊，對於做探索性研究者而言尤

其十分荒唐，阻擋研究創意。 

4 論文發表費超過 10 萬元要招標是一件貽笑國際的荒謬貴定。沒聽過

可以用招標的方式發表學術論文。 

5 主計單位對我們要採購之物品不懂，常憑個人意見決定某項採購是否

可以核銷，常讓請購單位無所適從。主計單位更將教授們當賊，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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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授們要在採購單上填寫「本採購物品與本研究有關」等字眼，

才會准許我們採購，造成我們極大的困擾，浪費我們寶貴的時間與精

力在採購的手續上。是我們國家進步的阻力。 

6 『科研採購』雖省去招標程序，但卻要老師辦理大部分程序，包括自

己還要去結匯等，這些都不是執行計畫老師的專長，非常浪費時間。

『科研採購』其實是一種增加老師負擔的採購方式。 

 

 核銷程序 

(一) 主計單位 

多數回覆者皆提及以下情況： 

(3) 主計單位認定標準嚴格，如遇人員更動，標準亦隨之更動。 

(4) 主計人員的本職並非能決定研究計劃如何執行與否。但現況下，主

計人員會對研究人員為許多不合理之懷疑及要求，造成研究人員必

須花時間解釋，虛耗研究能量。 

(二) 核銷非專業 

多數研究人員及助理皆非專業，因此有回覆者表示其時常要不斷詢

問有經驗的助理才能了解如何核銷經費。 

「核銷程序」項目重要意見： 

1 1、校方承辦人員為了避免承擔責任或不熟悉業務，經常選擇「限縮」

經費核銷的彈性，寧願多次退回，也不願意遵照原本國科會相關經費

核銷規定的精神辦理。即使最後終於能夠報帳通過，卻已經往返公文

無數次，耗盡精力。而且這些報帳經驗都還是符合國科會規定的項目

（也都與國科會方面的人員詢問沒有問題），校方行政人員卻極為官

僚。 

2、強烈建議國科會規定各校如果收取「一定比例之管理費」，必須由

這些管理費中聘請專職的約聘報帳人員（一系一位或多系共用均可，

視其計畫數量決定），這些專職人員能熟悉所有報帳流程與規定、變

化，也有穩定與長期性，真正能幫助研究者專心致力於提高研究效

能。將經費核銷的工作從教師的專兼任助理身上移除，畢竟他們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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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根據報帳核銷經費能力才被找來工作的。亦可避免聘任兼任助

理，會面臨年年更換的問題。 

2 本人希望提供首爾經驗給貴會參考。韓國對於多年期計畫大多就發給

主持人一張信用卡，其助理也可以申請一至兩張副卡。使用信用卡有

一定的規則，如只能用於購買某些的物品，晚上十點以後不得用於吃

飯等等。這個系統有很多好處。所有的單據與往來公司，在銀行都有

資料可查，可省去很多查帳的麻煩。對學校而言，也省去很多帳務處

理的問題，而用款人必須完全承擔責任。 

3 國外研究計畫的執行，重點在「研究產出」，錢花在哪裡、怎麼花，

並非重點。研究人員可以根據當時的需求，拿錢請適當的人、吃飯、

出去訪查或是拿錢買需要的設備。然而，若研究產出不符合當初的約

定，則需返還部分款項，以示負責。 

但是台灣的研究計畫，卻從來不看「研究產出」，而是看錢花在哪裡、

有沒有依照當初的約定花錢。根本本末倒置！ 

對於一個好的研究人員，若他願意投注許多時間、勞力、費用在研究

上，有很好的研究產出，為什麼不讓他自由運用研究經費？甚至是把

錢放在自己的口袋裡？(即變相加薪) 我想，台灣的人才會出走，不

是沒有原因的。 

 

 其它 

多位回覆者表示現行核銷規定因重視防弊，而忽略了研究具體成果，此

作法不但缺乏彈性，亦無法增進研究成效。此外，回覆者並建議科技部應重

視的焦點係計劃經費成效的發揮，實際考量個別研究計劃的需求，而不應該

把研究人員當賊，對經費細節吹毛求疵的掌控。 

「其它」項目重要意見： 

1 我國政府以人性本惡角度審視經費運用，其實是防君子，不防少數的

小人，完全不若外國對於學術經費的靈活與彈性。只要嚴格檢視研究

成果，成果一旦達到預期，計畫經費即已發揮成效，其間的運用細節

並非重點。如此，相信有助於國家在學術研究上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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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各大學的主計單位成為校內掌控所有研究與教學活動的幕後單

位，但是卻沒有任何的單位可以監督他們的工作是否符合相關的法

規。過大的行政裁量權給主計單位，形成另外一個不被社會看到的擴

權單位卻毫無監督機制。研究者受限於這些主計人員的裁量心證，往

往一個案件往返奔波卻毫無助益，浪費時間在滿足這些主計人員的心

證，我認為這才是所有弊端的癥結。 

3 關於設備、業務費，德國(馬克思普郎克研究所)的做法真的值得參

考，由學校建立"庫房制度"，實驗上所需的設備、耗材等，由庫房來

經手採購，老師跟學生不會去經手錢的問題，專心執行研究計畫，也

不會衍生很多報帳觸法的問題。過去曾有討論過此作法，但後來也沒

有聽聞國科會是否願意評估或採納，實在可惜。 

4 1. 申請一些雜支時，例如：掃瞄筆等，曾都被會計室說不能核銷。

至於為何做研究的筆記時很好的幫手－掃瞄筆不能核銷？實在很搞

不清楚這樣的邏輯在哪裡，最後反正都自己付錢了事。之前也有以 "

無法確認只用在此次的計畫" 的理由，核銷被駁回。若這樣的理由都

能成立，那會計室如何確認用此次經費買的每一張紙和每一枝筆，都

只印或寫此次計畫相關東西。 

2. 到國外做移地研究時，很貴，會計室認為國外圖書館（例如日本

國圖）的影印費屬日支費的一部分，不能用平常業務費中雜支的影印

費支付。 

3. 支付其他影印費方面，必須寫印了哪些書哪些頁數，才給核銷，

如此的核銷方式真的 "很脫離現實"也很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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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經費核銷問卷郵件意見彙整 

1. 在計畫書裡面已經有寫”施測問卷時要送小禮物”，師大這邊還是需要送專

簽，實在有點麻煩。小禮物的贈送如果準備剛好的話，萬一當場有問題，

也來不及請廠商換。所以希望在小禮物能夠有 5%的誤差可以核銷。但其

實除此之外，報帳程序都是一樣的。另外，原先提出的申請書上有列出所

需要的項目，後來核定清單上沒有，學校要求另外提出變更的申請，同意

後才可核銷。那為什麼不能一開始就通過?? 

舉例： 

業務費中的人力費，有申請需要聘請臨時人員，但是最後的核定清單並沒

有把臨時人員列上。而學校方面以核定清單為主，沒有列卻要報的，就需

要進行變更。雖然變更很快就通過了，但為何不一開始就列上?如果是因

為要刪減人力費的金額，為何把臨時人員的項目也刪掉?然後再多一道變

更程序?? 

2. 謝謝來信邀請,依我個人實際報帳經驗, 在科技部所訂定方法下, 各校仍

有各自作法,個人曾遇過在學校報帳中相當不合理的情況,主要是參與管二

成果簡報,科技部來信說可用今年度經費報交通費, 我在出席報告前也已

上簽, 校長也核准了, 但最後不知是哪個單位說不能報帳,因為出席報告

去年結案題目與今年度執行計畫題目不同, 直接否絶報帳. 我也因此事打

電話給科技部管二學門 X 小姐, 她直接告訢我"換學校"比較快,顯然各校

作法不同, 她也無能為力。此經驗讓我覺得經費核銷法令規範上是上有政

策, 下有對策, 執行單位各有各的作法 !!! 

ps. 連一個百餘元的筆或 usb 行動碟也要入財產, 也在貼財產標籤,還真不

知要貼哪 ? 這實在令人相當困擾,單就財產認定或耗材認定各校就不同, 

這應該是科技部要規範的地方, 但目前情況是各校作法不同 . 

3. 研究生要找指導教授，做論文要需要經費，有兼任助理的錢可以領，當然

比做白工好。研究生是沒有選擇，不是這樣的薪資可不可以聘請到助理的

問題。至於適不適任？就是那些研究生，不滿意也別無選擇，只能接受。 

4. 科技部（NSC）補助計畫經費核銷問題的癥結在於 NSC 計劃審查的方法、

制度不務實，逼迫或鼓勵學者以已做出來的成果倒著寫計劃，故計劃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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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非常可信，可行性當然更沒問題，在此情況下，才有較大機會獲得補助。

真正需要研究的問題，由於尚無答案，故寫不出可行性像前述的已做出成

果的（假）計劃那樣高、内容也不可能那麽詳實，當然會被迄今仍占極大

多數的思維僵硬的計劃審查委員的批評與低評，拿不到補助。 

NSC 制訂審查政策者，是始作俑者，它的審查制度苛刻僵硬，造就了大家

【認真作假】的歪風。 

試想，已作出來的東西，怎需要花錢再去買該計劃相關的材料與設備？當

然不必。所以，將甲案（已獲補助）的計划經費拿去買乙案、丙案（尚未

獲補助）的東西，自然變成研究學者獲取計劃補助的潛規則。在此情況下，

經費核銷問題怎會有解？？ 

PS  可把本函寄交馬總統或 NSC 主委等決策者。退休之際，希望臺灣政

府能更講理，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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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某國立大學評審委員會裁處停權參考措施 

101.03.28 第 723 次主管會報通過 

 
檢察官緩起訴處分

或法院判決 
裁處停權措施 停權期限 

1 

檢察官裁處緩起

訴處分者 

1.不得休假研究。 

2.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3.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4.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5.核減 1/3 學術研究費。 

6.其他【由系（所）院校教評會視案情情

節輕重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8 條規

定酌增核處】 

停權期間：緩起訴期間之 1/2，

尾數未滿 1 個月者，以 1 個月計。 

核減學術研究費期間：緩起訴期

間之 1/3，尾數未滿 1 個月者，

以 1 個月計。核減期間得依不法

所得金額之多寡或個案情節，敘

明理由酌予增減。 

2 

法院判決有期徒

刑 1 年以下且獲

緩刑宣告者 

（緩刑期間一般

為 2-5 年） 

1.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職務。 

2.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3.不得休假研究。 

4.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5.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6.核減 1/2 學術研究費。 

7.其他【由系（所）院校教評會視案情情

節輕重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8 條規

定酌增核處】 

停權期間：緩刑期間之 1/2，尾

數未滿 1 個月者，以 1 個月計。 

核減學術研究費期間：同本刑刑

期。核減期間得依不法所得金額

之多寡或個案情節，敘明理由酌

予增減。 

3 

法院判決 1 年以

下有期徒刑，未

獲緩刑宣告，惟

得予易科罰金

者。 

1.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職務。 

2.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3.不得休假研究。 

4.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5.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6.停發學術研究費。 

7.其他【由系（所）院校教評會視案情情

節輕重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8 條規

停權期間：1 年半以上。 

停發學術研究費期間：同刑期。

停發期間得依不法所得金額之

多寡或個案情節，敘明理由酌予

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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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酌增核處】 

4 

有期徒刑逾 1

年，且獲緩刑宣

告者 

1.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職務。 

2.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3.不得休假研究。 

4.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5.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6.停發學術研究費。 

7.其他【由系（所）院校教評會視案情情

節輕重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8 條規

定酌增核處】 

停權期間：緩刑期間之 1/2，尾

數未滿 1 個月者，以 1 個月計。 

停發學術研究費期間：同本刑刑

期。停發期間得依不法所得金額

之多寡或個案情節，敘明理由酌

予增減。 

備註：本停權參考措施適用對象為執行計畫案件不當涉訟之教師。 



表單編號：QP-R02-02-14 

保存年限：5年 

成 果 摘 要 

一、參加會議經過 

 

美國會計學會國際會計年度會議是每年全球國際會計相關專家學者年度聚會。今年在美

國德州聖安東尼奧之 The Westin Riverwalk 飯店舉行，除第一天的歡迎晚宴外，接下來的

正式會議議程總計有二天。會議開場之 plenary session 邀請國際整合報導代表會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IRC)之專家 Eric Hespenheide 介紹國際整合報

導的思維、架構及應用實例。IRRC 致力於將報導中關於價值創造或商業模式的部分區別

開，並納入組織中六種重要的資本於報導中。 

 

我很榮幸地能獲得科技部的補助參加此次會議，為了把握此次機會，二天的主要會議皆

有參與。本人另有參加正式會議前的工作坊(workshop)，此次工作坊討論如何將 IFRS 整

合至課堂之中。由於本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審計方面，特別是與財務有關的內部控制揭

露，因此在選擇參加那發表的場次時，也儘量挑選與研究領域相關之場次。除了美國學

者外，在會中亦聆聽來自於歐洲、亞洲，甚至非洲學者的研究，學習到許多創新，多樣

的概念，用以改進自己目前研究。 

 

    另外本次參加會議的主要目的為進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法令規範與管理控制

之校準研究之移地研究，與國外知名研究學者及高階主管請教各單位之科研補助計畫經

費核銷原則、管控法令、辦理經驗及建議等，以供我國未來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改革之方

向。國外相關訪談對象彙整於下表，相關訪談記錄將列於期末報告中。 

     

 服務單位  姓名/職稱 

 1.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系  1. 楊丹青主任 

 2.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系  2. 鄭振興主任 

 3. 新加坡管理大學會計系  3. 陳智灜教授 

 4. 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管理學院  4. 何莉芸教授 

 5.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會計系  5. 何麗琴主任 

 

 

會議進行期間研究資料庫廠商有在會場中設攤。各發表場次之間的空檔我會去各攤位所

提供的資訊，另外也會了解最新研究資料庫的內容，也詢問了廠商代表過去使用資料庫

的曾遭遇過的相關問題。 

 

二、與會心得 

 

本人與博士生邱献良合著之文章為 Do Both SOX 404 and AS5 Reduce ICFR Disclosure 



 1 

Errors?，被安排在 2014/1/22(六)下午 4:00 至 5:30 的 concurrent session 發表。在發表當中

博士生邱献良報告此研究的背景、目的、問題、方法及結果等，並與在場學者討論相關

問題，除了評論人外，會中也得到了來其他學者的許多建議。 

 

 在會中得到許多國際優秀學者的寶貴意見，已作為日後改進此篇文章的重要參考，此篇文

章目前正持續改善，目前已投至台大管理論叢(TSSCI)審查中。 

 

三、建議 

 

參與此次會議與全球知名之國際會計學者互動也讓我收穫豐富。故建議貴單位能多提供

教師及學生補助參與國際會議，可以獲知最新的研究方向，得到寶貴意見，提高國際視

野。相信在學術生涯中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議程，與會人員名單及 A Guide through IFRS Part A& Part B 等手冊。另參加各研究發表

場次及廠商攤位時也有攜回相關資料或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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