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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代碼 會計項目 使用說明 編列單位

1311 土-土地 新購土地 總務處

1321 土-土地改良物 停車場、圍牆、遮雨棚、道路舖設等 總務處

1331 房屋及建築

133101 房-房-綜合大樓 總務處

133102 房-房-文化館 總務處

133103 房-房-商管大樓 總務處

133104 房-房-第一女生宿舍(芝) 總務處

133105 房-房-第二女生宿舍(蘭) 總務處

133106 房-房-男生宿舍(思賢) 總務處

133107 房-房-污水處理廠 總務處

133108 房-房-圖書館 總務處

133109 房-房-體育館 總務處

133110 房-房-研究大樓 總務處

133111 房-房-第一學人宿舍 總務處

133112 房-房-第二學人宿舍 總務處

133113 房-房-第三學人宿舍 總務處

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

134101 機-機-機具設備

冷氣機、飲水機、碎紙機、除濕機、電視機、攝影

機、錄放影機、照相機、電扇、裁紙機、咖啡機、官

防機等

各單位

134102 機-機-計數設備

螢幕、電腦主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磁碟機、

印表機、傳真機、多功能事務機、廣播系統、掃瞄

器、讀卡機、不斷電系統、光碟機、燒錄器、網路系

統等

各單位

134103 機-機-傢俱設備

會議桌、辦公桌、閱覽桌、電腦桌、大學椅、辦公

椅、沙發、茶几、黑板、白板、公佈欄、公文櫃、保

管櫃、鐵櫃、效率櫃、玻璃櫃、機櫃、角鋼架、海報

架、傘架、雜誌架、期刊架、運書車、雙層梯、手推

車、電磁爐、微波爐、烤箱、投影機專用架、電視櫃

等

各單位

134104 機-機-樂器設備

小喇叭、法國號、豎笛、鼓、木琴、直笛、古箏、琵

琶、南胡、木魚、揚琴、鈸、鑼、大提琴、鐵琴、響

板、電吉他、電子琴、爵士鼓、口琴、鋼琴、風琴、

口風琴、音響等

各單位

134105 機-機-交通設備 小客車、摩托車、農地搬運車 各單位

134106 機-機-軍訓設備
飛機模型、飛彈模型、防毒面具、鋼盔、指北針、手

榴彈等
各單位

134107 機-機-醫療衛生設備
身高體重器、模型、甦醒安妮、點字機、助聽器、放

大鏡、擔架、輪椅、腳傷治療架等
各單位

134108 機-機-體育設備

力波龍墊、跳箱、鞍馬、舉重椅、健美床、跑步機、

划船機、平衡木、籃球架、撞球台、桌球台、裁判

椅、碼錶列表機、發球機、電子計時器、各項健身器

材等

各單位

134109 機-機-育樂活動設備 投影機、銀幕、護貝機等 各單位

134110 機-機-電器設備 電話機、對講機、電源供應器、影像分配器、DVD等 各單位

1350 圖書及博物

1351 圖-圖書
中西文圖書、具典藏價值之期刊、電子書、電子資料

庫、電子期刊等(★) 資圖處-圖書組

1352 圖-博物 收藏品、擺設品等 廣亞藝術中心

1361 其他設備

136101 其-其-機具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資圖處-資訊組

136102 其-其-計數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資圖處-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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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03 其-其-傢俱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資圖處-資訊組

136104 其-其-樂器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136105 其-其-交通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136106 其-其-軍訓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136107 其-其-醫療衛生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136108 其-其-體育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136109 其-其-育樂活動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資圖處-資訊組

136110 其-其-電器設備 同機械儀器及設備說明
學務處(學生宿舍)、
資圖處-資訊組

1381 租-租賃資產 承租之資產屬資本租賃者 各單位

1391 租-租賃權益改良物 在營業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良之成本 各單位

1611 專-專利權(***) 價購或自行研發供業務用之專利權 各單位

1621 電-電腦軟體(***) 外購、委外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行發展開發，且

供自用之電腦軟體
各單位

1631 租-租賃權益(***) 依約取得作業用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 各單位

1691 其-其他無形資產(***) 各單位

1741 代管資產(***) 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執行研究計畫購置資本門設備

，所有權非屬本校者
研究計畫

4120 推廣教育收入

4121 推-學分班收入 苗栗一般正常推廣教育班之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22 推-暑期學分班收入 苗栗暑期開設推廣教育班之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23 推-學分班收入(北) 台北一般正常推廣教育班之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24 推-暑期學分班收入(北) 台北暑期開設推廣教育班之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25 推-場地清潔費收入(北) 台北租借場地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26 推-雜項收入(北) 台北規費、雜項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28 推-其他(北) 台北非上述之推廣教育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29 推-其他 苗栗非上述之推廣教育收入 推廣教育中心

4130 產學合作收入

4131 產學合作收入(***) 科技部及科技部以外之產學合作收入 研發處

5110 董事會支出

51101 董-人-薪資 董事會專任董事及職員薪資、主管加給、年終獎金 人事室

511102 董-人-加班費 董事會專任董事及職員加班費 人事室

511103 董-人-獎金 董事會專任董事及職員考核獎金 人事室

511104 董-人-保險費 董事會專任董事及職員保險費、學校負擔保費 人事室

511106 董-人-補充健保費(*)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人事室、董事會

51120101 董-業-事-文具紙張費 文具、紙張 董事會

51120102 董-業-事-印刷費 影印、印刷、印製名片、刻章、碳粉匣、墨水匣等 董事會

51120104 董-業-事-郵電費 郵資、電話費 董事會

51120105 董-業-事-差旅費 車資、住宿費、停車費、膳雜費 董事會

51120106 董-業-事-餐飲費 董事會

51120111 董-業-事-其他費 贈送花籃、喜幛、輓聯、常年會費等 董事會

511301 董-維-修繕費 各項維修費 董事會

511303 董-維-環境美化費 環境清潔用品 董事會

5115 董-出席及交通費 召開董事會董事之交通出席費 董事會

5120 行政管理支出

512101 行-人-薪資 行政人員薪資、主管加給、年終獎金 人事室

512102 行-人-加班費 行政人員加班費 人事室

512103 行-人-獎金 行政人員考核獎金 人事室

512104 行-人-保險費 行政人員保險費、學校負擔保費、辦理活動保險費 各行政單位

512105 行-人-其他費 行政人員勞工退休金 人事室

512106 行-人-補充健保費(*)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各行政單位

51220101 行-業-事-文具紙張費 文具、紙張、制式表單等 各行政單位

收入項目

成本與費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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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0102 行-業-事-印刷費
影印、印刷、印製名片、刻章、碳粉匣、墨水匣、影

印機租賃費等
各行政單位

51220103 行-業-事-演講費 各行政單位

51220104 行-業-事-郵電費 郵資、電話費 各行政單位

51220105 行-業-事-差旅費 車資、住宿費、停車費、膳雜費 各行政單位

51220106 行-業-事-餐飲費 各行政單位

51220107 行-業-事-運費 教職員通勤專車、貨運費、辦理活動租車費 各行政單位

51220108 行-業-事-租金 辦理活動租借場地費 各行政單位

51220111 行-業-事-其他費
訂報費、出差報名費、辦理活動之主持人費、與談人

費、評論人費、交通費等、紅布條、電池
各行政單位

512202 行-業-水電費 水費、電費 總務處

512203 行-業-慶典福利費
自強活動、尾牙活動、校慶運動會教職員衣服、

中秋禮品、中元普渡、職員就讀本校補助等

人事室、總務處、

秘書室、育達時報

512204 行-業-特別費 紅白帖及花籃(校級)、公關贈送品等
秘書室(校級)、

各行政單位

512205 行-業-油脂 公務用汽油、柴油、過路費等 總務處

512209 行-業-其他費
常年會費、車馬費、工程款部份無法列入資本門者、

目前無法明確區分或無法明確編列預算者
各行政單位

512301 行-維-修繕費 系統保養費、各項維修費 各行政單位

512302 行-維-保險費 公務車強制險 總務處

512303 行-維-環境美化費 環境清潔用品、校園景觀美化、垃圾桶 各行政單位

5124 行-退休撫卹費 人事室

5130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513101 教-人-薪資 教師薪資、鐘點費、年終獎金等 人事室、各教學單位

513102 教-人-加班費 人事室

513103 教-人-獎金 考核獎金、獎勵優良教師 人事室、教務處

513104 教-人-保險費 教師保險費、學校負擔保費、辦理活動保險費 人事室、各教學單位

513105 教-人-其他費 人事室

513106 教-人-補充健保費(教)(*)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人事室、各教學單位

513107 教-人-補充健保費(獎)(*)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人事室、各單位

513108 教-人-學生勞保費(教)(**) 機關負擔補充勞保費 人事室、各教學單位

513109 教-人-學生勞保費(獎)(**) 機關負擔補充勞保費 人事室、各單位

513110 教-人-學生勞退費(教)(**) 機關負擔補充勞退費 人事室、各教學單位

513111 教-人-學生勞退費(獎)(**) 機關負擔補充勞退費 人事室、各單位

51320101 教-業-事-文具紙張費 文具、紙張、制式表單等 教務處、各教學單位

51320102 教-業-事-印刷費
育達時報印製、影印、印刷、印製名片、刻章、碳粉

匣、墨水匣等

教務處、育達時報、

各教學單位

51320103 教-業-事-演講費 教務處、各教學單位

51320104 教-業-事-郵電費 郵資、電話費
總務處、育達時報、

各教學單位

51320105 教-業-事-差旅費 車資、住宿費、停車費、膳雜費 各教學單位

51320106 教-業-事-餐飲費 各教學單位

51320107 教-業-事-運費 辦理活動租車費、貨運費 各教學單位

51320108 教-業-事-租金 辦理活動租借場地費、飲水機租賃費 總務處、各教學單位

51320109 教-業-事-招生費 招生宣導、招生文宣贈品、招生廣告等 開發處、各教學單位

51320111 教-業-事-其他費
保全費、訂報費、出差報名費、辦理活動之主持人

費、與談人費、評論人費等、紅布條、電池
總務處、各教學單位

513202 教-業-水電費 水費、電費 總務處

513203 教-業-慶典福利費 畢業典禮、校慶運動會 學務處、各教學單位

513204 教-業-輔導教學費
訂報費、不具典藏價值之期刊、視聽資料、雜誌、教

學用品

學務處、資圖處-圖書

館、各教學單位

513205 教-業-訓導活動費
導生活動費、購置醫療消耗品、交通指揮用品、軍訓

教官值勤輔導費
學務處、各教學單位

513206 教-業-課業活動費 社團指導老師費、體育競賽 學務處、各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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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11 教-業-其他費

教師審查費、常年會費、論文口試車馬費、工程款部

份無法列入資本門者、目前無法明確區分或無法明確

編列預算者

人事室、各教學單位

513301 教-維-修繕費 各項維修費 各教學單位

513302 教-維-保險費 校園建物保險費、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等 總務處

513303 教-維-環境美化費 校園清潔費、環境清潔用品、垃圾桶
總務處、學務處、

各教學單位

5134 教-退休撫卹費 人事室

5140 獎助學金支出

5141 獎-獎學金支出 各類獎學金 學務處

514201 獎-助-工讀助學金支出 工讀金 學務處、各單位

514202 獎-助-急難救助金 急難救助 學務處

514203 獎-助-其他就學輔導 共同助學金 學務處

514204 獎-助-其他助學金 學務處

5150 推廣教育支出

515101 推-人-薪資 推廣行政人員及教師薪資、年終獎金 人事室、推廣教育中心

515102 推-人-加班費 人事室、推廣教育中心

515103 推-人-獎金 推廣行政人員及教師考核獎金 人事室、推廣教育中心

515104 推-人-保險費 推廣行政人員及教師保險費、學校負擔保費 人事室、推廣教育中心

515105 推-人-其他費 推廣行政人員勞工退休金 人事室

515106 推-人-補充健保費(*) 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人事室、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1 推-業-事-文具紙張費 文具、紙張、制式表單等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2 推-業-事-印刷費 影印、印刷、印製名片、刻章、碳粉匣、墨水匣等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3 推-業-事-演講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4 推-業-事-郵電費 郵資、電話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5 推-業-事-差旅費 車資、住宿費、停車費、膳雜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6 推-業-事-餐飲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7 推-業-事-運費 貨運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8 推-業-事-租金 北育租金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09 推-業-事-招生費 招生宣導、招生文宣贈品、招生廣告等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111 推-業-事-其他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2 推-業-水電費 水費、電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3 推-業-慶典福利費 中元普渡 推廣教育中心

515209 推-業-其他費
工程款部份無法列入資本門者、目前無法明確區分或

無法明確編列預算者
推廣教育中心

515301 推-維-修繕費 各項維修費 推廣教育中心

515302 推-維-保險費 校園建物保險費、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等 推廣教育中心

515303 推-維-環境美化費 環境清潔用品、垃圾桶 推廣教育中心

51X0 其他支出(***)
51X1 其-試務費支出(***) 印製各項招生簡章、招生工作人員費 教務處、開發處

51X3 其-超額年金給付(**)(***)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給付教職員之超額年金支出 人事室

製表日：107/4/9

註1：會計項目後加(*)，為102學年起新增之會計項目
註2：會計項目後加(**)，為104學年起新增之會計項目
註2：會計項目後加(***)，為107學年起修正之會計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