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會計：(核章)

項次 組別 自審確認欄 覆核確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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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用人費用彙計表(左邊雙數頁、右邊單數頁)

(13)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14)各項費用彙計表(印至2碼用途別)

(15)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本頁若為單數面，其後是否有插入一空白

紙(該空白頁無需打上本頁空白字樣，亦無需編頁碼)。

(11)員工人數彙計表，本表若為雙數頁，其後是否有插入「本頁空白」並加註頁碼

(5)現金流量決算表

(6)平衡表

(7)基金來源明細表

(8)基金用途明細表(印至「業務計畫-法定預算數」2碼用途別)

(9)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

(10)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決算書各表之學校名稱是否有配合升格修正。

決算書各表是否齊全：(下列各項請逐一審核，填否者請註明原因)

(1)封面(是否有參照範例製作)，今年標題無「地方」2字

(2)目次(本頁次不編頁碼)

(3)總說明(由本頁次開始編碼，起始頁碼由1開始)

(4)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決算表

上「AO系統」填報之「人員下表備註明細表」(需經主辦會計及校長核章)

上康大系統列印「公務預算」-截至105年1月15日止「歲入對帳單」

請攜帶(1)公務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公務預算(珍貴-無者免印)、新北市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珍貴，無者免印)之財產增減結存表(7-12月份半年報)。(2)財產量值

總目錄-(財產類別：一般，權屬：新北市)及財產量值總目錄-(財產類別：珍貴，

權屬：新北市)。

攜帶「購建固定資產預算保留申請表」(蓋有本室核准同意保留章者)

以上文件請依上述順序排列後，再裝置於一份「L夾」內(L夾上請以麥克筆註明學校

代碼及名稱)並以橡皮筋捆挷固定。

確認所有文件均齊全

(註：財產量值總目錄：權屬新北市者，係含有經費來源為「公務預算」及「地方教

育發展基金」之財產總合，所以可將「一般、權屬-新北市」之財產量值總目錄，核

對至AO填報之「公務」、「基金」相關財產合計數，勾稽是否相符。有珍貴者得比

照勾稽。)

(***註：請務必確認所提供之報表，與財政局財管系統之關帳後數據相符，如於決

算審核後有異動者，請一定要電話告知教育局辦理更帳作業。)

6

(本項

次表單

請「依

序」用

訂書針

裝訂供

各組審

核用)

決算書表勾稽檢核表(已自審及覆核完畢且核章)

另外印製1份：104年預算-現金流量預計表(列印橫式報表)

另外印製1份：104年預算-各項費用彙計表(列印橫式報表)

另外印製1份：104年決算-基金用途明細表(印至「工作計畫(法定預算)」、3碼用途

別)

另外印製1份：104年決算-各項費用彙計表(列印至用途別3級)

104年終結帳各項整理事項明細表(各1份)(無者印空白表)

決算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餘絀表【單位】預算執行期間辦理併決算奉准明細表(無

者印空白表)

決算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預算執行期間辦理補辦預算奉准明細表及核定公文(無者

印空白表)

上「AO系統」填報之「公務預算」、「基金預算」、「公務珍貴」及「基金珍貴」

財產量值表共4張(需經財管單位、主辦會計及校長核章)

104年度決算學校覆核單

覆核人員：(核章)

稽核項目

一 收件組

104年決算書審核版1份採單面列印，封底之「主辦會計人員」及「基金主持人」僅

需核職章

104年決算書送印版1份採單面列印，封底之「主辦會計人員」及「基金主持人」應

列明12月31日在職者銜名(國小免檢附)

104年12月份月報

103年度附屬單位決算之分決算書

104年度法定預算書(橘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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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自審確認欄 覆核確認欄稽核項目

28

29

30

二 取號組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3

44

45

46

47

48

49

六
基金來源

明細表

表頭第2欄為「預算數」

預算數=[月報]餘絀表之各科目-本年度可用預算數之「本年度法定預算數」

各「3級科目」之比較增減超過±10%者有無於備註欄說明增減原因(決算數有、預算

數0仍需說明)，說明標準前置碼為：主要係因○○○○。

五 平衡表

上年度決算數應為決算審定數(核對上年度決算書)

本年度決算數之各科目金額=[月報]平衡表之各科目金額

年終整理之「應收、預付、應付、預收」=本年度決算數相關科目

本年度決算數之1316代管資產-各科目金額=公務預算「財產增減結存表」(7/1-

12/31)各對應科目之「現有(本期)量值」=「AO系統」填報之「公務預算」財產量值

表數據

[決算表]餘絀表-上年度決算數=上年度決算書之各科目(計畫)決算審定數

四
現金

流量表
42

決算數-本期賸餘=[決算]餘絀表-「本期賸餘」之本年度決算數

決算數-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減=[決算]平衡表-「現金」之比較增減數

決算數-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平衡表-「現金」之上年度決算數

決算數-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決算]平衡表-「現金」之本年度決算數

預算數=104年預算-現金流量預計表(列印橫式報表)-本年度預算數

[決算表]餘絀表-本年度預算數=[月報]餘絀表之各科目(計畫)-本年度可用預算數之

「本年度法定預算數」

[決算表]餘絀表-本年度決算數=[月報]餘絀表之各科目(計畫)-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

計數之「實際數」

基金用途-經常門「業務計畫」之比較增減數超過0者，應檢視其數額是否小於或等

於年度奉准併決數(核對決算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餘絀表【單位】預算執行期間辦

理併決算奉准明細表扣除5M之數字)

表底無須備註說明

封底為單數頁，且登打主辦會計人員及基金主持人姓名(12月31日在職者)

目次中之頁碼是否與決算書中各表件之頁碼相符。

收件無誤方得取號

三

基金來源

用途餘絀

決算表

[月報]及[決算表]之餘絀表，均已依執行要點規定版本列印(即5M建築及設備計畫區

分購建固定資產及其他兩部分)

①決算數-「本期賸餘」=[月報]餘絀表之本期賸餘

②決算數-「期初基金餘額」=上年度決算數之「期末基金餘額」

③決算數-「期末基金餘額」=[月報]平衡表之「基金餘額」

5M建築及設備計畫-「購建固定資產」之預算數及決算數=[月報]餘絀表-「購建固定

資產」之本年度法定預算數及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之「實際數」

①5M建築及設備計畫-「其他」之預算數及決算數=[月報]餘絀表-「其他」之本年度

法定預算數及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之「實際數」

②「其他」之比較增減數超過0者，應檢視其數額是否小於或等於年度奉准併決數

(核對決算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餘絀表【單位】預算執行期間辦理併決算奉准明細

表之5M數字)

[決算表]餘絀表之表頭第2欄為「本年度預算數」

決算書中右邊是否均為單數頁。

一 收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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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自審確認欄 覆核確認欄稽核項目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決算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預算執行期間辦理補辦預算奉准

明細表數字

可用預算數之「調整數」合計應為0

可用預算數-「各欄位」及「各科目」相關數據=[月報]購建固定資產執行情形明細

表-本年度可用預算數「各欄位」及「各科目」之金額

各科目之「比較增減數」應為負數

各科目之「本年度保留數」加上其「比較增減數」應為負數

決算數-「各科目」=[決算]各項費用彙計表(列印至用途別3級)對應之用途別

「51x」決算數

5M之512興建土地改良物及513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應分別說明以前年度保留

數、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之預算金額及512、513決算金額(總數=[決算]各項費用

彙計表之3級用途別決算數)，倘有金額者請依下列格式於備註登打：「512興建土地

改良物」以前年度保留數預算金額xxx,xxx元、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預算金額

xxx,xxx，決算金額xxx,xxx元；「513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以前年度保留數

預算金額xxx,xxx元、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預算金額xxx,xxx元，決算金額

xxx,xxx元。

檢視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珍貴)之「財產增減結存表」(7/1-12/31)之「現有(本期)量

值」=「AO系統」填報之「基金珍貴動產、不動產」財產量值表數據。倘金額非為0

者，已於下方備註說明金額。說明標準為：經管珍貴動產及不動產之總額xxx,xxx

元。

九

固定資產

建設改良

擴充明細

表

八

固定項目

增減情形

表

期初餘額=上年度決算書「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之「期末餘額」

①本年度增加數=[月報]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各科目之截至本月增加

②本年度減少數=[月報]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各科目之截至本月減少

各科目之「期末餘額」(不含購建中固定資產)=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財產增減結存

表」(7/1-12/31)各對應科目之「現有(本期)量值」=「AO系統」填報之「基金預

算」財產量值表數據
各項目「本年度增加數」不等於「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各科目之決算數

者，已於下方備註說明項目、原因及金額

決算數=[決算]各項費用彙計表之各相關用途別科目-「決算數」

「13超時工作報酬」科目決算數是否大於預算數，如超支是否有辦理併決或合理原

因(請於此述明理由：xxxxxxxxxxxxxxxx)

請核對[決算]各項費用彙計表(列印至用途別3級)

①3級用途別科目決算數是否有出現「負數」

②檢視232國外旅費、244廣告費、246業務宣導費、291公共關係費等管制性項目，

決算數超過預算者已於備註欄說明增減原因

③檢視27D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之預(決)算數與AO填報-「人員下表備註明細表」之

27D預(決)算金額合計數一致。

請核對[決算]基金用途明細表(印至「工作計畫(法定預算)」、3碼用途別)

①檢核「5××用途別」拉至「經常門計畫」而非5M之錯誤情形

②檢視「5M×計畫別」與「5××用途別」是否對應無誤。(5M1→511、512，5M2→513

，5M3→515，5M4→514、516，5M5→521、522)

各備註之句末是否僅有1個句號

倘有「2服務費用」支付編制外之進用人力(如契僱人力、按日、按件或按時計酬等

人力，屬27D用途別)，或勞力外包公司之「派遣人力」或「勞務承攬」(屬279用途

別)等支出，已於備註欄詳實敍明進用人員類別、人數及預、決算金額(如：自立午

餐廚工○人，預算金額為xxx,xxx元，決算金額為xxx,xxx元。)，並與「AO」填報資

料相符。倘該類別僅有預算數而無決算數者，無須登打備註。

各「計畫」比較增減超過±10%者有無於備註說明增減原因，說明標準前置碼為：有

關「○○計畫」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xxx,xxx元，主要係因：○○○○。

七
基金用途

明細表

列印至「業務計畫(法定預算數)」及2級用途別

表頭第2欄為「預算數」

預算數=[預算]各項費用彙計表(橫式報表)之各相關用途別科目-「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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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自審確認欄 覆核確認欄稽核項目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十
員工人數

彙計表

①預算數=104年度法定預算書「員工人數彙計表」之「本年度預算數」

②已上決算系統-決算報告-單位報告-員工人數彙計表登打相關決算員額數(倘決算

員額大於預算員額者應備註說明)

倘有「2服務費用」支付編制外之進用人力(如契僱人力、按日、按件或按時計酬等

人力，屬27D用途別)，或勞力外包公司之「派遣人力」或「勞務承攬」(屬279用途

別)等支出，已於備註欄詳實敍明進用人員類別及人數(如：自立午餐廚工○人。)，

與「基金用途明細表」說明內容之人員類別及人數一致，且與「AO」填報資料相符

「管制性項目」決算數超過預算者已於備註欄說明增減原因，且該原因與「基金用

途明細表」說明內容一致。倘依執行要點需報主管機關核定者請檢附報核公文。(統

計所需項目則無需敘明原因)

十三
各項費用

彙計表

是否列印至「2級用途別」

表頭第1欄為「科目」、第2欄為「預算數」

「預算數」及「決算數」之合計數=[決算表]餘絀表-「5基金用途」之「預算數」及

「決算數」之合計數

十四

管制性項

目及統計

所需項目

比較表

表頭第1欄為「科目」、第2欄為「預算數」

十二

主要業務

計畫執行

績效摘要

表

表頭第3欄為「預算數」

①各計畫預算數=[月報]餘絀表-各業務計畫「本年度可用預算數」

②各計畫決算數=[月報]主要業務計畫執行明細表-各業務計畫累計數/決算數

③5M建築及設備計畫-「決算數」應小於或等於「預算數」(為可用預算數)

經常門計畫比較增減超過±10%者，應於備註欄說明增減原因，且與「基金用途明細

表」說明內容一致。

資本門計畫請於備註欄列明可用預算數(依下列範例擇一表達)

①建築及設備計畫可用預算數xxx,xxx元，包含本年度預算數xxx,xxx元、以前年度

保留數xxx,xxx元、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xxx,xxx元。

②建築及設備計畫可用預算數xxx,xxx元，係本年度法定預算數。

比較增減超過±10%者，應於備註欄登打可用預算數說明後，再接續說明增減原因。

(本表係決算數與可用預算數比較，其增減原因與基金用途明細表說明內容不一定相

同)

相關數據均與表件相符（即：①本年度預算數=餘絀表-5M建築及設備計畫之本年度

預算數、②以前年度保留數=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以前年度保留數之合計

數、③奉准先行數=[決算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預算執行期間辦理補辦預算奉准明細

表數字])

各人員別分配的金額是否有明顯的錯誤：

①正式人員不會有聘僱人員薪資、津貼及兼任人員用人費用金額

②聘僱人員僅限出現於聘僱人員薪資、超時工作報酬、獎金、退休及卹償金及福利

費

③兼任人員僅限出現於兼任人員用人費用

④其他人員僅限出現於退休及卹償金及福利費

倘有「2服務費用」支付編制外之進用人力(如契僱人力、按日、按件或按時計酬等

人力，屬27D用途別)，或勞力外包公司之「派遣人力」或「勞務承攬」(屬279用途

別)等支出，已於備註欄詳實敍明進用人員類別及預、決算金額(如：自立午餐廚工

預算金額為xxx,xxx元，決算金額為xxx,xxx元。)，與「基金用途明細表」說明內容

之人員類別及金額一致，且與「AO」填報資料相符

已於備註說明各項獎金明細，說明內容如下，並與「AO」彙整資料相符：

1.考績獎金：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8、12條，決算人數○人，預算金額為xxx,xxx

元，決算金額為xxx,xxx元。(預、決算金額需與各項費用彙計表「151考績獎金」之

預算數及決算數相符)

2.年終工作獎金：依行政院104.1.29院授人給字第1040023824號函訂定發布「一百

零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1條，決算人數○人，預算金額為

xxx,xxx元，決算金額為xxx,xxx元。(預、決算金額需與各項費用彙計表「152年終

獎金」之預算數及決算數相符)

各科目之「本年度保留數」=「購建固定資產預算保留申請表」各科目之「申請保留

轉入下年度支用數」

十
用人費用

彙計表

各科目及總額之「預算數」及「決算數」=[決算]各項費用彙計表對應之用人費用用

途別及總額的「預算數」及「決算數」

九

固定資產

建設改良

擴充明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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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自審確認欄 覆核確認欄稽核項目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十七 總審核組

一~十六組分組審核單皆已核章無誤，倘學校涉及更改帳務者，相關表單是否均已抽

換。(如平衡表科目更帳會影響平衡表、現流表等，預算科目更帳會影響來源、用途

等相關表單)

十五 總說明

總說明六(二)、(三)皆有登打，且與範例一致。

決算系統關帳

十六 系統確認

確認康大系統列印之「公務預算」-截至105年1月15日止「歲入對帳單」，並無誤繳

之款項

核對「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系統與紙本數據是否相符

於「會計簿籍->平衡表科目明細表」確認「2123應付代收款」科目之子目代號均為

LXXXXX、「2211存入保證金」科目之子目代號均為RXXXXX

檢查封面、封底、目錄、總說明電子檔是否依其類別上傳至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系統/

會計系統/會計報告/通用檔案管理/決算類

總說明第二點(三)本期賸餘：應等於[決算]餘絀表之本期賸餘

總說明三現金流量結果：相關數據與[決算]現金流量決算表相符

總說明四資產負債情況：相關數據與[決算]平衡表相符

總說明五固定項目概況：相關數據與[決算]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之期末餘額相符

總說明第二點(一)基金來源：相關數據與[決算]餘絀表-各科目金額相符，且以「3

級來源別科目」說明

總說明第二點(一)基金來源：

①決算數≠預算數者,需述明增減數及%

②決算數=預算數,則無需述明增減數及%

③「原預算數=0，決算數>0」或「原預算數>0，決算數=0」仍需述明增減數及原因

(無需述明%)

(註：「%」請以半形字，有小數者取至第2位，例25.88%、25.30%或25%)

(註：第二行對齊方式，請從分號後第1個字開始)

十五 總說明

總說明第二點(二)基金用途：相關數據與[決算]餘絀表各計畫金額相符，且以「2碼

業務計畫」說明

總說明六(一)1.本年度「併決算」數：以「3碼工作計畫」述明且相關數據與「決算

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餘絀表【單位】預算執行期間辦理併決算奉准明細表」相符

總說明六(一)2.本年度奉准「補辦預算」數：以「3碼用途別」述明且相關數據與

「決算系統-決算報告-附表-預算執行期間辦理補辦預算奉准明細表」相符

總說明第一點所列計畫為「2碼業務計畫」，且「本年度預算」、「決算數」與[決

算]餘絀表-「本年度預算數」、「本年度決算數」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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