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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會計室業務章則 

民國 92 年 2 月 11日主任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章則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14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室處理會計事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遵照「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第三  條  本室設會計主任 1 人，承校長之命依法辦理全校會計事務。 

第四條  本室另設組員、佐理員，助理有關會計帳務記載及其他業務事項。 

第五條  本室職掌如下： 

一、歲計： 

(一)年度預（概）算之籌畫及編報。 

(二)歲入歲出分配預算之編報。 

(三)預算簽證審核。 

(四)經依規定辦理之經費流用編報。 

(五)預算執行狀況（進度）編報。 

(六)年度進行中申請變更計畫，動支預備費及辦理追加預算之編報。 

(七)年度終了時權責發生數之查核編報。 

二、會計： 

(一)各項收支款項案件及原始憑證之核定。 

(二)收入、支出、現金轉帳及分錄轉帳傳票之編製。 

(三)根據合法之記帳憑證記載帳簿。 

(四)各類會計報告編報及收支憑證之送審。 

(五)辦理年度決算之編報及會計師簽證、稅務決算申報。 

(六)各種會計帳簿、會計報告、會計憑證之保管。 

(七)監督扣繳各類所得稅。 

(八)預付及代收代辦款項之清理。 

(九)申請私校獎助金之審核與傳票編製及帳務處理。 

(十)內部審核處理包括財產增減表、銀行存款日結表、銀行存款差額解釋表及薪

資清冊之核對。 

(十一)上級委辦之各項經費審查與核銷。 

三、統計事務： 

(一)各類統計報表之編報、催辦及審核案件。 

(二)統計資料之保管。 

四、其他： 

(一)參與各項營繕工程物品採購之比價、議價監辦業務。 

(二)依教育部頒布之標準編製學雜費收據。 

(三)辦理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之統計及報繳退撫基金。 

第六條  本室職員有保守公務機密之義務。 

第七條  本室職員於寒暑假應照常辦公或輪值。 



第八條  主辦人員因事不能執行其業務時，應商請適當人員代理。 

第九條  本章則經主任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處理要點 

民國 94年 1 月 14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1 月 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93年 9月 10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0930513659號頒布「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 

    生費用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訂定本章程。 

    (二)教育部 98年 7月 6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0980508129C號令修正頒布「國立及臺灣 

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學生費用補充規定」辦理。 

二、適用範圍： 

代收代辦費包括下列各項費用： 

學生帄安保險費、家長會費、健康檢查費、班級雜支費、游泳池水電及管理費、蒸飯費、 

腳踏車停放費、教科書費、交通車費、課業輔導費、社團活動費、校刊費、冷氣使用與維 

護費及其他由學校自行或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等費用，並供上開費用別之目的使用。 

三、組織及成員： 

(一)本校依上述一、二成立「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 

(二)本會置委員七人： 

        1、校長：一人。（為當然代表）。 

        2、家長代表：五人。(家長代表由家長會長推薦)。 

        3、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社會公正人士由校長遴聘) 

        4、本校各處室相關人員得列席委員會議，報告各項代收代辦費之項目及計算標準。  

四、會議計價協商家長代表不得少於會商人數二分之一，實際家長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實際出席 

    總人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人數以達三分之一為原則。 

五、本會職責： 

(一)審核本校各項代收代辦費用項目。 

(二)審核本校各項代收代辦費用項目之收費標準。 

六、本會由校長召集，開會時並擔任主席，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時由指定之成員代理主持。 

七、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八、本會於每學期末審查下一學期代收代辦費之項目及計算標準，審議通過後，由本校於收費 

    前公告之。 

九、本會之行政工作由總務處主辦，相關單位協辦。 

十、本作業處理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辦理之。 

十一、本作業處理要點提本校行政會議討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 

      亦同。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 

民國 105 年 10月 25日主任會議提案 

民國 106 年 0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04月 27日第 18 屆第 4次董事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許可申請辦法。 

(三)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二、勸募目的： 

(一)為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指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突遭變故、

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本校特

設置教育儲蓄戶(以下簡稱本專戶)，專款補助，使學生順利就學。 

(二)在嚴謹透明的動支程序下，善用社會各界捐款，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三、勸募方式： 

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https://www.edusave.edu.tw/)辦理全國公開勸募。捐款流程 

(一)捐款人填寫捐款意願書。 

(二)轉帳或匯款至本校教育儲蓄戶。 

(三)3-5個工作天後於教育儲蓄戶網站查詢捐款是否成功。 

(四)學校開立收據寄發捐款人。 

四、經費存管：  

(一)由本校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儲存經費，其經費收支採代收代付方式，依學校會計流程

核銷處理，專帳管理，專款專用。 

(二)教育儲蓄戶戶名：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 

(三)教育儲蓄專戶設置之金融機構名稱：合作金庫銀行松竹分行、帳號：1760717210105、

銀行代碼:006。 

(四)經費來源：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辦理全國公開勸募所得金錢。 

(五)學校接受捐款應開立收據、載明勸募許可文號、捐款人姓名、捐款金額及捐款日期；

其有指定對象或依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用途中之特定

用途者，並應載明。 

(六)本專戶於年度決算後如有經費結餘，應滾存下一年度繼續使用。 

(七)經費管理： 

1、本帳戶之會計及出納工作，均由本校會計及出納人員兼辦，相關規定依學校之會

計、出納規定辦理。 

2、經費動支應由本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決議後始得為之。 

五、組織與職掌：  

(一)本校依規定設置「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設置委員９人，掌理以下事項： 



1、經濟弱勢學生之認定。 

2、勸募所得支用於補助案件之審查。 

3、勸募所得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查。 

4、教育儲蓄戶結束後清算之審查。 

5、其他有關勸募及管理事項。 

(二)其組織成員如下: 

1、本小組以校長為委員兼召集人，另聘委員為:家長會代表 1人、社區公正人士 1

人、學者專家 1人、教職員５人；合計委員９人。 

2、本小組置委員兼執行秘書 1人，由註冊組長兼任，負責教育儲蓄戶各項行政工作。 

3、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由校長聘(派)兼之，任期一年，得續聘(派)之；委員因

故解職時，由校長另聘委員續任至該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4、本小組置會計、出納人員各 1人，由本校會計主任及出納組長兼任。 

5、本小組組織職掌如下：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教育儲蓄專戶督導管理小組 

小組職稱 人員 工作職掌 備註 

委員兼召集

人 
校長 

1.綜理統籌教育儲蓄戶工作事宜 

2.召集及主持工作會議 
１人 

委員 

家長會代表 1人 

社區公正人士 1人 

學者專家 1人 

1.導入社區與社會資源 

2.經濟弱勢學生之認定 

3.勸募所得支用於補助案件之審查 

4.勸募所得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查 

5.議決各項提案事項 

３人 

(校外委員

不 得 少 於

1/3) 

委員 

教職員４人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1.經濟弱勢學生之認定 

2.勸募所得支用於補助案件之審查 

3.勸募所得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查 

4.議決各項提案事項 

４人 

委員兼執行

秘書 
註冊組長 

1.辦理教育儲蓄專戶行政業務 

2.受理彙整各項申請補助案件 

3.彙整各項會議資料並記錄存查 

4.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頁資料管理 

5.管理本校教育儲蓄戶網頁資料 

6.教育儲蓄專戶辦理情形公開徵信 

7.負責上級督導訪視相關事宜 

１人 

以上委員人數合計９人 

會計 會計主任 

1.管理本校教育儲蓄專戶 

2.經費收支登帳管理 

3.編制會計報表 
 

出納 出納組長 
1.依法辦理經費收支憑證核銷手續 

2.開立捐款收據及相關付款業務  



◎本小組校外代表及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六、補助對象： 

本專戶限補助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的本校在學學生(以下簡稱個

案學生)： 

(一)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之學生。 

(二)家庭狀況屬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三)家庭突遭變故。 

(四)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經本校相關人員實際訪查確實者。  

七、 補助經費用途： 

(一)本專戶補助經費用途限於本校在學個案學生之下列項目之一： 

1、學費。 

2、雜費。 

3、代收代辦費。 

4、餐費(含早餐、午餐、晚餐)。 

5、與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 

(二)捐款人有指定對象或用途者，應依其指定對象或用途之需求項目支用。 

(三)前項指定對象於本校畢業後，原捐款仍有賸餘者，應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後，依本條

例所定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目的，補助其他學生。但捐款人指定由原指定對象繼續支

用者，得將勸募所得移轉其他學校教育儲蓄戶繼續執行。 

八、補助基準： 

(一)每一個案學生補助基準如下表所列，以能解決或減輕個案學生困難、使其順利就學為

原則。 

(二)情況特殊之個案學生得由本小組視個案情形及專戶經費餘額專案審查並予以補助，得

不受本基準之限制。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參考基準 備  註 

學費 依該學期實際註冊費用，全額

或部分補助 

本校註冊繳費通知單  

雜費 依該學期實際註冊費用，全額

或部分補助 

本校註冊繳費通知單  

代收代辦費 依該學期實際註冊費用，全額

或部分補助 

本校註冊繳費通知單所

列項目 

 

餐費 早餐 40元、午餐 50元、晚餐

60元(依實際團饍費用為準) 

本校註冊繳費通知單所

列金額 

含早餐、午餐、

晚餐 

與教育相關之

生活費用 

每次每人補助以 3,000元為

限；特殊情況個案學生經管理

小組同意者，每次最高不得逾

10,000元 

依個案狀況進行審查，以

能解決學生就學問題為

原則 

包括：學用品、

交通費 

、升學報名費、

課後輔導費

用……等 



九、經費動支程序及方式： 

(一)申請程序 

1、申請人： 

(1)本校教職員工。 

(2)符合申請補助資格之學生家長。 

2、申請流程： 

(1)本校教職員工發現需要協助個案學生，或個案學生本身提出協助需求，經導師

向本小組執行秘書（註冊組長）提出補助之申請書(如附件一)，並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 

(2)家長或社區民眾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亦得向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反應，並

依上述程序提案。 

(3)執行秘書備齊申請書、相關證明文件，提報管理小組審查。 

(二)審查程序: 

1、初審： 

(1)導師應就個案學生實際情形進行初步審查，並於申請書核章。 

(2)執行祕書彙整個案申資料，完成家庭訪視並核章後提報管理小組審查。 

2、複審： 

(1)執行祕書提報相關文件進行資料審查，管理小組應於收受申請資料後於一週內

召集會議完成審查。 

(2)管理小組應先審查個案學生是否符合經濟弱勢學生之資格。 

(3)管理小組進行個案學生之實質審查，必要時得再進行家庭訪問，或邀請相關人

員進行訪談。 

(4)個案資料如有缺漏者，申請案應於一週內完成補件。 

(5)管理小組最遲應於收受申請資料一個月內完成審查，決議通過補助及補助金額；

或不予補助。 

(三)直接補助或上網勸募： 

1、本校教育儲蓄戶帳戶金額足夠時，直接依前項決議，補助該個案學生。 

2、本校教育儲蓄戶帳戶金額不足時，由執行秘書將審查通過案件上傳教育部推動學

校教育儲蓄戶網公開勸募，勸募所得金錢應為指定個案使用。 

(四)經費補助撥付程序： 

1、如為捐款人指定對象時，於會計程序完成後，由出納製據將款項撥付個案學生簽

收，憑證資料送交會計備查。 

2、非捐款人指定對象時，經審核後由本校教育儲蓄專戶各界捐款支付，於會計程序

完成，由出納製據將款項撥付個案學生簽收，憑證資料送交會計備查。 

3、若個案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無法有效將款項運用在學生身上時，得將補助款項存

入學生個人帳戶，或將款項由該班導師簽收，直接為該生繳付相關款項。 

4、接受補助之個案學生頇於學期結束前填繳支付情形報告書(如附件二)，供本小組

參考。 



(五)如遇緊急狀況，得由執行祕書小組呈報召集人裁決核准後，先行撥付補助款，並於下

次管理小組會議時提請追認，以符合急難救助精神與時效。但經管理小組審查，經費

申撥使用未符實際情形，所撥付款項應予追回。 

(六)經費動支應透過本校會計程序審核開支核銷，並以專帳管理，各項帳務處理方式及報

表依各相關主（會）計法規、行政院主計處編訂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支

出憑證處理要點」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編製之「會計業務簡易帳務處理一致規

定」等辦理。 

十、捐款人之褒獎，依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規定辦理；其捐款額度不符前開辦法所定捐資給

獎者由本校開立感謝狀。 

十一、公開徵信： 

(一)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公告下列資料，以為公開徵信： 

1、定期將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金額、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

收據編號)及辦理情形公開徵信。 

2、學校每月應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公告教育儲蓄戶之經費收支明細，以公開徵信。 

3、學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度教育儲蓄戶收支報告及結餘留用情

形，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以公開徵信。 

(二)公告之內容應依資訊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預期效益： 

(一)能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指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突遭變故、

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使學

生順利就學。 

(二)能善用社會各界捐款，使每筆款都能達到最大的效益，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並使動支程序嚴謹透明，可接受監督。 

(三)期許個案學生能在將來回饋社會，達到「取之於社會、還之於社會」的美意。 

十三、其他相關事項：  

(一)本規定所稱學生家長，係指直接提供經濟來源教養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隔代教養

之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親屬。 

(二)本校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運作之經費，由學校相關預算內支應，不得由教育儲蓄

戶款項支應。 

(三)本校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對專戶有良善管理之責，但如專戶款項用罄無捐款可運

用時即停止申請案件之受理。 

(四)本校教育儲蓄專戶勸募所得金錢及其孳息得不斷滾存，專用於補助經濟弱勢學生之

學費、雜費、代收代辦費、餐費或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並不得用於與經濟弱勢學

生就學無關之支出。 

(五)社會愛心涓滴得來不易，一分一毫都是捐款人勞心勞力所得，本專戶補助款之核發

應明確審核，救急優先，避免浮濫，並適時教育受助學生及家長，常懷感恩，有能

力時更當盡力回饋，讓愛延續。 

十四、本執行規定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仁愛基金設置管理辦法 
民國 67月 1 月 20日經校長核定實施 

民國 87年 11月 2日經校長核定修正實施 

一、依據: 

依臺灣省政府六十七年一月十一日號府報第六九０一號 (省公報六七年春字第十一期)臺

灣省各級學校加強社會教育推行全民精神建設方案及其有關規定。 

二、成立目的：  

為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仁愛精神，對實際需要協助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社會公益慈

善機構，遭遇偶發急難事故或困難給予適當之救助與慰問補助，以傳達互助互愛之美德，

提昇參與慈善工作領域，特設置本辦法。 

三、經費來源: 

(一)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自由捐贈。 

(二)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或團體無條件捐贈。 

(三)學校辦理相關公益活動收入。 

(四)其他收入。 

四、補助對象： 

(一)本校學生、教師、職員、工友。 

(二)社會公益機構：育帅院、殘障院、老人院、無家可歸和益智中心等。 

(三)經實際訪查，確實有必要救助者。 

五、補助範圍及標準： 

(一)補助範圍 

1、意外急難救助。 

2、家庭臨時遭變故。 

3、學雜費補助。 

4、醫療補助。 

5、喪葬補助。 

6、午餐費補助。 

7、活動費補助。 

8、生活費補助。 

9、其他補助。 

(二)補助標準：由學生本人或家長填寫申請書，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經導師加註意見後，

送訓育組彙整;執行秘書視個案需要簽核，經主任委員同意，得以發放。 

六、組織： 

本校設置「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仁愛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為管理單

位，負責本校仁愛基金經費籌措、管理、開立收據、動支及其他相關業務推動事項。管委

會成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會計主任、註冊

組長、生輔組長擔任管理委員;校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並由生輔組長兼任幹事，協辦

有關業務。 

七、經費管理： 

本基金納入學校會計帳務處理，收支依會計程序辦理。 



八、申請程序： 

(一)學生本人或由監護人、全校教職員工生均可主動協助需急難救助之學生或個案填寫申

請表，經學生導師審核學生家庭背景提出說明，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清寒證明、

住院、診斷或死亡證明等），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逐級核定。 

(二)經相關人員或家長陳報後，俟學校相關人員實際查訪後，由學務處生輔組長會導師協

助後逕行辦理。認定有必要給予救助時，逕行簽報或告知學務處，並應填具必備表件，

逕向管委會提出申請。（申請書如附件一） 

(三)承辦單位依據補助範圍及標準，簽呈有關單位會辦（必要時召開仁愛基金管理委員會

討論審核之）。管委會負責審核救助之申請，認定有必要予以救助者，即予適當之救

助。 

(四)俟校長核定資助金額辦理核撥，請導師將款項交付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簽收，申請表核

章後附於收支憑證，憑證資料留存於會計室備查，並依會計程序辦理核銷。 

九、注意事項： 

(一)受救助人之姓名非經受救助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不得任意自由公開。 

(二)除金錢物質之救助外，亦應重視精神層面之支援。 

(三)對已領有類似救助者，原則上不再予以救助，為原已接受之救助仍無解決其困難時，

則可酌情再予救助。 

(四)學校給予救助後，應防止救助金之濫用或浪費（如由家長或監護人任意挪用揮霍）。 

(五)本基金核發本於「救急不救窮」原則，旨在協助教職員工生遇困難能安心工作與就學，

除物質之救助外亦應重視精神層面之支援，必要時協助搭配申請其他社會福利（救助）

或請公益團體協助。 

(六)教職員工生意外事故發生時，同時配合團體帄安保險申請，學生寒暑假期間發生事件，

俟開學後一併辦理。 

(七)本辦法所稱之學生家長，係指學生之父母或賴以生活之祖父母為限。 

(八)申請限制： 

1、每位學生每學年度以申請一次為原則。 

2、申請時，以同一事件申領一次為原則。 

3、本項慰問金之核發係以家庭為單位，如有兄弟姐妹者，僅限一人申請，不得重複

領取。 

十、本辦法經主任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