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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推動強化出納系統收入 e 化功能

1  由程式每日自動擷取華南銀行網銀之帳務明細檔匯至出納系統，大幅減少人工

匯入資料之時間。

2  辦理醫學院校區代收學雜費入帳時，新增「複製醫學院收據」功能，可直接擷

取醫學院校區所開立之收據內容作虛擬收據入帳使用，無需再以人工逐筆重複

建置資料。

3  新增「未作廢之預開收據」功能以利檢核未入帳資料，大幅減少人工作業時間，

降低錯誤率，加速入帳作業，提升行政效率。

精進出納業務
革 新 事 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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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動加強出納系統收入 e 化銷帳功能

由系統篩選流水號檔與銀行帳目明細檔相符之金額，經人工核對紙本資料無誤

後，由系統自動銷帳，取代以往以人工方式搜尋對應資料再鍵入之繁複銷帳程序，

不僅減少人工作業時間，亦降低錯誤率，更強化勾稽管控，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3-3 強化收據檢核稽催功能

修正收據管理檢核清冊功能，由原需承辦人逐一點選各使用單位後列印，修正

為批次列印，除提高效率外，並新增一併稽催存根聯未繳回部分，避免存根聯存放

於使用單位過久遺失損毀之風險。

以資訊系統協助人工檢核作業，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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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增定存單管理介面

直接於系統上維護定存單新增、續存及解約資料，即可由系統產出每月利息收

入明細，並自動勾稽銀行帳戶明細檔的利息收入，減少人工篩選檢核的作業時間，

降低錯誤率，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3-5 推動紙本退費申請之報帳 e 化

由學雜費收費核帳系統（Reg）匯出身分證號、姓名、局帳號、退費項目等 xls

檔後，上傳 e 化報帳系統並製作支出憑證粘存單，取代人工建置資料，減少逐筆建

置資料時間，降低錯誤率；主計室亦可直接擷取支出憑證粘存單之相關資料，加快

傳票開立速度；撥款人員直接讀取傳票條碼後辦理支付作業。提升報帳資料之正確

性，加速退費入帳時間，進而提升同學對行政服務之滿意度。

點選「報帳清冊」，鍵入退費收據號碼後，系統即會自動產生大批名冊報帳格式 xls.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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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雜費預繳 e 化

為簡化受領臺灣獎學金之國際學生預繳學雜費作業流程，於 6 月 3 日國際事務

處召開之會議達成決議：當學期國際學生若在預繳期間已上傳獎學金註記，預繳系

統上會帶出「獎學金減免學費」與「獎學金減免雜費」資料，經系統計算減免金額

後同步壓回外籍生獎學金檔。可簡化同學至教務處領取預繳繳費單後，尚需至國際

事務處更正金額之作業。該系統業於 6 月 18 日修正完成。

3-7 開放 myNTU 網頁「薪資入帳變更申請」可隨時進行變更

因應本校薪資轉帳戶新增華南及玉山銀行之選項，同時提升操作及查詢之便利

性。同仁可隨時以帳密進入 myNTU 填報變更之薪轉戶及優存戶正確帳號及優存金

額。其連動修改出納系統（salmis 系統）、  e 化報帳系統及薪資系統（payroll 系統）

資料，加速薪資報帳及入帳作業之期程及正確性。

3-8 提升薪資所得報帳準確性

e 化報帳系統內之臨時性薪資報帳增加鑑別起日須小於迄日之鎖定功能，減免

報帳單位因誤填非邏輯性起迄日所增加之作業流程，在每月平均審件數多達 2 萬 9

仟餘件規模下，有效提升審件效率及降低線上總退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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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非固定薪資報帳之分工整合

原屬薪資所得類之非固定薪資 ( 如各項補助費、彈性薪資、鐘點費清冊…等 )

係經由薪資系統（payroll 系統）完成報帳、造冊、撥款、上稅及通知等程序，扣繳

憑單亦由同一承辦人逐件手工開立。經與計資中心討論、測試，於 6 月下旬完成分

工整合，將前述作業修改由 payroll 系統完成報帳製作發放檔後，送件至出納系統

（salmis 系統）進行線上審件及後續之撥款、上稅及通知，使報帳、審件、撥款改為

三階段作業分工，除較符合內稽內控原則外，並有效節省人力、提升效率及由系統

掌握各項作業時程。

3-10 降低兼任教師二代健保自付費用

與教務處課務組及人事室三方協商，將兼任教師鐘點費計算方式皆改為依月份

個別造冊報帳，免除學期中合併月份給付該兼職薪資所得超過基本工資所增加之二

代健保自付費用，自 104 學年度上學期起估計每學期約有 250 位教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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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縮短匯款資料回傳時間提高匯款效率

原「郵政業務資料傳輸系統」收取本校匯款檔案檢核並回傳之作業，僅提供下

午 12：30、2：00、4：30、6：00 四個時段，經本組極力爭取，郵局同意於 7 月 9

日開始每日上午 8：00 至下午 6：00，主機每 30 分鐘收取匯款檔案檢核並回傳，縮

短檢核回傳時間，提高匯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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