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C 單位巷弄長照站核銷注意事項 

1. 核銷參考說明：請參照附表一(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

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附表二(衛生福利部長照基金獎助案件

核銷需檢附資料一覽表)及附表三(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範辦理核銷及檢具

資料佐證，核銷應檢具資料皆檢附 1份如下。 

 

應

備

文

件 

 

1. 成果報告【如計畫附件 21、22含成果照片】。 

2. 執行概況考核表【如計畫附件 23】。 

3. 支出憑證簿【如計畫附件 24】。 

4. 支出憑證明細表【如計畫附件 25】。 

5. 核銷領據及黏貼憑證、印領清冊(公版格式)【如附件 26-28】。 

6. 本府衛生局核定函、表影本一式二份。 

其

他

資

料 

1. 附件 29，財產清冊及非消耗品清冊。 

2. 附件 30，支出費用分攤表。 

3. 附件 31，支出證明單。 

4. 附件 32、33，專職人員服務費用表單。 

2. 核銷期限 

第一期款程序 計畫經本市審核通過後請檢附核定函及領據本府衛生局預先

撥付核定計畫總額 30%，辦理單位未設有專戶，於完成核銷程

序後撥付獎助經費。 

第二期款程序 109年 6月 30日前受補助之單位應於 109年 7月 30 日前函送

109年 1月至 6月份支出憑證簿、支出明細表、原始憑證核銷

資料(以 1-6月份核銷費用之原始憑證)、本府衛生局核定函

與核定表影本及請款領據，實際核銷撥付核定計畫總額 30%為

上限(此次可請到核定金額的 60%)。 

第三期款程序 109年 12月 31日前函送全年度執行概況考核表、全年度支出

憑證簿及支出明細表、全年成果報告(含電子檔)、年度未核

銷支出明細表(如已有請領第二期款之單位請領賸餘月份之核

銷資料，如未請領過第二期款之單位請依照第三期款核銷程



序辦理)、109年度未核銷原始憑證核銷資料、本府衛生局核

定函與核定表影本，如有賸餘款及專戶孳息請繳回至本府衛

生局專戶並辦理結案備查，將依據申請單位之原始憑證資

料，審查通過後核實撥付賸餘款項。 

3. 原始憑證注意事項 

一、 收據、支出證明單及應領清冊說明 

(一)  買受人：申請計畫之單位全銜請填妥。 

(二)  日期：收據開立之日期須為當年度核定計畫區間內。 

(三)  品項：須載明中文品項，如以批為單位者，需補附出貨明細表。 

(四)  數量、單價、總價：皆須填寫，且相乘金額要正確，收據總價要寫

國字大寫金額、不得塗改。 

(五)  店章或受領人簽章 

(一) 商家收據： 

1. 小規模營業人出據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如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者，屬異常，應請改開立統一發票。 

2. 店章應列明店名、地址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若店章中無呈現

統一編號，須手寫在單據右上角的統一編號空格中。 

(二) 個人收據或領據(如農漁業及非營利團體)：應列受領人姓

名、戶籍地址、國民身份證字號及受領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六)  若有塗改請店家重新開立，或須蓋營業人店家負責人私章，單位請

勿自行塗改蓋章。 

(七)  支出證明單：如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且單位已先行代墊款

項者，「姓名或名稱」欄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 

(八)  臨時酬勞費用印領清冊：需檢附臨時人力出勤紀錄表佐證。 

(九)  志工誤餐費、志工交通費(以從事外勤服務志工為限)印領清冊：檢

附志工出勤紀錄表。 

(十)  交通接送清冊：如業務費中核銷交通費用需檢附此表。 

(十一)  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檢附學經歷、相關證照影本及勞健保證明



等資料一份。 

二、 統一發票 

(一)  發票類型(日期：收據開立之日期須為當年度並於計畫辦理區間)： 

⚫ 二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附收執聯。 

⚫ 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應檢附收執聯第三聯及扣抵聯第

二聯。 

⚫ 收銀機統一發票：應檢附收執聯。 

(二)  請詳填採購品項、數量、單價、總價(以乙批開立者需檢附出貨明

細表) 

(三)  買受人： 

1. 二聯式、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1) 抬頭要寫單位全銜。 

(2)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補正資料 統一編號、品名時，營業人

店家負責人要蓋章。 

2. 收銀式統一發票： 

(1) 免抬頭，應輸入單位統一編號；漏打買受人統編時，應通知

補正。 

(2) 只有貨品代號者，單位經手人請手寫加註貨品名稱、數量及

單價，並蓋章。 

(四)  紙本電子發票： 

1. 應告知營業人單位統一編號，並注意發票上是否載明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採購名稱、數量、單價、總價、開立統一發票日期等，

有記載不明者，應 請營業人 店家 補正。 

2. 無法長時間保存，加註統一發票字軌號碼，俾利模糊時辨識。 

3. 電子發票若非廠商提供，係由經手人網路下載列印者，應由經手

人簽名。 

(五)  電子發票證明聯及公共事業費繳費憑證： 

1. 電子發票證明聯應註記發票字軌號碼。 



2. 自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列印之電子發票，經手人應於憑證上簽

章，始得報支。 

3. 若繳納公共事業費而未自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列印電子發票

者，則須將蓋有收訖章之繳費憑證併同繳費通知單送核銷。 

4. 倘公用事業業者將繳費通知單整併至繳費證明文件者，且蓋有收

訖章，免附繳費通知單。 

 

三、 核定項目及應檢具資料說明 

★ 黏貼憑證的貼法，建議按項目貼。 

★ 黏貼憑證過多請分開黏貼，勿全部集中，以免憑證過於大疊建議 5-

10張收據以內，黏貼一張憑證用紙。 

★ 黏貼時注意單位抬頭及日期處勿重疊。 

(二) 核定項目-開辦設施設備費用 

項目 注意事項 檢附資料 

開辦設施設備費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收據抬頭應為單位 據點名稱；若非單位

名稱，請檢附切結或聲明書，證明提供據

點服務使用。 

3. 品項以批、式為單位者，請附出貨明細表

若手寫項目，請加蓋經手人章。 

1. 收據或統一發票。 

2. 財產清冊(單價1萬元以上)。 

3. 非消耗品清冊 (單價 1萬元以

下)。 

(三)核定項目-業務費用、加值人力費及預防延緩失能費用 

項次 項目 注意事項 檢附資料 

一 專業服務費 

 

1. 應按薪資收（領）據製作印領清冊格式，

按月編製並註明薪資、服務期間、年終獎

金計算方式（含單價、工作月數等）。 

2. 年終獎金計算應依規定照當年12月1日仍

在職者，始得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放。 

1. 收（領）據或印領清冊。 

2. 學歷證明文件。 

3. 切結證明書。 

4. 人力異動報告表。 

5. 勞健保證明影本。 

 

 



項次 項目 注意事項 檢附資料 

二 水費 

電費 

瓦斯費 

1. 如至便利商店繳費，收據應蓋便利商店收

執章，逾期罰款滯納金不補助。 

2. 收據抬頭應為單位據點名稱；若非單位名

稱，請檢附聲明書，證明提供據點服務使

用。 

3. 附水電費收據正本，若場地是向他人租借

或共同使用者，場地使用同意書或契約書

(契約內容應載明租金包含水電費)，影本

收據請簽章切結。 

4. 若收據有跨年度可於隔年度繳費核銷，

如：109/12/17~110/1/17則依據電費通知

單上的年度及月份為主，屬110年1月電費

繳費單，繳費收執章日期應為110年度始

可核銷。 

1.檢附收據或發票。 

2.場地使用同意書(有需要時請檢

附)。 

3.場地契約書(有需要時請檢附)。 

三 郵電費(電話

費、網路

費、郵資) 

1. 收據須有費用項目明細(非通話明)，須蓋

繳費收執章。 

2. 如在便利商店繳費，收據須蓋便利商店收

執章；若收執章蓋於感熱紙上，或未蓋

章，請影印1份。 

3. 國際電話費、逾期罰款滯納金等費用不 

補助(包含0800開頭的電話但長途電話及

撥打手機費用皆可補助。) 

4. 如以手機費收據核銷，請檢附聲明書。 

1. 檢附收據或發票(郵資購票證明

應填寫買受人姓名或統一編號、

金額，請郵局經辦人員蓋章、並

蓋郵戳及日期)。 

2.場地使用同意書(有需要時請檢

附)。 

3. 場地契約書(有需要時請檢附)。 

 

四 活動場地費 

、租金 

1. 如為區公所借用之場地，收據須加蓋區公

所機關官防。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場地契約書。 

五 文宣印刷費 1. 大量印刷請附上影印樣本(5,000元以上)，

小額印刷免附影印樣張。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六 有線電視裝

機費、收視

費 

1. 檢附收據如有跨年度情況，請有線電視公

司依年度分別開立 

2. 含MOD等相關收視費用，須實際提供據點服

務使用。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項次 項目 注意事項 檢附資料 

七 書報雜誌 

文具、紙張 

電腦耗材 

1. 品項以批、式為單位者，請附出貨明細表

若手寫項目，請加蓋經手人章。 

2. 若訂報紙以15個月為期，如

105/01/01~106/04/30的收據共3,600元，

則僅能報當年度的核銷，換算為

(3,600/15)*12個月，收據不用拆開但僅能

報支應寫2,880元，剩餘的720元不用自籌

來支付，因屬於明年度經費。 

3. 文具不包含：電池、沖洗相片、卡片等，

以雜支報支，桌遊以材料費核銷非文具。 

4. 電腦耗材如光碟片、CD盒、光碟片、清潔

布、滑鼠墊、網路線等。 

5. 硬碟、隨身硬碟、IP分享器、電源轉換

器、變壓器等可重複使用且可保存1年年

限，非屬消耗性材料，請依中央標準申請

補助。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八 公共意外責

任險(場地) 

1. 如有跨年度情況，可請保險公司依年度分

別開立。 

2. 為保障據點活動長者安全，請據點皆須加

以投保場地險。 

1. 檢附收據、保單(非要保書)。 

 

九 器材租金及 

維護費 

1. 收據應有器材名稱、數量及單價。 

2. 用於據點服務之相關設施設備均可由器材

租金及維護費項下支應。 

3. 適用桌遊租借，需註明租借日期、項目、

數量、單價。 

4. 若為場地維修、天花板照明、電梯維修、

架設網站等，非屬器材維護費，不予補

助，若計畫項下需求，須本局核備通過，

方可由本計畫項下支應。 

1. 檢附收據或租賃契約器材租借。 

十 活動材料費 1. 課程所需之材料，例如製作手工藝品相關

材料、運動課程、廚藝課程所需之耗材。 

2. 課程所需購置非一次性消耗之項目，請按

規定編列至非消耗品清冊內。 

1. 檢附收據或發票(品項以批、式

為單位者，請附出貨明細表若手

寫項目，請加蓋經手人章。 

十一 血糖檢測耗

材 

血糖檢測應由護理人員執行。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項次 項目 注意事項 檢附資料 

十二 講座鐘點費

/活動講師

費(含預防

延緩失能照

護計畫) 

 

1.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按內外聘標準

計支(業務費)： 

• 內聘每小時以1,000元以內為限。 

• 外聘每小時以2,000元以內為限。 

2. 未滿1小時者減半支給，1堂課最多只補助

1位講師。 

3. 領據須註明： 

• 支給標準及時數 

• 註明外聘或內聘（單位聘用人員、服務

志工等人員等均屬內聘講師）。 

4. 檢附課程表，課程表須與領據及實際進行

的日期、時數一致講師學經歷可免填。 

5. 受獎助單位之專職人員並領有薪給者，不

得支領臨時工資。 

6. 免附所得稅扣繳證明書，由受補助單位自

行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扣 

1. 檢附講師領據、課程表。 

2. 預防延緩照護計畫指導員費用，

若為師級師資人才請提供師級證

明影本資料佐證(非師級1000元/

小時、師級1200元/小時)。 

十三 臨時工資 1. 受獎助單位之專職人員並領有薪給者，不

得支領臨時工資。 

2. 所得扣繳憑單或扣繳切結書，由受獎助單

位自行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1. 印領清冊。 

 

十四 食材費 

 

1. 須於年度計畫書申請餐飲服務並實際提供

服務之 單位方可核銷食材費。 

2. 食材費項目包含以下兩種： 

• 穀類（米、麵、麥、雜糧等）、肉類、

蔬菜、水果、食用油、調味料等，食材

以提供主食吃得飽為主。 

• 使用本市送餐單位或自助餐店等推動據

點共餐服務之伙食費收據。 

1. 檢附收據或發票或支出證明

單。 

 

十五 交通費 1. 接送長輩參與據點活動往返費用為限，含

參加據點相關活動。 

2. 項目含油料費及租車費用(需為與據點相關

行程，並附行程表及活動照片4張)，計程

車費用不予補助。 

3. 本年度補助據點 觀摩經費，不得與年度業

務費重覆報支核銷。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交通接送清冊。 



項次 項目 注意事項 檢附資料 

十六 雜支 1. 衛生福利部補助一年最高6,000元。 

2. 核銷項目為：非屬上開規範之項目。 

3. 此項目可核銷特殊活動購買之品項(例如：

蛋糕、飲料、餅乾、等)，但不應為多數，

食材費請改列食材費核銷。 

4. 獎金、獎品、宣導品、紀念品及旅遊、聚

餐性質之活動不予補助。 

5. 屬設施設備類(如掛鐘、鍋碗瓢盆、烘碗機

等)、電腦週邊商品、場地或器材修繕用具

一律不予補助。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四)核定項目-志工相關費用 

項次 項目 注意事項 檢附資料 

 志工保險費 1. 補助每人每年以500元為限。 

2. 志工保險非屬活動之保險，單次性旅遊意

外險非屬志工保險費不得核銷。 

3. 請以全年度納保，如有跨年度情況，可請

保險公司依年度分別開立，非當 年度不可

列入自籌款，保單、被保險人名冊如檢附

影本須簽章切結。 

4. 保險費收據若無「統一編號」請收費員加

註統編並核章。 

5. 有跨年度情況(如108年10月~109年10

月)108年度核銷時，是以「繳費收據正

本」及「支出科目分攤表正本」辦理核

銷，109年度則檢附「繳費收據影本」及

「支出科目分攤表正本」辦理核銷。 

1. 檢附收據或發票、保單(需註明

保險人數)、被保險人名冊。 

 志工誤餐費 1. 每人次午、晚餐以 80 元為限。 

2. 志工會議及志工值班超過用餐時間(中午須

超過12:00~12:30)，晚上須超過17:00~17 

30)必須用餐時方可請領。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志工背心費 1. 補助每件以200元為上限。 

2. 僅可製作背心，如為衣服(polo衫、圍裙 

等不予補助) 

1. 檢附收據或發票、背心樣張或背

心 

 志工交通費 1. 以從事外勤服務關懷訪視服務志工為限，

不須附扣繳憑單。 

2. 每人每日最高100元為限。 

3. 計程車資不予補助。 

4. 農曆除夕、春節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 之志

工交 通費用，每人每日最高補助200 元為

限。 

5. 交通費印領清冊請依本計畫版本為主，若

表格不同則內容項目應包括姓名、身分證

字號、戶籍地址、次數、總金額等。 

6. 志工出勤紀錄表應有實際簽到、簽退時間

及簽名，次數須與印領清冊相符。 

1. 檢附志工印領清冊、志工出勤紀

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