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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轉帳）憑單各欄位填列說明 

一、支用機關欄位：請詳列名稱及代號(5碼)，如機關名稱及代號變更，各機關應重新填「簽證人員 

    印鑑卡」送至本局庫款支付科辦理變更。 

二、編製日期：依簽開憑單日期填列。 

三、憑單編號：同一年度憑單編號不可重複。 

四、會計年度：填列款項所屬會計年度。 

五、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請參照臺中市政府總預算所列各該機關歲出預算之科目及代號填列。 

六、支出用途：詳載明付款憑單支出用途。【例】電匯水電公司帳戶繳納「電費」及「水費」，請於支 

    出用途欄內載明「電號」及「水號」。 

七、受款人； 

(一) 受款人應為政府債權人或合法受款人。 

(二) 受款人二人以上者，應使用受款人清單，臺銀存帳及跨行存帳（非臺銀存帳）之付款憑單應分 

     開編製。 

八、金額新臺幣：大寫小寫金額應相符且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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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特別記載事項：市庫支票應依下列規定加蓋特別戳記或標識： 

(一) 市庫支票依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三點規定，於票面均載有禁止背書轉讓戳記，並不得取銷。 

(二) 郵寄、存入受款人金融機構存款帳戶、受款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之市庫支票，應於票 

    面加劃平行線且不得取銷劃線。 

(三) 市庫支票應依付款憑單特別記載事項欄之鈎註，加劃平行線。 

十、領取支票方式： 

(一) 電匯/存入受款人金融機構存款帳：應填列正確受款人金融機構代號(名稱)、帳號及戶名等資 

     料。 

(二)自領：應編製領取支票憑證，交由受款人至本局領取市庫支票。並將支票領取憑證及付款憑單第 

    一聯左側之間請加蓋騎縫章。 

(三)支用機關指定人員領取：由支用機關指定人員攜留存印鑑章臨櫃領回轉發受款人。 

(四)郵寄：依各機關付款憑單所載受款人地址以掛號信寄發。 

十一、附記事項；付款憑單附記事項欄內填列事項： 

(一)營利事業之採購物品、勞務或營繕工程支付款項，應註明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統一發票號碼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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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日期；如為普通收據除註明普通收據字樣外，亦應填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開立日期；倘向未 

    設公司行號之個人採購者，應加註個人身分證號碼。 

(二)個人：受款人為個人時，應填註身分證號碼。 

(三)支付首次退休金應註明核退文號及退休生效日期。 

(四)支付墊付款應註明核定通知日期、文號及金額。 

(五)其他特別記載事項，依規定或事實需要填註。 

 十二、其它應行注意事項： 

(一)各機關學校開立付款憑單務必填列正確完整之通匯銀行等代碼及名稱、受款人戶名及帳號，於付 

   款憑單送達支付科前，請將必須與付款憑單紙本內容相符之支付資料電子檔，先行上傳支付管理 

   資訊系統。如付款憑單紙本內容有作修正時，電子檔亦應同步更新上傳。付款憑單紙本內容如與 

   支付資料電子檔不相符者，將以退件方式處理。 

(二)各機關於墊付款報奉核定後第一次動支時，除於付款憑單之「附記事項欄」註明墊付款之「核定 

    通知日期、文號及金額」外，並請檢附核定函影本供本科登記，作為辦理支付之依據；倘為墊付 

    款餘次動支時，則僅於付款憑單之「附記事項欄」註明墊付款之「核定通知日期、文號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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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無需再檢附核定函影本。 

(三)有關編制員工、約聘僱人員（警衛）、業務助理及行政助理（含臨時警衛）等薪資以及不同交付 

    電連存帳日之退休人員月退撫金等款項，亦均應分開編製付款憑單，不得混編於同一件付款憑  

    單。 

(四)各機關學校於機關首長(校長)及主辦會計人員異動時，請務必至財政局庫款支付科辦理簽證人員 

   印鑑卡變更。 

(五)付款憑單及所附科目清單或受款人清單內各欄均應詳實填列，受款人及金額欄內容不得重描塗改 

   ，其餘各欄內容如有更改，應由主辦會計人員在更改處加蓋簽證印鑑章證明。受款人倘電腦作業 

    無法造字，以手筆填寫者，應在填寫處加蓋主辦會計人員之簽證印鑑。 

十三、本彙編下載路徑： 

   (路徑 1：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財政業務/支付業務管理專區/憑單錯誤案例彙編) 

           網址：http://www.finance.taichung.gov.tw  

   (路徑 2：臺中市政府財政管理資訊系統/支付管理資訊系統/系統公告) 

           網址：http://fina.taichung.gov.tw/tbhq/ 

http://www.finance.taichung.gov.tw/
http://fina.taichung.gov.tw/tb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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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庫款支付業務相關法規：請自行下載參閱： 

   (路徑：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公告訊息/公告法規/庫款支付科) 

          網址：http://www.finance.taichung.gov.tw 

   1.臺中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 

   2.臺中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 

十五、憑單審核人員咨詢電話(04-22289111#27217、#27227) 

 

 

http://www.finance.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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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未經簽證人員簽證或簽證人員未按規定簽證/簽證人員印鑑不符、不全或模糊難辨 

印鑑錯誤、漏蓋章、模糊不

清、不全   退件或抽換 

印鑑章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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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未經簽證人員簽證或簽證人員未按規定簽證/簽證人員印鑑不符、不全或模糊難辨 

案例 2：聯數不足或附件不全或待更換 

印鑑章 印鑑章 

詳清單 

詳清單 

詳清單 

聯數不足、錯誤、不全或待更換： 

1. 憑單聯數不足或錯誤     退件或補送 

2. 附件(清單)不全、未送達或待更換 

       補送正本或整份退件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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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付款憑單編號漏列、錯誤或重覆 

 

印鑑章 印鑑章 

每 

1. 憑單編號同一年度只能使用一次，若已辦理付

款而重復使用時，原編號不得再使用→退件後

紙本重新送件，電子檔重新上傳 

2. 若因其他欄位有誤，經財政局通知後再行送件

者，則原編號得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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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科目名稱及代號漏列或錯誤 

 

印鑑章 印鑑章 

 

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應依

規填列，若有漏列或錯誤

→請更正(修正)並核蓋簽

證人員印鑑章後再行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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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1：支出用途漏列或錯誤(支出用途內容有誤) 

錯誤：106 年 34 月薪資、56 月月退撫金、中秋節慰問金、本年度電費 

正確：107    4         5              春節         107 年 4 月 

印鑑章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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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2：支出用途漏列或錯誤(支出用途模糊不清) 

支付退休人員○○○107年退休金及其他現金與補償金 

→首次退休人員應於附記事項明確標示「退休生效日」及「核退文號」 

→未註明或太早送件(生效日前 6 天)：退件並補正後重送 

印鑑章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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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1：受款人錯誤、漏列、字跡模糊難辨或變更塗改(受款人錯誤) 

印鑑章 印鑑章 

預付 107 年 3 月份電話費 

台灣電力公司 
支出用途與受款人不符： 

支出用途錯誤→更正並補蓋印鑑章後重送 

受款人錯誤→退件並重新簽開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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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2：受款人錯誤、漏列、字跡模糊難辨或變更塗改(劃線標示勿登打在受款人欄位) 

印鑑章 印鑑章 

預付 107 年文康活動費 

O O O(支票勿劃線) 

支票勿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 

領回轉發(支用機關指定人員領取) 

受款人勿註記劃線標示： 

「劃線標示」應註記於「特別記載事項」

欄位，受款人錯誤→退件並重新簽開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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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3：受款人錯誤、漏列、字跡模糊難辨或變更塗改(受款人漏列、錯字、多字、字跡模糊、變更塗改) 

印鑑章 印鑑章 

 

1.受款人有漏列、錯字、多字時：退件並重新簽開送件 

2. 受款人有模糊不清、變更塗改時：退件並重新簽開送件 

 

 



15 
 

                                                    

                                         

    

案例 6-4：受款人錯誤、漏列、字跡模糊難辨或變更塗改(受款人倘有特殊字或難以造字) 

印鑑章 印鑑章 

凉 O O O 

受款人倘有特殊字或難以造字時： 

1. 拆字請選()，勿用<>、【】、〔〕 

2. 可用手筆填寫，在填寫處加蓋會計印鑑章 

3. 受款人若為「凉」：正確拆字應為(冰-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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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1：大寫小寫金額不符、金額錯誤 

印鑑章 印鑑章 

「叁」萬元整                       300,000 
金額大小寫不

符、錯誤 

→退件並重新 

簽開送件 

  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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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2：大寫小寫金額漏列、不全 

印鑑章 印鑑章 

「叁」萬元整                           

 

 

金額大小寫

不符、錯誤 

→退件 

金額大小寫漏

列、不全 

→退件並重新 

簽開送件 

  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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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3：大寫小寫金額字跡模糊難辨或變更塗改 

印鑑章 印鑑章 

萬元整                       300,000 

                                    30,000 

印鑑 

金額大小寫字跡模

難辨、變更塗改 

→退件並重新簽開 

  送件 



19 
 

                                         

       

案例 8：受款人及金額以外各欄位漏列、錯誤、不全、字跡模糊難辨或經變更塗改未加蓋主辦

會計人員簽證印鑑 

         

國道 4 號神岡系統交流道南向聯絡道工程-撥付第 1415 期估驗款 

印鑑章 印鑑章 

會計室主任○○○ 

受款人及金額以外各欄位，若有更改： 

1. 應由簽證人員在更改處加蓋「印鑑章」，若漏

蓋或誤蓋職名章→退件補蓋或重新送件 

2. 受款人及金額欄位→不得塗改或註記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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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預付費用、預借經費、額定零用金及撥還零用金之市庫支票受款人為「支用機關指定

具領轉發之人員」者，付款憑單特別記載事項欄位不得鈎註或填列支票請劃線 

         

印鑑章 印鑑章 

撥還零用金 

O O O 

支票請
勿
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 

領回轉發(支用機關指定人員領取) 

受款人為「支用機關指定人員」時： 

1. 不得入個人戶，應載明支票勿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

→更正並補蓋印鑑章重送或退件重新簽開 

2. 不得由簽具付款憑單之人員且應以編制內正式人

員擔任→會計人員應避免為市庫支票之受款人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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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未蓋騎縫章、未填領取支票憑證號、未加註開立支票原因         

◆開立支票領取憑證 

1．請於付款憑單左側填列領取支票憑證號碼 
2．支票領取憑證及付款憑單第一聯左側之間請加蓋騎縫章 

受款人如為廠商，支票領取方式為「自領」時，請於支票領取憑證

之左邊緣及付款憑單第一聯左側下角加蓋「主辦會計人員簽證印鑑

章」（左右各半）。 

 

騎
縫
章 

●廠商款項請以電匯存帳方式辦理 

依臺中市市庫集中支付作程序第 21 點規定支付廠商等

各類應付款應以電匯存帳方式辦理，如受款人未開設帳

戶，請輔導其儘速至金融機構開設帳戶，以加速庫款支

付，並降低支票遺失風險。 

●如廠商尚未開立金融機帳戶，支用機關亦可將應付廠

商款項匯撥至支用機關所屬專戶後，再開立支票與廠

商，可節省製作支票領取憑證之時間。 

請於附記事項加註開立

支票原因。 

印鑑章 印鑑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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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未註明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發票號碼(或普通收據)及開立日期 

 

營利事業之採購物品、勞務或營繕工程支付款項，

請依取具憑證性質，於附記事項欄內填列下列事項： 

◆取具統一發票： 

1．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 碼）。 

2．統一發票號碼(10 碼：英文 2 碼+數字 8 碼)。 

3．發票開立日期（應在付款憑單編製日期之前）。 

◆取具收據： 

1．註明「普通收據」字樣。 

2．收據開立日期。 

印鑑章 印鑑章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統一發票號碼：○○○○；發票開立日期：○○○○○○ 

普通收據；收據開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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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存入受款人金融機構代號（解款行代碼）、名稱、戶名及帳號錯誤 

 

支付款項如採通匯存帳方式處理， 

請務必填寫正確之匯款資料： 

1．金融機構代號（共 7 碼。郵政劃撥儲金代號：7000010；郵政存簿儲

金代號：7000021）。 

2．金融機構名稱（包括分行名稱）。 

3．帳號。（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為 8 碼；郵政存簿儲金帳號為 14 碼）。 
 

印鑑章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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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支付首次退休金未註明核退文號及退休生效日期 

 

支付退休金請於附記事項欄內載明下列事項： 

1．退休核准文號。 

2．退休生效日期。 

 

 

印鑑章 印鑑章 

退休核准文號：○○○○○○；退休核准生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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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支付墊付款未註明核定通知日期、文號及金額 

 

支付墊付款，請於附記事項欄內載明下列事

項： 

1．核定通知日期。 

2．核定文號。 

3．核定金額。 

 

 

印鑑章 印鑑章 

核定通知日期文號：號○○○○○○；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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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機關代號錯誤(漏列) 

 

請填列本府主計處編訂之

機關代號 5 碼 

印鑑章 印鑑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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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支出用途錯誤(漏列) 

 

◆電匯水電公司帳戶繳納「電費」及「水費」，請於支出用途欄內載明「電號」及「水號」 

以電匯（存帳）存入「電力公司」及「自來水公司」帳戶繳納電費及水費，於開立相關付款憑單

前，務必先將使用之所有「電號」及「水號」等資料，完整齊全的提供予「電力公司」及「自來

水公司」憑以核銷，並於付款憑單「支出用途」欄內儘量載明並上傳所有的「電號」及「水號」。 
 

支付電費：電號○○○○○○；水費：水號○○○○○○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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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付款憑單支出用途撥付人數與受款人清單受款人數不一致 

 

支付○○○等 3 機關費用 

印鑑章 印鑑章 

A機關 

 

B機關 

付款憑單支出用途撥付人數（3 機

關）與受款人清單受款人數（2 機

關）不一致→退件並重新簽開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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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臺銀存帳及跨行存帳（非臺銀存帳）之付款憑單未分開編製 

 

臺灣銀行 

臺中分行 

 

臺灣土地銀行

臺中分行 

臺銀存帳及跨行存帳 

應分別開立憑單付款憑

單，受款人錯誤→退件 

印鑑章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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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給付員工或退休人員等各類款項之「不同發放日」或不同交付存帳日之付款憑單未分開編製 

 

退休人員 107 年 1 月份月退休金、106 年年終獎金 

 

支付日期不同，應分別開立付款

憑單，受款人錯誤→退件。 

 

印鑑章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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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預借費用之公款不得存人承辦人員個人帳戶 

 

預借○○費用 

 

預借費用之公款不得存人

承辦人個人帳戶。 

 

印鑑章 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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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受款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不得取銷劃線，領取支票方式不得為自領

                                                                                                                                                                                                                                                                                                                                                                                                                                                                                                                                                                                                                                                                                                                                                                            

支票請勿劃線及載明禁止背書轉讓→支票請劃線及載明禁止背書轉讓 

 
領回轉發：自領→機關指定人員領取 

 

受款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不

得取銷劃線，領取支票方式不得為自領 

 

印鑑章 印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