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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企業創新創業輔導計畫-輔導創新研發補助款預算編列標準 
111.3.1修版 

會計科目 科目說明 編列原則及應注意事項 支用單據查核說明 

1.顧問諮詢

費 

專案計畫聘請顧問及

國外專家之酬勞費。 

(1) 所稱顧問費係指專案計畫聘請國內外顧問，於

計畫核准執行期間內所發生之酬勞費。 

(2) 編列顧問費應具體填報擬聘顧問之學經歷及重

要成就等資料，以為審查之依據，並需提供聘

任顧問合約書及原任職單位無競業情形之個人

切結書。 

(3) 聘用顧問之服務單位若與技術引進或委託研究

為同一單位者，則顧問與委外之費用應擇一編

列。 

(4) 費用之編列限支付國內外顧問之酬勞，不含顧

問之差旅費。 

(5) 受補助單位的相關人員不得編列費用。 

(6) 以不超過政府補助款總額5%。 

(1) 收款收據（應書明受領事由、

受領人名、地址、身分證編號，

由受領人簽名或蓋章）。 

(2) 銀行轉帳、匯款等支付證明。 

(3) 輔導紀錄、簽到單或相關佐證

資料(如照片等)。 

2.消耗性器

材及原材料

費 

專為執行開發計畫所發

生之消耗性器材及原材

料費，但不含模具、冶具、

夾具等屬固定資產之設

備及辦公所需事務性耗

材。 

 

 

(1) 應依計畫所需之項目、數量、金額編列，金額

大或數量多者應逐項編列，較細微者可合併

編列為其他項並予註明。 

(2) 辦公室所需之「事務性耗材」不列入本計畫

補助範圍。 

(1) 統一發票或海關完稅單據及進

口結匯單據或內部轉帳憑證。 

(2) 本項費用於作業時，應標註與

計畫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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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科目說明 編列原則及應注意事項 支用單據查核說明 

3.研發設備

使用費 

(1)為執行專案計畫所

必需使用之機器、儀器

設備或軟體，依雙方議

定使用費計算方式按

實支付之設備使用費

屬之。 

(2)本會計科目編列範

圍包括: 

A. 已有設備:會計師

簽證或報稅報表之

財產目錄上之設

備。 

B. 新增設備:包括會

計師簽證或報稅報

表之財產目錄上之

設備以及雜項設

備、設備升級。 

C. 租賃設備：資本租

賃且列於會計師簽

證或報稅報表之財

產目錄上之設備。 

(1) 已有設備之編列計算方式：月使用費 = 

(AxB)/(剩餘使用年限 x 12) ，並依預計使

用月數編列；A=已有設備為計畫開始日之帳

面價值或未折減餘額，B=套數。該設備如有

預留殘值，則剩餘使用年限應外加 1 年[剩

餘使用年限 Y=N(財產目錄所列耐用年限-已

折舊年數)+1]。 

(2) 若 N=0 者(即表示未折減餘額已達預留殘值

者)，若 Y=0(即表示該設備已無殘值)，則該

設備不得列報設備使用費。 

(3) 新增設備之編列計算方式：月使用費

=(AxB)/(耐用年數 x12)；A=單套購置金額，

B=套數；耐用年數請參考財政部國稅局所公

告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 

(4) 已有設備與新購設備之劃分依計畫開始日前

後購入為劃分點，購入日期國內採購依統一

發票日期，國外採購以進口報單上之進口日

期為依據。 

(5) 新增設備若以費用科目入帳者，設備名稱、

購入日期、購入成本應與原始憑證及支付證

明相符，若屬應列入財產項目者，應再核財

產目錄或未攤銷費用明細資料相符。 

(1) 統一發票或海關完稅單據及進

口結匯單據。 

(2) 財產目錄。 

(3) 舊設備應核對經稅務申報之財

產目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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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科目說明 編列原則及應注意事項 支用單據查核說明 

(6) 每月使用費依預計使用月數編列。 

(7) 本會計科目之編列不含事務性設備。 

(8) 設備若兼具研發及日常運作使用時，應依研

發時程比例作為使用費之計算基礎，惟不得

超過購置成本之30%。 

4.研發設備

維護費 

所稱維護費係指專案

計畫所核定機器及儀

器設備，依據研究發展

設備維護合約，應按期

分攤之維護費或實際

支付之修繕費用。 

(1) 新增、購置 1 年內之設備不得編列維護費。 

(2) 設備維護若與供應商或其他提供維護勞務廠

商簽訂年度維護合約者，其維護費則依維護

合約每月之維護費按該設備使用於專案計畫

之比例編列。 

(3) 若屬廠商自行維修，應請提供內部成本紀錄

以憑認定。惟維修工資應取具外來憑證，不

得以內部人員之薪資報支維護費。 

(4) 本會計科目之編列不含事務性設備。 

(5) 如獲補助單位自行維修設備，則其每年所編

列維護費不得超過該設備購入成本之5%。 

租賃維護合約、發票或收據等。 

5.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以不超過政府補助款總額 50%） 

(1) 技 術 或

智慧財產權

購買費 

經由技術合作、技術授

權(商標 、執照、權利

金、軟體及資料庫 )、

技術指導(設計、相關

技術援助、技術訓練、

(1) 須提供相關支用單據需在計畫合約有效期間

內，並於會計審查結案報告出具前完成付款。 

(2)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購買費編列應述明技術提

供者、技術內容、經費及技術來源者背景資

料，並需提供合約、草約或備忘錄。 

(1) 委託研究或諮詢單位簽訂之合

約 

(2) 統一發票或收據或國外廠商發

票及進口結匯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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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科目說明 編列原則及應注意事項 支用單據查核說明 

技術諮詢、技術研究)、

智財授權等方式，以取

得並引進技術(智財)

者。 

(2) 委 託 研

究費 

委託外界機構、單位專案

研究或研發所需之費用。 

(1) 轉委託項目(「委託研究費」、「委託設計費」)

編列應述明轉委託內容、經費及轉委託者背

景資料，並需提供合約、草約或備忘錄。 

(2) 轉委託項目(「委託研究費」、「委託設計費」)

視計畫需要可編列旅費、材料費、維護費、設

備使用費、研究設備租金、業務費(但不包括

設備與軟體之採購)。 

(3) 委 託 設

計費 

委託外界機構、單位專

案設計或開發所需之

費用。 

6.國內差旅

費 

本計畫人員因公出差之

國內差旅費。 

(1) 國內差旅費僅適用於有委託國內機構合作研究

與技術(智財)引進情形者，或因計畫開發所需

至服務場域者，或配合本會所辦理的活動、會

議或教育訓練等。 

(2) 所需之差旅費依據公司旅費規定，但不得超過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 

(3) 公司訂有私車公用油資補貼規定者，得依公司

每公里補貼金額按預估里程數編列旅費。 

(4) 以不超過政府補助款總額5%。 

(1) 火車、汽車之車資，准以出差人

之證明為憑。但包租計程車應

取具車行證明及出差人證明。 

(2) 住宿費收據或發票。 

(3) 差旅費之國內出差膳雜費計算

應不超過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之規定。 

(4) 差旅費報告表及申請單位差旅

費報銷規定。 

7.行銷推廣

業務費 

以本計畫所研發成果

進行行銷推廣活動所

須費用。 

(1) 僅限於本計畫研發成果之行銷推廣相關支

出，該研發成果須於本計畫結案1個月前進

行市場測試。 

(2) 市場驗證支出包含下列各項： 

A 商品驗證之上架費(如：APP上架、實體或

(1) 所列市場驗證費之金額應與支

用單據相符。 

(2) 市場驗證費之支用單據，須取

得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或國外

廠商發票及結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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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科目說明 編列原則及應注意事項 支用單據查核說明 

網路通路上架)。 

B 參加國內外展覽、義賣、特賣及舉辦各項

廣宣活動之場地租借或裝潢費用。 

C 本計畫研發成果廣告宣傳支出。(如：網

路性質廣告、宣傳海報傳單、電動廣告

等)。 

(3) 以不超過政府補助款總額30%。 

(4) 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

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宣導經費僅得編列

於自籌款。 

(3) 須檢附驗證報告。 

 

備註： 

1. 本計畫的自籌款編列比例須等於或大於補助款30%補助款金額，且資本支出政府經費不予補助。 

2. 何謂資本門： 

(1)設備單價 10,000元以上，使用年限2年以上。 

(2)設施整建(修護)後可延長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潛能。 

a.依財產修繕情形，可分為一般修繕及大修二種，一般修繕只能使設備資產保持正常可用的狀態，不能延長其耐用年限，

故列為當年度經費支出；大修則可延長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潛能，故須增列財產原值。 

b.一般辦公室翻修費：舉凡舊有辦公室改變用途或重新裝修，無隔間之全新辦公室需配合使用而增設之內裝工程，包括

內牆及地面處理；現場施作固定傢俱；新增隔間牆、天花板、新增衛浴間組（供首長使用）、新增照明；窗簾、指示標

誌；空調、水電、消防修改；播音、保全、通訊系統；規劃設計、監造費用。但不包括辦公室內活動式傢俱、特殊設備。 

   (3)屬於資本支出購買之財產，均需攤提折舊。 

   (4)財產請編財產編號，物品（非消耗品）請編物品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