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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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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各機關久懸未結臺北市政府各機關久懸未結
帳項處理原則簡介帳項處理原則簡介

開發系統緣由及期程開發系統緣由及期程

系統建置方式及經費系統建置方式及經費

系統環境與使用對象系統環境與使用對象

系統架構及功能系統架構及功能

系統效益系統效益

系統展示系統展示



久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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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進各機關或基金帳列久懸未結帳項，於90年7月
函頒「臺北市政府各機關久懸未結帳項處理原
則」：
有久懸未結帳項者，應即成立「懸帳清理小組」成立「懸帳清理小組」，由
機關首長指派召集人1人，負責督促懸帳清理及業務分
工事宜，其成員應包含業務及會計人員。

「懸帳清理小組」之任務，為針對機關內久懸未結之
帳項列管並擬訂清理進度，每每33個月個月至少召開召開一次會會
議議，切實檢討清理結果及研謀改進。

清理情形應作成書面紀錄作成書面紀錄，除陳報各該機關首長外，
並將清理資料依序裝訂成冊備查裝訂成冊備查，另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對所屬
應不定期抽查不定期抽查其辦理情形並作成紀錄。



久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簡介(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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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督促懸帳之清理進度，再函請各機關定期報送清
理成效相關表件：
於92年1月，函請各機關應於每年每年2月18日前，確實查
填上年度之懸帳清理情形報送主管機關，再由主管機
關於同年22月底前月底前，彙整附具本機關暨所屬之懸帳清理
成效統計表報本府及副知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報本府及副知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

本府依據各主管機關報送之資料，予以統計分析懸帳
之清理情形，並依分析結果，督促督促各機關確實依久懸確實依久懸
未結帳項處理原則辦理未結帳項處理原則辦理，俾加速懸帳清理作業加速懸帳清理作業。

又自自101101年度起年度起，為加強督促懸帳清理成效，將每年報
送清理成效1次改為每半年辦理改為每半年辦理11次次。



久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簡介(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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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送懸帳清理成效相關表件之主要目的：

提醒隨時注意清理，以免造成久懸：提醒隨時注意清理，以免造成久懸：各機關帳列應
收、應付、預（暫）收、預（暫）付、保管、代收等
款項，不論清理條件是否已成就，符合下列定義者，
即應填報：
應收、應付、預（暫）收、預（暫）付款達1年以上仍列
帳上者。

保管款以到期日起算1年以上未退還處理者。

代收款則考量代辦內容，超過代辦期限1年以上者。

其他債權債務相關科目，帳列達1年以上者。



久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簡介(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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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送懸帳清理成效相關表件之主要目的(續1)：

分析久懸未結清款項原因，以利研謀改進：分析久懸未結清款項原因，以利研謀改進：各機關應
依下列原因歸類填報：
清理條件尚未成就部分：
待法院判決。

工管費暫付。

依工程契約支付之預付款。

訂有收取計畫或協商結論之應收款項。

其他：應個別說明未清結原因及成就之條件。

清理條件已成就部分：應個別說明未清結原因，並擬訂
清理進度。



久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簡介(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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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送懸帳清理成效相關表件之主要目的(續2)：

統計懸帳清理成效，切實檢討清理結果：統計懸帳清理成效，切實檢討清理結果：依懸帳發生
之期間、科目別統計清理成效；彙編機關並依主管機
關別、基金別、機關別等面向統計清理成效，俾了解
清理結果，並作為釐訂懸帳稽催策略之參據。

建立主動積極清理機制，並持續追蹤列管：建立主動積極清理機制，並持續追蹤列管：調查各機
關成立懸帳清理小組之情形，及懸帳清理小組召開會
議之頻率等，俾督促有久懸未結帳項之機關或基金，
依久懸未結帳項處理原則規定，建立主動積極清理機
制，並持續追蹤列管。



久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簡介(續5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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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送懸帳清理成效相關表件之主要目的(續3完)：

督促懸帳之清理，避免徒具形式無實質成效：督促懸帳之清理，避免徒具形式無實質成效：本府依
據各主管機關報送之資料，予以統計分析懸帳之清理
情形，並將分析結果陳報府級長官，同時請各主管機
關針對清理條件已成就之懸帳，應督促所屬切實依久
懸未結帳項處理原則辦理清結；至清理條件尚未成就
者，應適時就可努力之作為積極趕辦，並俟條件成就
時即辦理清理作業，俾加速懸帳清理作業。



開發系統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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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400餘個機關學校每半年須逐層報送懸帳清
理相關表件，因筆數高達千餘筆且內容繁複，致
耗費許多人力作業及紙張印製耗費許多人力作業及紙張印製。

為利本處及各主管機關彙整所管機關或特種基金
未結清帳項及懸帳清理成果，爰建置懸帳處理系
統（以下簡稱本系統），期透過資訊化作業處理
取代人工作業，縮短編製懸帳清理情形所需表報縮短編製懸帳清理情形所需表報
時間及成本時間及成本，以強化懸帳清理品質及效益。



系統開發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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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8月 10月
102年

1月 2月 6月 8月

2月

102102年年66月月完成系統建置

102102年年1010月月完成本府各
機關102年上半年懸帳
清理填報及彙整作業

102102年年77月月起進行系統測試

12月

4月 10月

4月

12月
103年

1月

101101年年88月月起開
始研擬規劃

7月



系統建置方式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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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方式建置方式
(一)軟體：
程式語言:ASP.NET

運用MicroSoft公司之Visual Web Developer 2010 
Express免費開發軟體撰寫
資料庫軟體：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網頁伺服器：IIS 7.5版

(二)硬體：應用程式及資料庫主機均使用本府資訊
局之虛擬主機
(三)系統架構：Web_based架構

建置經費：無建置經費：無(由本處資訊室同仁自行開發建置)



系統環境
12

網頁伺服器
應用程式伺服器

資料庫伺服器

Intranet 本府市政網路Intranet 本府市政網路

懸帳處理系統懸帳處理系統



系統使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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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及各所屬機關本府及各所屬機關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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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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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處及本府各機關懸帳處理作業所需之表報

提供資料自動檢誤功能(如年度別、期初金額)，
提升表報品質

提供彈性查詢功能：
可依依懸帳之期間期間、科目別科目別進行線上查詢查詢，方便使
用者快速取得所需資料
彙編機關彙編機關可由系統查詢各機關及所屬查詢各機關及所屬所填報之明
細資料資料
提供多元彙總方式，可依主管機關別依主管機關別、基金別基金別、
機關別機關別等面向彙總彙總



系統功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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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Excel報表檔，俾利各機關予以加值運用

提供權限控管功能，加強資料安全性：
功能權限功能權限：系統可設定使用者之功能權限，並顯
示每位使用者可執行之作業功能
資料權限資料權限：依使用者所屬機關僅顯示該機關之資
料供其處理
資料鎖定資料鎖定：可針對已彙整完成之機關，設定鎖定
懸帳輸入資料功能，以防止機關任意修改資料，
造成資料不一致



系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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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減省彙整時間，降低錯誤發生率，增一、減省彙整時間，降低錯誤發生率，增
進作業品質進作業品質

節省資料傳送、轉貼及彙整等繁複作
業程序，可使本處及各主管機關每年
合共節省約230小時作業人力時間，
又可達成減少錯誤發生率及人工作業
所耗人力、加班成本。



系統效益(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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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力開發系統，節省公帑，提升清理二、自力開發系統，節省公帑，提升清理
效益效益

以免支付軟體開發、硬體及後續維護
成本，節省政府經費支出；本系統提
供方便及彈性查詢功能，可減少紙張
列印，符合節能減紙政策。



系統效益(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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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方便及彈性查詢功能，有助釐訂三、提供方便及彈性查詢功能，有助釐訂
懸帳稽催策略懸帳稽催策略

本系統提供方便及彈性查詢功能，機
關可依業務需要，以歲入、歲出科目
；發生時間或懸帳發生原因等條件篩
選資料，作為機關學校訂定有效的稽
催策略，以利久懸帳項之清結。



系統效益(續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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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多元化功能，建立資料庫，俾利四、運用多元化功能，建立資料庫，俾利
加值運用加值運用

將機關懸帳資料儲存於資料庫中，透
過系統提供的多元查詢與彙總功能，
及轉製Excel書表之加值功能等，並
可配合管理決策需要彈性增加管理性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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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畫面展示



系統網址 http://210.241.90.242/acc/ 或
本處機關網站同仁專區臺北市政府主計服務網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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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訊息

依使用者之功
能權限顯示系
統功能選單

公告訊
息



單位機關或基金線上填報各種表單
‧分析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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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帳明細資料編輯區
顯示該機關及所管基金

懸帳明細資料顯示區



單位機關或基金線上填報各種表單(續1)
‧調查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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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懸帳未清理原因 輸入懸帳清理小組資料



單位機關或基金線上填報各種表單(續2)
‧統計表（單位預算及特別預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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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機關或基金線上填報各種表單(續3)
‧統計表（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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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依據分析表資料自
動計算本表各欄資料，
使用者僅須輸入本期增
加金額



單位機關或基金線上填報各種表單(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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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金額異動

‧統計表（附屬單位預算部分）－自動檢誤功能



單位機關或基金線上填報各種表單(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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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請輸入修正期初
金額說明，未輸入說
明，則不同意儲存。

‧統計表（附屬單位預算部分）－自動檢誤功能(續1)



主管機關線上彙整各種表單
‧分析表（主管）

機關清單中可挑選該主管
機關或所屬機關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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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主管）

主管機關線上彙整各種表單(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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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主管-單位預算及特別預算部分）

主管機關線上彙整各種表單(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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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主管-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主管機關線上彙整各種表單(續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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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主計處線上彙整各式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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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清單中可挑選
全府或主管機關

可再挑選該主管機關
之所屬機關及基金



‧調查表

主計處線上彙整各式表單(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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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公務-按科目)

主計處線上彙整各式表單(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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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金額若有異動，則
會顯示‘*’，俾利識
別



‧統計表(基金-按科目)

主計處線上彙整各式表單(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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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按機關別)

主計處線上彙整各式表單(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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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按基金別)

主計處線上彙整各式表單(續5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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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如有修正期
初金額，顯示期
初金額修正之情
形及原因說明。

主計處管理性表單
‧列示期初金額有修改之機關清單



選擇科目篩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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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科目篩選資料(續)



選擇發生時間篩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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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控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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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主計處統一設定
具有處理懸帳系統功
能權限之使用者



權限控管功能-懸帳資料輸入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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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針對已彙整完成之
機關，設定/解除鎖定
懸帳輸入資料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