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老師講義重點整理 (2019/02/13,02/21) 

1. 學校統⼀編號：73502634。  

2. 台照(買受人)：南臺科技大學 (6 個字)、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4 個字)  

3. 學校關帳日：7 月 31 日。   

4. 出差請示單應於出差前提出。   

5. 出差旅費報告表應於出差後 15 天內提出。   

6. 發票、收據應於 2 月內提出報支。   

7. 日期切勿空白 (校⻑指示)。   

8. 日期務必依序簽押日期 (校⻑指示)。   

9. 便條紙與鉛筆附註日期應於事後清除 (校⻑指示)。   

10. 發票、收據之台照、統編請勿空白。 [原子筆]  

11. 發票、收據之數量、單價請勿空白。 [原子筆、鉛筆]  

12. 發票、收據：只有買受人地址免填，其他請均應填寫。   

13. 核銷用黏貼憑證用紙：只有規格、單位免填，其他請均應填寫。  

14. 付款廠商：憑證請直接黏貼於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上。(通常為 1~2 張)       

核        銷：1~5 張憑證 

請依序(01, 02, …,05)全部直接浮貼於黏貼憑證用紙上，並於憑證上編號。   

                                6 ~7 張憑證 

請依序(01, 02, …,06 或 01, 02, …,07)全部浮貼於 A4 空白紙附於黏貼憑證用紙  

                                背面，並於憑證上編號。  

15.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A 和 B) (2019/01/01)  

雇主(學校)負擔 (A)  個人負擔 (B)  

呈現於預算書  呈現於簽收收據  

薪資【50】  

 沒有上下限  

 金額1.91%  

薪資【50】  

 基本工資(23,100 元)以上1.91%  
[未達基本工資免繳]=[1 元~23,099 元免繳]  

[23,100 元~10,000,000 元要繳，10,000,001 元以

上以 10,000,000 元計]  

執行業務所得【9A】【9B】   

 不用提  

執行業務所得【9A】【9B】  

 20,000 以上1.91%  

[未達 20,000 元免繳]  

薪資【50】  
(上課及證照課程鐘點費，出席費，主持費，講評費，諮詢費，評審費，人事費，⼯作費，顧問費，裁判費，問卷調查費，訪談費，⼀般審
查費，教材編輯費，打字費，資料蒐集費，口語翻譯費，助學金等)  執行業務所得【9A】(專門職業技術) 執行業務所得【9B】  
(演講鐘點費，碩博士班口試及指導費，稿費(按字數計給之稿費、審查費)，翻譯書籍文件之翻譯費，版稅，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等)   



Example 1.  23,099 元 [薪資 50]    A. 23,099 元 要繳 免繳   

B. 23,099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2a. 23,100 元 [薪資 50]    A. 23,100 元 要繳 免繳    

B. 23,100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2b. 23,100 元 [薪資 50]   A. 23,100 元 要繳 免繳   

B1. 10,000 元 要繳 免繳  

B2. 13,100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3a. 40,000 元 [薪資 50]   A.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B.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3b. 40,000 元 [薪資 50]   A.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B1. 30,000 元 要繳 免繳  

                                                                   B2. 10,000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3c. 40,000 元 [薪資 50]    A.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B1. 20,000 元 要繳 免繳  

                                                                   B2. 20,000 元 要繳 免繳  

 ~~~~~~~~~~~~~~~~~~~~~~~~~~~~~~~~~~~~~~~~~~~~~~~~~~~~~~~~~~~~~~~~~ 

Example 4.  19,999 元 [執行業務所得 9A9B]  A. 19,999 元 要繳 免繳    

                                                                                          B. 19,999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5a. 40,000 元 [執行業務所得 9A9B]   A.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B.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5b. 40,000 元 [執行業務所得 9A9B]   A.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B1. 30,000 元 要繳 免繳  

                                                                                 B2. 10,000 元 要繳 免繳  

  

Example 5c. 40,000 元 [執行業務所得 9A9B]   A. 40,000 元 要繳 免繳    

                                                                                B1. 20,000 元 要繳 免繳  

                                                                                B2. 20,000 元 要繳 免繳  

 ~~~~~~~~~~~~~~~~~~~~~~~~~~~~~~~~~~~~~~~~~~~~~~~~~~~~~~~~~~~~~~~~~ 

16. 1~10,000 [授權自行採購] (借支或代墊)，10,001 以上(逕付廠商)。  

10,001~50,000 [1 張估價單]，50,001~100,000 [2 張估價單]，100,001 以上[公開招標]。  

17. 電子發票證明聯請加附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