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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費動支 



項目 
學術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專案計畫經費，金額≦十萬元 

除上述計畫外之其他專案計畫經費，金額≦二萬元 

教學用實驗室試藥耗材，金額≦二萬元 

經常門預算(實驗室用試藥耗材以外)，金額≦一萬元 

經專案申請核准授權自辦者(簽呈核准過) 

非採購類經費項目 



特  別  注  意：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記錄： 

學術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專案計畫經費，金額小於等於十萬元。 

       (授權自辦經費以經常門為限) 

 
資本門：單價在一萬元(含)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者，需集中彙辦。 

物  品：單價在一萬元以下、三仟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二年以上者。 

               (核銷時請先會辦保管組) 







預算動支單核決程序 

行政單位：需用印至一級主管。 
教學單位：一萬元以上用印至一級主管。 



會辦單位 



二、核銷注意事項及常見錯誤 

● 相關表單請至產學合作總中心網站下載，不定期更新。     

       (如：個資規定、人資處、教資中心)。 

       (人事費印領清冊、專任助理簽到退表、差旅費報支表等)   

 

●採購金額超過二萬元未滿三十萬元，邀商報價採比價方式辦理。 

    採購金額二萬元(含)以下，邀商逕行議價。 
 

 

 

 

比價：需附有2間以上的估價單，以最低得標。

議價：需有「不再減價」、職章。 



常見錯誤 
1.長榮書坊相關費用只能用發票核銷(收據不行)。 
2.核銷單據缺少日期.抬頭.統編及中文品名.數量.單價等等。 
3.收銀機發票未註明中文品名、明細未附。 
4.憑證重疊粘貼遮住金額、日期或抬頭等， 
  使憑證無法完整呈現。 
5.出勤記錄表未列至分鐘數。 
  (法令依據：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出勤紀錄) 

6.預算動支日期務必晚於報價單日期、但須早於發票、收據
日期。 
7.發票、收據皆不能塗改。 
(法令依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4條)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1.aspx?lsid=FL014930




若核銷的發票收據較多時可以這樣作： 



統
一
發
票
專
用
章
收
據 



普
通
收
據 



缺少統編、明細 



缺少統編 



正確樣式 



 

經費來源屬 科技部、教育部、公家機關 
應以主計處、教育部或其它機關訂定經費
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除以上述機關外之其它經費來源，若有
合約書、計畫書等規定外，其餘均按照學
校規定辦理(原則上)。 



三、兼任、專任助理聘任流程 

■校內人士不需用印，校外人士需要用印 

兼任助理 專任助理 
 申請書x1 申請書x1 

聘僱附約x3 約聘契約書x3 

 勞僱型態同意書x3 學歷證明(看計畫是否要求) 

勞動契約書(主約x1) 5年內健檢表、勞健保加保申請表 

 5年內健檢表 用印申請書 

 排班表 長榮大學應徵者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及聲明 

性平事件加害人資料查閱同意書 

聘期內-薪調-級距有變 
a.聘任變更申請書 

b.勞健保加保申請表 
聘期內-薪調-級距不變 

a.聘任變更申請書 



兼任助理-學習型 
申請書x1 

聘僱附約x3 

勞僱型態同意書x3(不具學生身分者不需填寫) 

勞動契約書(主約x1) 

聘僱較多者，使用約用名冊 

■校內人士不需用印，校外人士需要用印 

■核銷時，不須附出勤紀錄表 



離職程序(兼任) 

離職手續單X1 

契約書正本X2(契約未滿離職者) 

勞保、健保退保申請表 



離職程序(專任) 

離職手續單X1 

提前離職-簽呈影本(期滿離職不需附) 

契約書正本X2(契約未滿離職者) 

勞保、健保退保申請表 

●離職要申請服務證明書者， 
請附上服務證明書申請表 

用印申請表由產學合作總中心製作。 



注意事項 
1.兼任助理不須附紙本勞保、健保加保表。 
 須在兩天前將加保資料電子檔寄至承辦人信箱。 
 承辦人員：陳郁雯 alice23g@mail.cjcu.edu.tw 

  傳遞流程： 
a.學習型兼任助理人事費印領清冊：單位     教資中心     產總 
b.其餘助理人事費印領清冊：人資處(人事室)  產總 
 
2.專任助理簽到退表，當月給付薪資者，請附上月簽到退表。 
Ex：5月付薪，附4月簽到退表…以此類推。(須記至分鐘數) 

兼任加保電子檔 
http://sites.cjcu.edu.tw/biic/f

ile_1662.html 

mailto:alice23g@mail.cjcu.edu.tw
http://sites.cjcu.edu.tw/biic/file_1662.html
http://sites.cjcu.edu.tw/biic/file_1662.html
http://sites.cjcu.edu.tw/biic/file_1662.html


●勞動基準法：勞動檢查首要項目為「出勤紀錄」之查核。 
(法令依據：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
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數為止。」)。 
 
1.行政職員、外派於校外單位者，各計畫主持人所聘計畫助理：
(勞僱型)計畫助理之教師(含科技部計畫、產學合作計畫、教育
部計畫等……)須依規定每日登記出缺勤紀錄至分鐘數為止。 
 
■依據「本校彈性上下班差勤管理要點」之規定。 
 

注意事項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1.aspx?lsid=FL014930
http://dweb.cjcu.edu.tw/person/article/3425


注意事項 

薪資付款時間：每月15日，遇到假日， 
付款時間往前。 
 
●核銷人事費請於每月2-3日前送至產總。 
●若有薪調，請務必告知承辦人員，除了加保須調整(生效
日為下個月)、核銷的人事費需跟聘任投保的金額要一致。 



●加保時須有工作證。 
●聘任區間應於工作證有效區間。 
●聘僱附約起始日與投保起始日須相同。 
●填寫加保表(電子檔)時請務必確認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或居留證號碼)、出生年月日是否正確。 
●加保表(電子檔)備註須註明有效工作證區間。 

外籍生 



注意事項-兼任助理-學習型投保 

1.請於每月25日前繳交下一個月加、退保資料。 

如計畫期間較長，可一次投保3個月,就不用每個月送加保資料。 
 
2.本校之獎助生團保僅限本校生，校外學生請由其原學校投保。 
 
3.每張保單最低投保人數為5人，且投保期間須相同，因此請盡量湊足 
相同投保期間之人數再送出。 
 
4.教育部補助獎助生團保經費含外籍生, 
  陸生則不補助,如須投保請由各單位經費支應。 
加保表單請至產總網頁下載再寄至承辦人。 
陳郁雯 alice23g@mail.cjcu.edu.tw                                  
 

大專校院獎助生
團體保險資料表 

mailto:alice23g@mail.cjcu.edu.tw
http://sites.cjcu.edu.tw/biic/file_1662.html
http://sites.cjcu.edu.tw/biic/file_1662.html


四、產學計畫扣繳營業稅事宜 
一、財政部108年1月8日以台財稅字第10700704180號令， 
就大學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3款合作事項之 
徵免營業稅，發布解釋令： 

 
 項次   

 營業稅   內容 

 
 1 

免課稅 

(研發成果歸屬於學校、政府或與政府共有者） 
1.學校接受政府委託之專題研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之收入，
符合99年11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900331970號令者。 
2.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向受教者收取費用部分。 

 
 2 

須課稅  

1.研發成果歸屬於廠商或與廠商共有者、物質交換、諮詢顧問、
檢測收入、專利申請、創新育成取得之收入。  
2.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益運用取得之收入（日出條款：108年1
月1日依法課稅）。 



相關表單：(請至產總網頁下載) 

產學計畫請款時請統一使用
「開立領款收據、發票申請表」 



開立領款收據時需勾選 

流程(請款時請統一使用)： 
(請先送至產總) 
A.請款： 
1.至產總網頁下載，填寫完送至產總。 
2.由產總進行審核資料及下一個流程。 
 
 
 
 
B.廠商先匯錢進至學校： 
1.至出納組拿各項代收費用收款證明。 
2.填寫開立領款收據、發票申請表送至產總。 
3.拿代收款項收據、開立領款收據、 
   發票申請表至會計室開立發票。 

開立領據-出納組 

開立發票-會計室(洽康湘琳小姐) 



作業流程： 

1.產學計畫請依研究成果歸屬判別

為下列哪一項?□學校□補助單位□

與補助單位共有(合約書請明列學

校及補助單位各佔多少的比例)。 

2.選擇簽訂合約書之版

本、編列經費預算表

送至產總跑用印流程。 

3.請計畫主持人

至教師E-portfolio

平台及E化系統新

增計畫資訊。 

4.將計畫登錄表、合約

書或服務委託單檢附相

關之文件送至產總進行

計畫登錄作業。 

5.產總審核完資

料無誤再進行計

畫開帳登錄作業。 



正本核銷： 
所核銷的發票、收據之
憑證全部送回補助單位。 



經費預算表附表一 經費預算表附表二 

研究成果歸屬廠商、
與廠商共有者、物
質交換、諮詢顧問、
檢測收入、專利申
請、創新育成取得
之收入、技術移轉
及智慧財產權益運
用取得之收入。 

研究成果歸屬學校、
政府、與政府共有者。 



稅額計算方式： 

●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銷售額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 
    包括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 
 
公式： 
銷售額＝定價÷(1+稅率) 

銷項稅額=銷售額x稅率(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經費編列試算： 

範例一：研究成果歸屬為廠商，只知計畫總經費為$250,000元。 

經費預算表 

人事費 

$214,285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業務費 

管理費 $23,810 

營業稅 $11,905 

總經費 $250,000 

計算方式： 
 
營業稅(以總經費/1.05*5%)=(250,000/1.05)*5%=11,905 

 

可用(未稅)總經費=250,000-11,905=238,095 

 

管理費(以未稅總經費*10%)=238,095*10%=23,810 

 

人事費、業務費=250,000-11,905-23,810=214,285 



經費預算表 

人事費 20,0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382 

業務費 
15,000 

 

管理費 3,931 

營業稅 1,966 

總經費 41,279 

範例二：研究成果歸屬於廠商，只知人事費、業務費， 

那總金額該編列多少？管理費？營業稅？。 

計算方式： 
 
可用(未稅)總經費=人事費+業務費/0.9 

=(20,382+15,000)/0.9=39,313 

 
管理費=可用(未稅)總經費*10% 

=39,313*10%=3,931 

 
營業稅=可用(未稅)總經費*5% 

=39,313*5%=1,966 

 
總經費=39,313+1,966=41,279 



範例三：研究成果歸屬於與廠商共有者，比例：學校50%、
廠商50%，總經費為300,000元。 

經費預算表 

人事費 

263,571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業務費 

管理費 29,286 

營業稅 7,143 

總經費 300,000 

計算方式： 
 
營業稅(以總經費/2/1.05*5%) 
=300,000/2/1.05*5%=7,143 

 

可用(未稅)總經費=300,000- 7,143 =292,857 

 

管理費(以未稅總經費*10%)= 292,857 *10%=29,286 

 

人事費、業務費=300,000-7,143 - 29,286 =263,571 

請款： 

1.開立領據-出納組-150,000 

2.開立發票-會計室(洽康湘琳小姐)- 
開立總額150,000，營業稅7143，未稅292,857元 



範例四：研究成果歸屬於學校、政府、與政府共有者。 

*不需編列營業稅之欄位。 

經費預算表 

人事費 

90,0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業務費 

管理費 10,000 

營業稅 

總經費 100,000 

計算方式： 
 
管理費(以總經費*10%)= 100,000 *10%=10,000 

 
人事費、業務費=100,000-10,000=90,000 



Q&A時間 



1.Q：學習型有一定要投保嗎? 
Ａ：學習型沒有強制投保，依單位活動需求，最小投保單位為一個月。 
●依據法規-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八、學校於推動屬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第五點或第六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
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學校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
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活動，支領獎學金或必要
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 
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80041023500-1060518


聘任資料表單、 
加保電子檔請至產總網頁下載。 

 

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
保險資料表 

 
(需加保請於每月25日之
前將加保檔寄至承辦人) 



2.Q：若在計劃執行期間內，臨時再加聘助理可以嗎? 
 Ａ：可以，但正常程序是在計畫開始之前就須把聘任資料完整送至產總
辦理，若臨時須加聘助理，起訖時間不能跟計畫起訖日一樣。在核銷薪
資的時候，薪資計算只可以從起聘日那日算起(加保作業以到職起薪為準)
若非必要，麻煩依照正常程序聘任。 
 
*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 
第十四條第一項、 

符合本條例第六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於其所屬勞工到職、入
會、到 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者，其保險效力之開始，自投保單
位將加保申報 表送交保險人或郵寄之當日零時起算；投保單位非於
勞工到職、入會、到 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者，其保險效力之開
始，自投保單位將加保申報 表送交保險人或郵寄之翌日零時起算。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1.aspx?lsid=FL014981


謝謝各位撥空參加教育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