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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請購系統「印領清冊」操作注意事項】 

本資料修正日期：105/01/08 

(紅色字為本次增修) 

 

內 容 目 錄 

 

壹、專任人員每月薪資請領-薪資清冊 

貳、獎金及薪資以外之人事費請領-印領清冊 

一、清冊適用情形 

二、因應二代健保新增欄位說明： 

三、『補充保費-個人』相關欄位說明 

四、『補充保費-機關』相關欄位說明 

五、其他注意事項 

參、「印領清冊」操作說明簡要流程圖 

肆、參考資料 

一、《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扣繳一覽表》→連結出納組網頁後點選右方 

二、《所得類別暨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費一覽表》→連結出納組網頁後點選右方 

三、《個人補充健保費免扣繳身份一覽表》→連結人事室網頁 

四、《「補充保費」相關欄位對應關係表》→連結主計室網頁 

五、《本校各類計畫案「機關補充保費」支應財源一覽表》→連結主計室網頁 

 

 

【※本資料已置於主計室網頁-二代健保專區，如有修正(含參考資料內容修正)，將

直接更新網頁資料(會註明資料更新日期，當次修正部份以紅色字體表達)，不再

另行函送校內各單位】 

http://gad.nfu.edu.tw/files/11-1012-4677.php
http://gad.nfu.edu.tw/files/11-1012-4677.php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1-1008-6502.php
http://account.nfu.edu.tw/files/11-1009-6506.php
http://account.nfu.edu.tw/files/11-1009-650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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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任人員每月薪資請領-薪資清冊》 

一、請點選使用「請購系統」內《印領清冊/差旅費-薪資清冊》輸入資料： 

校內按月計薪且由本校投保勞、健保之專任人員，因薪資尚需代扣勞保、健保、

勞退金等自付額，且無需代扣個人及機關補充健保費，不論部門或計畫請購案，

請於進入「請購系統-印領清冊/差旅費」後，點選使用《薪資清冊》輸入資料

並列印清冊紙本併同相關附件辦理報銷。 

 

二、《薪資清冊》輸入欄位重點說明： 

(一)『機關負擔』欄位：本欄位項下各欄不必輸入金額。 

(二)『代扣部分』欄位：本欄位項下各欄說明如下： 

(1)『勞保』、『健保』：校內編制外人員(例如計畫專任助理、約用人員、兼任教

師或部份臨時人員)如由本校代為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者，應輸入

每月自行負擔保費金額(如有包含多退少補之金額，請於『說明』欄註明內

容)。(應負擔金額如不清楚，可電詢本校事務組勞健保投保承辦人) 

(2)『勞退基金』：校內按月計薪之編制外人員及兼任教師(例如計畫專任助理、

約用人員、或臨時工)，均有參加新制勞工退休金之提撥，個人如有選擇自

負額者，應輸入每月個人提撥金額。(應負擔金額如不清楚，可電詢本校事

務組承辦人) 

(3)『離職儲金』：本項目性質與「勞退基金」相同，惟適用人員較少，目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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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僅約聘教師、進修學院及進修推廣部少數行政人員適用。 

(4)『代扣所得』：本欄位係指代扣所得稅金額，所得稅金額以『應領金額』× 5

％計算，稅額如果＞或＝2,000者，應將此代扣稅額輸入本欄位；稅額如

果＜2,000者，本欄位不輸入。【代扣稅額如有疑義請電洽出納組】 

(5)『其他代扣』：不屬於上述(1)-(4)之應代扣款項，請於『說明』欄註明內容。 

三、「編輯代墊人」：如確實已由受款人以外之人員代墊，請輸入代墊人資料；

如為逕付受款人，本項目各欄位不用輸入受款人資料，直接按【存入】。 

 

 

 

 

 

 

 

 

 

 

 

 



3 
 

《貳、獎金及薪資以外之人事費請領-印領清冊》 

一、本清冊適用情形： 

專任人員每月薪資以外之人事費，例如年終獎金、臨時工資、兼任助理酬金、

計畫主持人費、獎助學金、急難救助金、出席費、鐘點費、交通費、試務工作費

及其他類別獎金及獎勵金．．．等，因涉及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費之判別及扣

取，請於進入「請購系統-印領清冊/差旅費」後，點選使用《印領清冊》輸入資

料，並列印清冊紙本併同相關附件辦理報銷。 

 

二、因應二代健保新增欄位說明： 

《印領清冊》內容除保留原有清冊之欄位外，另為因應補充保費之扣取，新增部

份欄位說明以下： 

(一)新增『清冊類別』、『所得代碼』欄位及其選項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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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保費身份別』、『補充保費機關』、『補充保費個人』欄位及其選項如

下圖： 

 

三、『補充保費-個人』相關欄位輸入說明： 

(一)「個人補充健保費」之扣繳，取決於『所得代碼』及『保費身份別』二項欄

位之組合，當請購人擇定該二欄位項目並輸入請領金額後，即由請購系統自

動計算並顯示『補充保費-個人』欄位金額。 

※(二)輸入時，請先點選『清冊類別』欄位內選項→再點選『所得代碼』欄位→點

選『保費身份別』欄位選項→輸入請領金額後，『補充保費個人』欄位金額

由系統自動帶算並填入金額。 

※(三)請先點選『清冊類別』欄位內項目後，依下表點選相對應之『所得代碼』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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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項目： 

『清冊類別』→ 『所得代碼』 『保費身份別』 備  註 

計畫主持費/顧問諮詢費 (50)薪資所得 所有身份  

演講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 (9B)執行業務收入 所有身份  

一般審查費/授課鐘點費 (50)薪資所得 所有身份  

稿費(翻譯、改稿、審稿費) 

(50)薪資所得 

(1)校內教職員工 

(4)兼任教師 

(9)特殊身份免繳者 

基於僱傭關係應為薪資

所得，通常為校內專.兼

任教職員工適用 

(9B)執行業務收入 

(2)校外人士 

(5)學生(無專職) 

(6)學生(有專職) 

(9)特殊身份免繳者 

非僱傭關係者適用 

競賽獎金(運動類除外) (91)競技競賽及機會

中獎獎金或給與 
所有身份 

 

運動類競賽獎金 (00)免稅所得 所有身份 依體委會函釋免稅 

獎金/彈性薪資 (50)薪資所得 所有身份 

所有給付教職員工之
獎勵金、彈性薪資、
年終獎金、績效獎金
等，請點選此項目 

交通費/招生試務工作費 (00)免稅所得 所有身份  

急難救助金 (00)免稅所得 所有身份  

學位之指導、口試、審查費 (9B)執行業務收入 所有身份  

獎助學金 (00)免稅所得 所有身份 ※學生執行國科會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
究計畫」所支領之獎
助學金，因有提供勞
務對價關係，所得代
碼應選【薪資所得】，
非免稅所得。 

生活助學金/外籍生生活獎助
金 

(00)免稅所得 所有身份  

技術移轉權利金 (53)權利金收入 所有身份  

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
金 

(93)退職所得 所有身份  

其他 (多數為『50薪資所

得』，請電詢出納組) 

所有身份 請購人如無法判別所

得類別，請電洽出納
組查詢 

※備註：請購人如無法判別所得類別，請電洽出納組查詢，或參考出納組網頁-各項查詢-《各類所
得免稅/應稅暨扣繳一覽表》、 

 

http://gad.nfu.edu.tw/files/11-1012-2391.php
http://gad.nfu.edu.tw/files/11-1012-23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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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費身份別』欄位：指受款人適用之保費身份別，各身份別定義及適用對

象說明如下： 

『保費身份別』選項 定  義 適用對象 

(1)校內教職員工 
以本校(虎科大)為健保投保
單位之個人  

(1)校內編制內人員：專任教師、
職員、約聘(雇)人員、駐警、
技工、工友 

(2)校內編制外人員：約用人員、
約聘教師、計畫專任助理、約
聘(雇)人員(幹事)、部份臨時
工(由本校投保健保者)。 

(2)校外人士 

非以本校(虎科大)為健保投
保單位之校外社會人士(含
同時具有在學學生身份者) 

(1)本國籍校外人士(含同時具有
在學學生身份者)。 

(2)具本國健保投保資格之外國
籍或大陸地區人士。 

(4)兼任教師(未加保) 

非以本校(虎科大)為健保投
保單位之兼任校師及兼任人

員(含同時具有在學學生身
份者) 

(1)校內所有兼任教師(含同時具

有在學學生身份者)。 
(2)非以本校(虎科大)為健保投

保單位之兼任人員。 

※以本校(虎科大)為健保投保單
位之兼任教師或人員，請勿選
此身分別，詳見以下(9)身份
別說明。 

(5)學生(無專職工作) 

指同時具備以下條件者： 
(1)校內、校外就讀大學或專

科或碩、博士班研究所
之在學學生。 

(2)無專職工作(亦即平日無

由雇主投保健保之專任
工作，僅有兼職打工或工

讀性質之工作者) 

(1)本校無專職工作之在學學生
(含本校外籍生及僑生)。 

(2)校外無專職工作之在學學生。 

(6)學生(有專職工作) 

指同時具備以下條件者： 
(1)校內、校外就讀大學或專

科或碩、博士班研究所
之在學學生。 

(2)有專職工作(亦即平日有
專任工作(並由雇主投保
健保)之在學學生。 

(1)本校有專職工作之在學學生
(含本校外籍生及僑生)。 

(2)校外有專職工作之在學學生。 

(9)特殊身份免繳者 

具免扣繳身份之國內、國外
人士(請見參考資料-免扣繳
身份一覽表) 

※以下免扣個人補充保費： 

(1)個人在職業工會投保之「薪資
所得」及「執行業務所得」。 

(2)低收入戶成員之各類所得。 
(3)中低收入戶成員之薪資所得。 
(4)不具本國健保投保資格之外

國籍或大陸地區人士之各類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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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其餘免扣身份，請見參考
資料-免扣繳身份一覽表。 

※免扣繳身份如有疑義，請電洽

本校人事室。 

※以本校(虎科大)為健保投保單
位之兼任教師或人員，請選此
身分別，如為「薪資所得」，可
免扣個人補充保費，如為「執
行業務所得」且給付金額達
20,000 元者，應扣繳個人補充
保費(給付金額*2%)。 

※點選免扣繳身份者，請於印領
清冊說明欄位，註明符合何項
免扣條件，並由本校人事室依

印領清冊內資料，向健保局相
關網站平台查詢，並列印查詢
結果併同印領清冊送核。 

※(五)『補充保費個人』欄位金額，係由請購系統依『所得類別』及『保費身份別』

欄位之組合內容判別，自動計算並填入金額，多數情況下請購人無需自行輸

入，系統判別規則如下(僅供請購人參考)： 

『保費身份別』 『所得代碼』 『補充保費個人』欄位金額 

所有身份 (00)免稅所得、(91)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

獎金或給與、(53)權利

金收入、(93)退職所

得、(92)其它所得 

不用扣繳，本欄位金額＝0 

(1)校內教職員工 (50)薪資所得 不用扣繳，本欄位金額＝0 

(9B)執行業務收入 

(51)租金收入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0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0

元時，本欄位金額＝0 

(2)校外人士 (50)薪資所得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8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8

元時，本欄位金額＝0 

(9B)執行業務收入 

(51)租金收入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0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0

元時，本欄位金額＝0 

(4)兼任教師(未加保) (50)薪資所得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8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8

元時，本欄位金額＝0 

(9B)執行業務收入 

(51)租金收入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0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0

元時，本欄位金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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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無專職工作) (50)薪資所得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8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8

元時，本欄位金額＝0 

(9B)執行業務收入 

(51)租金收入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0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0

元時，本欄位金額＝0 

(6)學生(有專職工作) (50)薪資所得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8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8

元時，本欄位金額＝0 

(9B)執行業務收入 

(51)租金收入 

「數量」×「單價」金額＞或＝20,000元時，

本欄位金額＝應付總額 × 1.91%；＜20,000

元時，本欄位金額＝0 

(9)特殊身份免繳者 所有所得代碼 不用扣繳，本欄位金額＝0 

※選此身份別，請於「說明」欄註明符合那一

類免繳身份。 

※以本校(虎科大)為健保投保單位之兼任教
師或人員，請選此身分別，如為「薪資所
得」，可免扣個人補充保費，如為「執行業

務所得」且給付金額達 20,000 元(含)者，
應扣繳個人補充保費(給付金額*2%)，請自
行輸入扣繳金額。 

※備註：(1)健保補充保費費率，105年起為 1.91%，並依主管機關公告費率調整，如有變動，本

校網路請購系統亦會隨之修改設定。 

(2)依目前扣繳辦法規定，本校給付個人「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所得」及「租金

所得」時，各身份別如達規定之起扣點金額，應代扣繳個人補充健保費。 

(3)有關補充健保費之費率、應扣繳起徵點及相關規定，請向本校人事室查詢。 

四、『補充保費-機關』相關欄位輸入說明： 

目前本校對於「機關補充健保費」扣繳作法，係由各類計畫案件經費或所提

撥之管理費自行負擔，並於各計畫經費請購時，採就源扣繳方式預先扣取「機關

補充健保費」；對於各單位部門預算經費之支用，所衍生之「機關補充健保費」

統一由校控經費支應，無需於請購時就源扣繳支應，請購系統相關事項操作說明

如下： 

(一)「部門請購」：各單位於進行「部門預算」經費支用請購時，『補充保費-機

關』欄位功能已鎖定不發生作用，請購人亦無需自行輸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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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請購」：各類計畫經費支用請購時，如『所得代碼』欄位為【薪資所

得】，不論『保費身份別』欄位為何，『補充保費-機關』欄位由系統自動帶

算 2%的保費金額，且該機關補充保費金額亦會加入請購金額中併同核銷，故

各計畫應額外點選支應「機關補充保費」金額之「經費用途項目」(人事費、

業務費或管理費)，說明如下： 

(1)「機關補充保費」以計畫《管理費》支應者： 

◎以下圖為例：(所有請購性質屬【薪資所得】者，不論『保費身份別』欄

位為何，均適用本圖例) 

(A)請購主持人費 10,000元，所衍生之「機關補充保費」200元，請購人

應額外點選該計畫之經費用途《管理費》200元為支應財源。 

(B)本項請購之印領清冊核銷總金額為 10,200元。 

本欄位功能不發生作用，請

購人亦無需自行輸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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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為逕付受款人，未先行代墊者，【編輯代墊人】各欄位不用輸入資

料，直接按【存入】即可列印紙本。 

 

 

 

 (D)如已由其他人員先行代墊，則【編輯代墊人】欄位金額應不含機關補充保

費金額 

 

(2)「機關補充保費」以計畫《業務費》或《人事費》支應者：  

◎以上圖為例：所衍生之「機關補充保費」200元，請購人應額外點選該計

畫之經費用途《業務費》或《人事費》200元為支應財源，其餘事項均與

上圖例相同。 

(三)本校各類計畫案所衍生之「機關補充保費」支應財源並未有一致規定，請參

閱《參、參考資料-本校各類計畫案「機關補充保費」支應財源一覽表》，或

請直接電話詢問會計室各計畫經費審核人員。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編輯代墊人」各欄位：所有請購如確實已由受款人以外之人員代墊，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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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代墊人資料；如為逕付受款人，本項目各欄位不用輸入受款人資料，可直

接按存入，以免後端付款系統資料錯誤。 

※(二)請購個人「年終獎金」、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金」、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支給彈性薪資」、本校優良導師獎勵金、教學績

優獎勵金、績效獎金等，屬獎勵性質之獎金，於進行網路請購時，「清冊類

別」欄位請務必勾選【獎金/彈性薪資】及「所得代碼」欄位勾選【50薪資

所得】，以方便後端付款系統計算個人獎金部份之補充健保費。 

(三)除「免稅所得」外，各類所得應領金額(不含機關補充保費金額)×扣繳率後

之稅額如＞或＝2,000元，應於『代扣稅額』欄位輸入該金額。 

◎【有關各類別所得扣繳標準及扣繳率，請參考參考資料-《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

扣繳一覽表》，或電洽本校出納組查詢】 

※(四)「所得代碼」及「保費身份別」二個欄位，為個人及機關補充保費金額之計

算來源： 

(1)在「所得代碼」欄位固定下，「保費身份別」如經修改，系統會自動重新

計算補充保費金額。 

(2)「所得代碼」及「保費身份別」欄位同時修改，系統會自動重新計算補充

保費金額。 

※(3)在「保費身份別」欄位固定下，「所得代碼」如經修改，請再次輸入「數

量」或「單價」資料，系統才會重新計算補充保費欄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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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印領清冊」操作說明簡要流程圖》 
 

 

 

 

 

 

 

 

 

 

 

 

 

 

 

1.輸入受款人應領金
額、代扣部份等【編
輯清單】各欄位資
料。 

2.『機關負擔』欄位資
料不用輸入。 

1.如確有先行代墊，則
輸入【編輯代墊人】
各欄位資料。 

2.如為逕付受款人，【編
輯代墊人】各欄位資
料不用輸入，可直接
存檔列印。 

列印薪資清冊紙本，併同
相關附件送出報銷。 

專任人員《每月薪資》
請購，使用【印領清冊/
差旅費】項下【薪資清
冊】輸入資料。 

每月薪資以外之人事費請
購，使用【印領清冊/差旅費】
項下【印領清冊】輸入資料。 

部門經費請購 各類計畫經費請購 

1.輸入用途、計畫編號等
『編輯經費』各欄位資
料。 

2.如有衍生「機關補充保
費」，應另外點選輸入支
應之經費用途及金額。 

輸入用途、計畫編號
等【編輯經費】各欄
位資料。 

輸入用途、計畫編號等
【編輯經費】各欄位資
料。 

1.選擇『所得代碼』、
『清冊類別』欄位下
拉清單選項。 

2.輸入受款人資料及
金額，選擇受款人
『保費身份別』，系
統自動帶算『補充保
費-個人』欄位金額。 

3.『補充保費-機關』欄
位金額不輸入。 

1.如確有先行代墊，則輸入【編輯代墊
人】各欄位資料。 

2.如為逕付受款人，【編輯代墊人】各欄
位資料不用輸入，可直接存檔列印。 

列印薪資清冊紙本，併同
相關附件送出報銷。 

1.選擇『所得代碼』、『清冊類
別』欄位下拉清單選項。 

2.輸入受款人資料及金額，選
擇受款人『保費身份別』，
系統自動帶算『補充保費-
個人』欄位金額。 

3.『所得代碼』如為【薪資所
得】，不論『保費身份』為
何，由系統自動帶算『補充
保費-機關』欄位金額。 

進入『網路請購系統』 

結束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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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資料》 

 

一、《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扣繳一覽表》→點選連結出納組網頁後，請點選右方 

二、《所得類別暨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費一覽表》→點選連結出納組網頁後，請點選右方 

 

三、《個人補充健保費免扣繳身份一覽表》→點選連結《人事室網頁-二代健保專區》 

四、《「補充保費」相關欄位對應關係表》→點選連結《主計室網頁-二代健保專區》 

五、《本校各類計畫案「機關補充保費」支應財源一覽表》→點選連結《主計室網頁-

二代健保專區》 

http://gad.nfu.edu.tw/files/11-1012-4677.php
http://gad.nfu.edu.tw/files/11-1012-4677.php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1-1008-6502.php
http://account.nfu.edu.tw/files/11-1009-6506.php
http://account.nfu.edu.tw/files/11-1009-6506.php
http://account.nfu.edu.tw/files/11-1009-6506.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