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支付及出納作業 Q & A
壹、集中支付作業
一、付款憑單送件
Q1、哪些員工款項須俟財政稅務局公告收件日後再行送付款憑單？
答：為統一發放作業，下列員工款項於發放日之前，固定在本府公務入
口網、財政稅務局專屬網站、主計網、教育網公告付款憑單收件、
發放日期之訊息。
每月薪資
三節慰問金、年節特別照護金（春節、中秋節、端午節）
年終工作獎金
考績獎金(職員、技工、工友、教師)
退休人員月退休(含撫慰)金
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
不休假加班費及休假補助費
每年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燃料費等

Q2、請問付款憑單水、電或電話費的款項，是否可合併製單？
答：原則上可合併製單，但如果涉及繳款期限將屆，緊急案件，建議不
合併。
Q3、當年度公教人員退休，請問編製付款憑單時應注意事項？倘退休生
效日剛好遇例假日，若有優惠存款應如何處理？
答：
1、依臺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7 款規定，付款憑單上附
記事項欄必須填註核准退休文號及生效日期。當年度退休人員退休
金依規定在『退休生效日』發放，請機關(學校)配合於發放日前 5
日(不含假日)將付款憑單放行至財政稅務局。
2、退休生效日如遇例假日，各機關(學校)須委託金融機構作設定預約
劃帳方式於當日撥付，若因金融機構作業未能配合設定預約，則於
例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給。但優惠存款涉及退休人員權益，請單
獨編製付款憑單，最遲務必於退休生效日前二個上班日中午前放行
至財政稅務局。
Q4、付款憑單錯誤，經支用機關以傳真通知或公文向財政稅務局申請作
廢付款憑單，該付款憑單編號還可以使用嗎？
答：錯誤憑單經財政稅務局退件後，該憑單編號即可繼續使用。
Q5、機關學校的長官、會計異動，支付憑單簽證印鑑及自然人憑證申請
書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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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依臺南市市庫支付憑單線上簽核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更換印鑑及
自然人憑證應填寫臺南市市庫支付憑單簽證印鑑及自然人憑證申請
書，連同公文送達。
Q6、郵政劃撥是否可電匯?
答：可以，注意解款行名稱統一登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劃撥儲
金，解款行代碼為 7000010。

二、帳務處理
Q1、集中支付之一般公務預算或基金專戶辦理支出收回，其二者處理方
式有何區別？
答：收回當年度一般公務預算及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支出款項，應開立支
出收回書連同收回款項至金融機構繳回；另收回係基金專戶（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除外）之支出款項，應開立該基金專戶收入繳款書繳
回市庫。
Q2、至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開立支出收回書，找不到某筆歲出預算科目，
該如何處理？
答：
1、收回之歲出預算科目如為統籌科目，先至【新增常用功能】/【常用
機關設定】/【新增常用機關】，新增統籌機關代號，再至【新增常
用功能】/【常用預算科目】/【新增常用科目代號】
，點選加入預算
科目代號，再回表單製作開立支出收回書。
2、收回之歲出預算科目如為一般科目，請提供財政稅務局欲新增之預
算科目代碼及名稱，並留下姓名及電話，待新增後通知機關辦理。
Q3、機關於○月○日在○○農會繳入一筆支出收回，但支付對帳單為何
無顯示該筆支出收回明細？
答：依據支出收回書右上角銷帳編號，至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查詢銀行
銷帳情形：
1、顯示已繳費未銷帳，表示該款項業經金融機構收訖，但尚未將款項
解繳至臺灣銀行台南分行。
2、顯示已繳費已銷帳，表示該款項除經金融機構收訖外，並已解繳臺
灣銀行台南分行及完成銷帳手續，如當月對帳單仍未顯示該筆支出
收回明細，乃係金融機構之收訖日期，與解繳臺灣銀行台南分行之
銷帳日期跨不同月份所致。
Q4、開給廠商繳款書（支出收回書），要如何知道對方繳了沒？
答：可至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單據狀態明細查詢/收入繳款書（支出收
回書）
，輸入銷帳編號及製單日期查詢，查詢結果如有顯示繳費日
期，表示該筆收入業經廠商（民眾）繳納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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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支出收回科目錯誤該如何處理？
答：開立轉帳憑單送財政稅務局辦理轉正，其帳務處理方式係轉帳付方
（轉入）為錯帳科目，轉帳收方（轉出）為正確實支科目。
Q6、機關申請動支墊付案，應檢附那些資料？
答：機關申請動支墊付案，應於第一次動支時，檢附以下資料（加蓋與
正本相符），送財政稅務局建檔後動支。
1、屬緊急災害之動支：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5
點規定簽奉一層核准後動支函或簽呈影本。
2、中央或國營事業全額補(捐)助經費、補(捐)助經費無需墊付市配
合款者：由各機關簽報府一層核准後動支簽呈影本（加蓋與正本
相符）
。
3、補(捐)助經費需墊付市配合款且需辦理追加預算者：檢附議會同
意函、提案單及准予動支之簽呈影本各一份。
Q7、以前年度墊付案已經結案，但每個月支付對帳單仍然出現該筆墊付
案資料，該如何處理？
答：墊付案動支金額已全數辦理轉正，且核准餘額確定不再動支時，業
務單位應填報墊付款結案通知單送財政稅務局據以登錄結案。
Q8、業務單位動支尚未經主計處核定以前年度保留款，應檢附哪些資料？
答：業務單位動支未經主計處核定以前年度保留款，應於付款憑單放行
前，檢附紙本付款憑單、以前年度保留申請表（需經主辦會計人員
及機關長官核章）及審核後之憑證影本（需註明依合約或規定必須
支付）各一份，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送財政稅務局先行人工登
錄作業。

三、支票處理
Q1、市庫支票遺失該如何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16、17 點規定：
1、尚未兌付者，請先至臺灣銀行台南分行辦理支票掛失止付手續，已
辦妥掛失止付後，填具『市庫支票補發申請書』連同票據掛失止付
通知書向財政稅務局申請補發。
2、已兌付者，由於兌付支票時銀行會核對身分證，若有疑義請洽臺灣
銀行查詢。
Q2、市庫支票有字跡模糊不清、票面污損或發票日逾一年者應如何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19 點規定，市庫支票發票日逾一
年而未逾五年者，受款人得填具『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
，檢同原支
票向財政稅務局申請換發，財政稅務局視原支票狀況，必要時請受
款人提供經認可之證明或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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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市庫支票抬頭開錯了該怎麼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20 點規定：
1、未逾會計年度者，由原支用機關填具『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
，並重
新簽開付款憑單送財政稅務局辦理支付。
2、已逾會計年度無法辦理註銷重開者，由原支用機關填具『市庫支票
換發申請書』
，函請財政稅務局辦理換發。
Q4、逾發票日五年之市庫支票如何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24 點規定，發票日逾五年之未兌
付市庫支票應先辦理繳庫，已繳庫款項之受款人，在請求權時效未
消滅前，得請求返還，由繳款機關辦理收入退還。
Q5、市庫支票可否取消禁止背書轉讓，於何種情況下應一律於票面劃平
行線？
答：依「臺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第 15 點規定：市庫支票一律禁
止背書轉讓。另於下列情況下一律於票面劃平行線：
1、支票領取方式採郵寄者。
2、存入受款人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及受款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
構。
3、受款人為一般商民，且金額大於 50 萬元者。
Q6、退匯案件無法再重匯（如:禁止戶、受款人名稱變更、無其它帳戶可
匯款者）該如何處理？
答：該筆款項請以「支出收回」方式收回款項，再另行撥付；請將支出
收回書一式六聯函送財政稅務局，俾於函轉臺灣銀行台南分行辦理
繳庫。
Q7、如何使用查帳網頁？查帳網頁忘記密碼怎麼辦？
答：
1、請連結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網頁/財政業務/支付作業專區/支付匯
款狀態查詢，進入『庫款支付管理系統查帳入口網站』
，帳號請輸入
金融機構存款帳號。
2、倘若查帳網頁忘記密碼，請至上述查帳入口網站按忘記密碼→輸入
使用機關或受款人、使用者姓名、聯絡電話、帳號→傳送。本局重
設密碼後將由專人致電回復。
***付款憑單作廢止付通知書與補發、換發、註銷支票申請書請至本府公務
入口網\公務檔案區\財政專區下載。***

貳、出納作業
一、保管品
Q1、以設定質權定存單或保證書繳交履約(保固)保證金，是否需每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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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核對？
答：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55 點第 4 款規定，保管之票據、有價證券及其他
保管品等，應每月提供經奉核之存庫保管品專戶明細資料供採購或
業務相關單位勾稽，並由其將勾稽情形通知出納管理單位。
Q2、廠商以設定質權定存單或保證書繳納保證金，若採分期退還保證金
的方式，該如何處理?
答：若採分期退還方式繳納保證金者，則請廠商於設定質權時將定存單
或保證書分別依每期退還金額開立，以利分批退還。

二、專戶
Q1、每月銀行對帳單須由誰領取？
答：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10 點第 9 款規定，應由會計單位收轉(含網路下
載) 之銀行對帳單予出納單位。
Q2、出納繕打錯誤之支票，如何處理？
答：簽發支票如姓名、大小寫金額錯誤應即作廢，並加蓋『作廢』字樣，
重新簽發，不得塗改，並將作廢支票之票號剪下貼於支票領取證背
面，以利銀行銷號。其他各要項之記載如有更改，應於更改處簽蓋
存款機關全部原留印鑑。
Q3、每日登帳結束後，是否需核對各專戶餘額？還是每月產製差額解釋
表時再核對？
答：應於每日核對異動專戶餘額，以便即時發現錯誤，勿以每月對帳方
式，以免錯誤延遲發現。

三、所得稅扣繳
Q1、交通費若採按實報銷是否需併入薪資所得課稅？
答：依財政部 54 年台財稅發第 0190 號令規定，如具按實報銷性質免併
入薪資所得課稅。
Q2、目前個人扣繳憑單已不採紙本發放，若需紙本憑單該如何申請？
答：依所得稅法第 94-1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得免填發憑單予納稅義務人。故此，本府機關學校不主動寄發紙本
扣繳憑單；若有需求，可向各機關學校出納單位申請填發自取或電
洽郵寄。
Q3、強制休假補助費（國旅卡）、休假補助費(每日 600 元) 及不休假加
班費何者需併入所得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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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強制休假補助費（國旅卡）
、休假補助費(每日 600 元)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薪資所得及財政部 90 年 12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359 號令規定課徵所得稅；不休假加班費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
第 1 項第 3 類第 2 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
Q4、若由社團開立之領據，其金額包含活動人員之出席費等相關費用，
機關學校應如何列報所得？
答：應列單申報該領據總額為社團之其它所得；而領據中包含出席費等
相關應扣繳或免扣繳所得應由社團列單向國稅局申報。
Q5、機關學校代扣之各項稅款應於何時向金融機構繳納？
答：依所得稅法第 92 條規定，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於每月十
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繳稅額向金融機構繳清；屬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十日內向金融機構繳納。
Q6、年度之所得稅扣繳申報時間？
答：應於次年一月底前申報，遇例假日順延。若未依限申報，將依所得
稅法第 114 條規定，處以罰則。

四、薪資
Q、年終獎金及考績獎金是以何時薪資計算、應由何機關發給？
答：事涉人事業務權責，請逕洽機關人事單位洽詢。

五、保費
Q1、退撫金計費原則、繳納時間點？
答：
1、公務人員退休、離職、免職、停職、育嬰留職停薪，繳至生效日前
一日，但機關單位調動，以次月一日為加退保生效日，不做破月。(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84 年 10 月 16 日 84 台中業一字第
0007388 號函釋)
2、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按月撥繳
之基金費用，於當月十日前彙繳基金管理會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
Q2、公保費計費原則、繳納時間點？
答：
1、依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離職、免
職、停職，繳至生效日前一日，但機關單位調動，以到職日為加退
保生效日；另育嬰留職停薪者（1）選擇續保：須繳納自付部分保險
費，並得選擇按月或遞延繳納；
（2）選擇退保：停止繳納保險費
2、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9 條規定，當月之保險費於當月十五日前，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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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承保機關。
Q3、健保費計費原則、繳納時間點？
答：
1、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8 條及第 30 條規定，每月保費計繳與否，視
當月加退保日做決定(當月最後一日加退保者，其保費於舊單位繳
納，其餘時間加退保者，則於新單位繳納)；眷屬計費以 3 口為限，
本人加眷屬超過 4 人以上仍以 4 人計收。
2、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及第 35 條規定，投保單位應於次月底前
負責彙繳保險人，得寬限 15 日。
Q4、本府機關學校負擔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為何類所得？
答：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4 條規定，
『薪資所得』為機關學校負擔，其計
算公式:（薪資所得總額－其受雇者之投保金額總額）× 補充保險費
率（1.91％）
。
Q5、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扣取對象、繳納時點及逾期繳納之相關罰則？
答：
1、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 條及第 35 條規定，機關學校（單位）如有給
付民眾下列 6 項所得，應於給付時，按補充保險費率（1.91%）扣取
個人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彙繳健保署。

所得項目

說

明

全年累計超過 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不論是否低於 5,000
投保金額 4 倍 元，須全額扣取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
部分的獎金
兼職薪資所得 103/9/1 日前單次給付達 5,000 元
應按補充保險費
103/9/1 日起單次給付達 19,273 元 率（1.91%）扣取
104/7/1 日起單次給付達 20,008 元 補充保險費（二
106/1/1 日起單次給付達 21,009 元 代健保）。
執行業務收入 105/1/1 單次給付達 20,000 元
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
2、繳納時點：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得寛限 15 日。
3、逾期滯納金：屆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
納前 1 日止，每逾 1 日加徵其應納費額 0.1%之滯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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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扣費明細申報時點？
答：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 10 條規定，補充保險
費（二代健保）扣費明細申報可採下列方式擇一申報。
1、年度申報：扣費義務人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上一年度向保險對
象扣取之補充保險費，填報扣費明細，以電子媒體方式彙送健保署。
2、按月申報：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以電子媒體
方式彙送健保署。
Q7、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扣費證明單是否應由民眾申請才發給，扣費
證明單是否能抵稅？
答：
1、補充保險費扣費證明單由本府機關學校主動寄發無須申請。
2、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補充保險費也是健保費，可全額列為所得
稅的保險費列舉扣除額，不受二萬四千元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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