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會計作業—所得稅及補充保費 

壹 、所得稅扣繳 

一、 所得定義及範圍參考用表 

 
 

所得 

名稱 

所得 

格式 
項目(範圍) 定義 

薪資所得 50 薪資、職工進修、節慶禮(賀)金、

健檢補助、子女教育補助費、講師

費、實驗費、鐘點費、出席費、工

作津貼、補助款、評審費、主持費、

引言費、工讀金、評論費、臨時工

資、生活費、調查費、諮詢費、訪

問費、校對費、顧問費、資料蒐集

費、教材編輯費、打字費、口譯費、

一般審查費（專案研究報告、課程

計畫及學報等審查）、審查費（一

般論文）、各項獎助學金（須提供

勞務者）、研究助理津貼、研究補

助費、年終獎金、考績獎金、各項

獎金等。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 

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

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

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

所得額。 

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

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

各種補助費。但為雇主之目的，

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

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

者，及依第四條規定免稅之項

目，不在此限。 

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自願提繳

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合計在

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不計

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年金

保險費部分，不適用第十七條有

關保險費扣除之規定。 
 

租賃所得 51 租賃房屋支出、租船費等。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類： 

凡以財產出租之租金所得。 
 

權利金 53 權利金等。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類： 

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

及各種特許權利，供他人使用而取得

之權利金所得。 
 

執行業務 

所得 

9A 建築師、律師、會計師等執行業

務。 

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1項： 

本法稱執行業務者，係指律師、會計

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

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

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

者。 
 

9B 1、畢業論文之指導費及學校教師

升等著作審查。 

2、翻譯審稿費【個人非基於顧傭

關係，而受託翻譯書籍出刊，或為

審核該文稿者】。 

3、稿費、版稅、樂譜(曲)【係指

出版或刊登於報章雜誌，包括圖

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 

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

漫畫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 

 



片、照片】。 

4、演講費（包括專題演講時之文

字講稿翻譯者之酬勞）（指聘請專

家、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所作之

專題演講）。 

 

競技競賽 

及機會中 

獎之獎金 

或給與 

91 競賽獎金或獎品、摸彩獎金或獎品 

(達 1,000元)等。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類：  

凡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及各種機會中獎

之獎金或給與皆屬之。 

其他所得 92 表演團體所取得之表演費、退休金

利息補助、退休老師宿舍補助金、

無統編之收據。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類：  

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 

免稅所得 無 各項依政府機關規定免稅獎學

金及助學金。 
 

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各項獎助學金無須提供勞務且學業及

操行成績達到一定標準者。 

博、碩士學位考試時，發給參與論

文口試教授或論文筆試閱卷教授

之「論文考試車馬費」。 

 

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款： 

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學術團體辦理各

種考試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學考

試，發給辦理試務工作人員之各種工作

費用。 

政府機關頒發運動比賽績優者獎

學金與教練獎勵金。 

 

財政部73.11.07台財稅第62667號函： 

運動比賽績優者獎學金與教練獎勵金

免稅。 

生活學習獎助金 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大專校院學生領取生活學習獎助金。 

生活補助費。 

 

財政部88.08.19台財稅第881937085號

函：獎助大陸研究生來台研究之生活補

助費免稅。 

註1：「定義」係為所得稅法之規定。 

註2：「項目」係彙編本校曾發生之費用名稱。 

註3：各類所得扣繳事宜因實務上態樣甚多，敬請依各項所得之定義參考使用，本室保留上述資料變

更之權利。 

  



二、 各類所得扣繳率簡表 

 

所得類別 
所得

格式 

所得稅率 

居住者 

（於一課稅年度在台灣地區居

留、停留合計滿 183天） 

非居住者 

（於一課稅年度居住未滿 183天之

大陸地區人民、外籍人士或雙重國

籍已被除籍者） 

薪資所得、兼職所

得或非每月給付薪

資 

50 
起扣點：每次給付額≧73,501元

扣 5% 

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

月基本工資 1.5倍以下者，按給付

額扣取：6%【備註】 

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

月基本工資 1.5倍以上者，按給付

額扣取：18%【備註】 

租賃所得 
51 

起扣點：每次給付額＞20 000元

扣 10% 
20% 

權利金 
53 

起扣點：每次給付額＞20 000元

扣 10% 
20% 

執行業務所得:建

築師、律師、會計

師等 

9A 
起扣點：每次給付額＞20 000元

扣 10% 
20% 

執行業務所得: 

稿費、演講費、版

稅、論文指導費、

教師升等著作審查

等 

9B 
起扣點：每次給付額＞20 000元

扣 10% 

1.每次給付額≦5,000元者免扣繳 

2.每次給付額超過 5,000元者扣取

20%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

獎之獎金或給與 
91 

起扣點：每次給付額＞20 000元

扣 10% 
20% 

其他所得 92 免扣繳 
個人：免扣繳 

營利事業：20% 

【備註】 

1. 居住者應扣繳稅額未超過新台幣 2,000元者，免予扣繳 

2. 非居住者演講費每次給付未達新台幣 5,000元者，得免予扣繳 

3. 行政院核定自 106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1,009 元。每月基本工資 1.5倍為 21,009

元 x1.5 =31,513.5元 

 

  



 

三、 所得扣繳應注意事項 

(一)、居住者無統一證號如何編碼： 

1. 大陸人士：第一位填 9，第 2位至第 7位填西元 

2. 出生年後兩位及月日各兩位 

例如：王先生 1985年 10月 1日出生，稅籍號碼為「9851001」。 

3. 外籍人士請填寫出生年月日+護照內英文姓名第一個字前 2位字母。 

例如：ROBERT LIZA DAVISON 出生日期 1942年 7月 12日，稅籍編號為「19420712RO」 

(二)、確認所得人身分及適用稅率： 

例如：從國外邀請外賓來校講學或演講者，其支領各項所得填寫身分證統一編號者，需

確認是否居留滿 183天，若承辦人未查證扣繳身分，經國稅局查獲，恐產生應補稅額及

罰款。 

(三)、參加競賽得獎再給予之獎勵為薪資所得：  

例如：本校籃球校隊參加全國大專院校比賽第一名，主辦單位大專體總給予第一名獎金；

本校再給予之獎勵金為薪資所得。 

(四)、演講鐘點費與授課鐘點費之區別： 

本校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

程，所發給之鐘點費，屬薪資所得。如果排定之講授課程名為專題演講，但因係在上課

場合為之，有上課之性質者,應與講演鐘點費有別，仍屬薪資所得。 

屬執行業務所得之講演鐘點費，指聘請專家、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所作之專題演

講。 

 

四、 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寄發： 

本室將於每年 3月 31日前依本校人事系統在職人員及學籍系統之在校學生，以電子郵件方式

寄發個人所得扣繳憑單。若個人有需要時，亦可逕向本室索取或寄發紙本扣繳憑單。 

 

 

 

  



 

貳、補充保險費扣繳 

補充保險費新知大探索 

◎健保法第31 條規定，第一類至第四類及第六類保險對象有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

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

收入等，應按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並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

保險人繳納。 

◎自105 年1 月1 日起補充保險費新規定事項，您不能不知！ 

(1)全面放寬補充保險費扣費標準，包括利息、股利、租金、執行業務收入，單筆扣費下限由5,000 元

提高至2 萬元。 

(2)補充保險費費率由2%調降為1.91%。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計收上下限彙整表 

所得

類別

代號 

計費項目 下 限 上 限 

62 

 

超過4個月投保 

金額的獎金 

 

無 

(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應全

數計收) 

 

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

額4倍後，超過的部分單次

以1,000萬元為限 

63 兼職薪資所得 102.1.1~103.8.31單次給付達5,000元 

103.9.1起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 

(1)103.9.1~104.6.30單次給付達19,273元 

(2)104.7.1起~單次給付達20,008元 

(3)106.1.1起~單次給付達21,009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

限 

65  執行業務收入 1.102.1.1單次給付達5,000元 

2.105.1.1起單次給付達20,000元 

66 股利所得 1. 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投保者： 

給付金額超過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部

分，102.1.1單次給付金額達5,000元； 

105.1.1起單次給付金額達20,000元 

1.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

投保者： 

  給付金額超過已列入投

保金額計算部分，單次給

付以1,000萬元為限 

2. 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投保者： 

102.1.1單次給付達5,000元； 

105.1.1起單次給付達20,000元 

2.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

分投保者：單次給付以

1,000萬元為限 

67 利息所得 1.102.1.1單次給付達5,000元 

2.105.1.1起單次給付達20,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

限 68 租金收入 
 

附註：104 年1 月1 日起，中低收入戶成員、中低收入老人、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及少年、領取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及符合本法第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領

取的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單次給付未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

本工資(104.1.1為19,273 元；104.7.1 為20,008 元；106.1.1為21,009元)，無需扣取個人的

補充保險費。 



二、補充保險費計收下限彙整表 

所得稅法所得

類別代號 

補充保險費所

得類別代號 
計費項目 下限 

補充保險費費

率 

50 62 

超過 4個月投

保金額的獎

金 

全年累計超過

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應全

數計收 

 

1.91% 

50 63 
兼職薪資所

得 

106年 1月 1

日起單次給付

21,009元 

9A、9B 65 
執行業務收

入 

20,000元 54C 66 股利所得 

50 67 利息所得 

51 68 租金收入 

 

三、本校給付屬「超個 4個月投保金額的獎金」者： 

1.年終獎金 

2.禮金 

3.教師節禮金 

4.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勵金 

 

四、免扣取補充保險費對象及項目 

 

免扣取對象 免扣費項目 證明文件 

無投保資格者 

6項所得(或收入)皆免扣取 

無投保資格者：主動告知後，由

扣費義務人向健保局確認 

第 5類被保險人(低收入戶)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的有效

低收入戶證明 

第 2類保險人 薪資所得 在職業工會投保的繳費證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

者(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

額) 執行業務收入 

投保單位出具證明 

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以

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 
在職業工會投保的繳費證明 

備註：非居住者屬無投保資格者，6項所得(或收入)皆免扣取。 

 

 

 

  



參、所得扣繳與補充保費扣繳範例 

以王大同教授支領論文指導費 24000元為例 

步驟一：付款申請單勾選併稅 

 
 

 

 

 

 

 

步驟二：點選下一步→輸入資料維護及預算科目，接著點選「所得支領表(併稅)」 

 

 

 

併稅處打勾 



步驟三：點選新增→輸入所得人基本資料 

 

 

 
 

 

 

步驟四：點選所得人身分別 

 

 

 

 

  

證號別 

0:本國個人 

1:公司行號機關團體 

3:滿 183 天外僑、大陸人民 

5:未滿 183天大陸人民 

6:大陸地區單位 

7:未滿 183天外僑 

9:未滿 183天且已除戶之本國個人 

 



步驟五： 

點選所得別欄位中「…」 

本例王大同教授為本國個人，出現的證號別為「0」 

 
 

選取所得別 

 

論文指導費屬稿費所得(9B

 

A123456789 王大同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王大同 A123456789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0 

0 



步驟六： 

輸入給付總額及稅額 

 

 

 
 

 補充保費固定費率 1.91%

於按儲存後自動出現扣

費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