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稽核系列

☆ 獲經濟部「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支出憑證處理、經費動支核銷、憑證審核專班
由於經費核銷作業程序繁雜、責任重大、人員異動頻繁，為協助單位內部相關
作業之行政、主計、會計、出納、財物人員、稽核人員，確實依法取得憑證，審慎
辦理經費核銷，避免誤蹈法網，爰開辦本專班。
目標效益

授課對象

本專班針對：《支出憑證》、《經費核銷》二大專題，解析:支出憑證處理、結
報注意事項、憑證審核注意事項、歲入歲出注意事項、…等實務議題，為您彙整憑
證審核常見錯誤，以七十五大案例方式為您精闢剖析，歡迎秘書室、會計、出納、
總務、事務以及稽核人員參訓。
各政府機關、公立與私立學校、受政府補助團體法人之
秘書室、行政管理、會計、出納、總務、事務以及稽核人員

日期

課程特色
一、

憑證處理原則、憑證處理責任與風險管理

二、

經費申請之應注意事項及缺失

三、

支出憑證種類及結報應注意事項

四、

結報黏貼憑證應注意事項及缺失

五、

歲入歲出憑證審核應注意事項
 歲入方面
 歲出方面:人事費、業務費、出席費、稿費及審查費、講座鐘點費、國內(外)
出差旅費、補助委辦費、設備費

民國 108 年

六、
09 月 06 日
(五)
09:10-12:10
13:10-16:10

憑證審核常見錯誤-七十五大錯誤與案例
 案例 1.普通收據已有蓋店章另要蓋私章否？同一店家收據之店章有數枚形式
要一樣嗎？收據或發票數量、單價一定要寫嗎？可否以「一式」表達？
 案例 2.統一發票無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如何處理？買受機關應全名或可
簡稱記明就可？收銀機或計算機開立之統一發票無買受機關統一編號及購買
物品僅有代號應如何處理？電子發票一段時間容易模糊如何處理？
 案例 3.請付款時若未能即時取得對方單據，應如何辦理該支出憑證作業？
 案例 4.工程案延宕 10 年，且承辦人員更換數人，待結案欲付工程款時，現
任承辦人員始發現工程合約書遺失，致無法檢附合約副本抄本，如何結案？
 案例 5.未及於年度關帳前辦理經費結報，得否報支？
 案例 6.廠商開立 105 年度發票，惟業務單位因故延遲於 106 年 3 月方行辦理
請款作業，是否需請廠商改開立 106 年度發票供機關報支？
 案例 7.會計年度終了，會計部門於通知機關內部各單位於次年 1 月 15 日前
完成各項案件結報事宜時，得否要求將日期仍載為當年度之日期？

 案例 8.以郵局劃撥的方式繳款，郵局的繳款回聯「郵政劃撥儲金存款收據」
是否可視為合法的支出憑證？
 案例 9 子女教育補助費申請表上，主會計人員是否需予審核？
 案例 10.育嬰留職停薪期間，可否申請結婚、生育及子女教育補助？
 案例 11.主管人員兼任其他機關主管職務者支領主管職務加給及兼職費？
 案例 12.奉派出差期間可否請領加班費？
 案例 13.年度中因職務調動致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減少者，其未
休假加班費應如何計算？
 案例 14.「兼職(任)」與「兼辦」之費用報支差異？兼職人員支有報酬得否
另支給交通費？
 案例 15.鄉鎮市民代表會兼任人事管理員(會計員)，得否支領主管職務加給？
 案例 16.機關首長因公致贈禮品或宴請貴賓時，是否得免附名單？有無上限？
 案例 17.有關機關首長之職務出缺，其代理人列支特別費規定？
 案例 18.文康活動經費支給形式那些？ 臨時人員得否編列文康活動費？
 案例 19.鄉長以私人車輛作為公務使用，其油料及相關費用可於預算內報支？
 案例 20.機關自行辦理教育訓練所需之費用，可否列支「教育訓練費」？
 案例 21.除編列機關首長特別費外，另於所屬特別收入基金編列公共關係費
是否合宜？
 案例 22.辦理親子活動應由那個科目列支?是否應屬文康活動經費？
 案例 23.機關罰款若經認定有人為疏失，於行政處分後，是否仍得由機關相
關經費支應部分或全部罰款？
 案例 24.補助機關人員參加受補助機關採購評選會議得否支領出席費？
 案例 25.邀請之學者專家未出席會議，以提供書面資料代替，可否領出席
費？邀請之學者專家未能出席會議，其指派之代理人可否領出席費？
 案例 26.依最有利標邀請評選會議之專家學者可否同時領取審查費及出席
費？會議因人數不足流會，可否支給出席費？
 案例 27.調解委員會委員出席調解會議時究應支給出席費或兼職費？ 各級都
市計畫委員會，其外聘委員究應支給出席費或兼職費？
 案例 28.學校教師，受教育局委託撰稿等可否支給稿費？
 案例 29.謄稿工作，可以稿費名義支給？講座、專題演講人員支有報酬得否
另支給差旅費？
 案例 30.受委託辦理訓練，講座由受委託機關內部人員擔任可支給鐘點費？
 案例 31.某機關邀請甲講師講授課程，該機關支付甲講師講座鐘點費及教材
費(稿費)，其中該機關支付甲講師教材費(稿費)是否妥適?
 案例 32.鐵路局語音訂票及郵局代售火車票所收取之手續費可否一併報支？
以手機票證搭乘台灣高速鐵路如何取據之購票證明核消經費？

 案例 33.工作地點在南部，而至北部參加陞遷甄選，可否申請出差旅費？個
人受獎或代表單位受獎時，可否報支差旅費？
 案例 34.代表機關參加各項競賽活動，是否得以公差登記並報支差旅費？
 案例 35.甲君服務於彰化市 A 機關，住家位於彰化市，某日因公奉派至高雄
出差，甲君當日自住家前往台中高鐵站搭乘高鐵。甲君是否得於差旅費所列
由台中至高雄高鐵車票?
 案例 36.甲君服務於板橋區 A 機關，某日奉派至八里區辦理公務，甲君當日
搭乘計程車前往八里區。甲君是否得於差旅費所列交通費項下報支計程車費?
 案例 37.甲君服務於 A 機關，於某年 12 月 20 日因公奉派至台東出差，因年
底業務較為繁重，遂遺忘報支差旅費。當想起要辦理報支差旅費時已為次年
2 月 2 日。此時出差所屬年度已結束，經費亦停止使用，此時，甲君得否申
請該筆差旅費?
 案例 38.國外出差，若於核准差假日內，無法訂到返國機票而因此延返回國
時間，則延返期間可否延長差假及支領其生活費？
 案例 39.國外出差延返且非從出差地回國，交通費應如何報支？
 案例 40.出國時如有一日內跨越兩地區或兩地區以上者，其生活費應以何地
為計算基準？
 案例 41.赴國外考察，費用係委託旅行社代辦，相關出差旅費如何報支？
 案例 42.實施校務基金制度之學校接受公務機關之委辦計畫，其結餘款及計
畫經費所孳生利息，是否繳回國庫？
 案例 43.縣市政府對民間團體之補助，可否包括公司營利事業單位辦理之教
育訓練事項且有無限制問題？未經立案之民間團體可予以補助？
 案例 44.對民間團體之小額補（捐）助款，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
費，可否由機關訂定內規或簽報機關首長核定無需按補助比例繳回？
 案例 45.超過編列基準規定之首長座車，超額部分可由首長無條件支付？
 案例 46.指定予機關購置特殊用途車輛之捐款或外募款項，可由機關購車？
 案例 47.首長座車未達汰換年限，因不堪使用，得暫租公務車輛以應業務？
 案例 48.某機關為辦理「OO 橋新建工程」以工程管理費雇用臨時技術人員甲
君，某日奉派出席 OO 部於台中市召開補助地區重大工程執行檢討會。甲君認
為上開會議包含該機關多項工程，且其為機關出席代表之一，主張以機關業
務費支應其差旅費，不應由工程管理費支應。應由何科目支應較妥適？
 案例 49.電腦防火牆採租賃方式分期付款，期滿防火牆歸承租人所有，其經
費應由資本門 或經常門支應？
 案例 50.機關辦理工程採購，可否無預算即先決標，或任意挪用預算？預算
未完成立法程序前，如何辦理開標？
 案例 51.機關如有辦理履約期間跨越多年度之採購需要，如何辦理招標？
 案例 52.支出與預算科目用途不符案例

 案例 53.受款人與發票開立人不符案例
 案例 54.偽填發票商品詐領公款案例
 案例 55.虛開收據假報銷案例
 案例 56.變造待遇給與清冊，不法詐取財物
 案例 57.假冒他人名義獲取薪資案例
 案例 58.虛報狗飼料數量及價格案例
 案例 59.觀護人詐領旅費案例
 案例 60.補助對象與計畫不符案例
 案例 61.長照服務對象已死亡或重複接受補助案例
 案例 62.「企業社」開立假收據販售果盆、花籃案例
 案例 63.侵占繳回款、重複報支及更改受款人案例
 案例 64.以福利社租用影印機，按使用張數付費，卻以影印紙及碳粉金額核
銷，並由福利社勾取福利金
 案例 65.索取假進貨收據詐領公款案例
 案例 66.虛報團費之考察旅費案例
 案例 67.搭乘公務車出差虛報交通費
 案例 68.重複支領子女教育補助費案例
 案例 69.老人長期照顧中心詐領補助款案
 案例 70.里長採購辦公設備賺價差案例
 案例 71.路燈修繕開口契約，卻再以小額採購辦理採購案例
 案例 72.工程無預算動支老舊及受損橋梁整建經費案例
 案例 73.咖啡館分批裝修之案例
 案例 74.景觀工程虛編數量之案例
 案例 75.抽水機驗收紀錄不實案例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07 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 2 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步行 3-5 分鐘

上課地點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
【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
，敬請體諒與自行上官網查看研訓地點
 請您收到「E-Mail 給您之上課證與上課地點地圖」信件，務必回覆我們，並列印「上課證」為您出席之依據

專業認證

 本訓練機構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
「勞動部 TTQS」核可認證之訓練機構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經濟部」規定全程參與登錄：公務人員、景觀師、學習護照等積分時數

授課對象

講師資歷

 各政府機關、公立與私立學校、受政府補助團體法人之秘書室、會計、出納、總務、事務以及稽核人員
 稅捐處稅務員
 審計部暨所屬審計處室

支出憑證處理、經費動支核銷、憑證審核專班 【 開 課 日 : 0 9

月 0 6 日】Y 2 0 1 9 0 9 0 6 B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15 謝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 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機關/公司：

電話：（

通訊地址：

部門：

）

分機

傳真：（

V 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報名者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登錄積分-□公務人員/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不需要
團體聯絡人姓名：
發票統一編號: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電話：

E-mail：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早鳥價】民 108 年 09/01 前報名與繳費□一個人 3700 元
課程定價 民 108 年 09/02 起報名與繳費□4000 元/人

□2-4 人團報 3500 元/人

□5 人以上團報 3200 元/每人

＊請勿扣除匯款或轉帳之手續費＊【Y20190906B】

☆課程當天現場領取【發票、參訓證書】以利學員全程出席與經費核銷作業 ☆為保留您的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支票繳費、課後繳費☆

ATM 轉帳/網路 ATM/臨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來電 02-23628111 聯繫以確認報名成功
繳費
方式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 008，帳號 112-10-111270-7 戶名: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2822-167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與訂購講義；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報名須知與約定】 請您詳細閱讀報名資訊，確認您行程，同意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報名
須知

1.【開課通知】:開課前將Email 寄發上課證(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來電連繫。
2.【課程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更換場地、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參與人員個資，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照相、錄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財權與個資法之行為。
4.【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
行政作業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因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學習之研討活動，且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
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成，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不受理【退費】、【更換課程】
及【更換講座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研訓
地點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07 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 2 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步行 3-5 分鐘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
【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
，敬請體諒與自行上官網查看研訓地點
 請您收到「E-Mail 給您之上課證與上課地點地圖」信件，務必回覆我們，並列印「上課證」為您出席之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網銀 ATM 轉帳，請您提供轉出日期:

月

日帳號末五碼【

】轉帳金額 【

元】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更多精采課程，請掃 QR code】 ◆傳真：02-2362-0111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15 謝小姐為您服務

監辦稽核系列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2019 主計、會計、政風人員專班採購監辦最新修法與實務作業
因應《政府採購法》於民國 108 年 4 月份增修條文，《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相關子法》
亦陸續修正與公告。針對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主計人員、會計人員，以及政風、監
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能夠依據 2019 年政府採購最新修法所延伸之監辦最新修法，依
目標效益 循最新公告監辦函釋辦理採購監辦作業，清楚了解採購監辦變革與作業調整，為您一一解析各階
段監辦重點，包含「採購立案之監辦重點、開標比價議價之監辦重點、決標階段之監辦重點、履
約階段之監辦重點、驗收階段之監辦重點」
，落實內部審核，執行監辦職責，歡迎您報名參加【2019
主計、會計、政風人員專班】。
一、 2019 採購監辦最新修法-

主(會)計、政風、監辦有哪些作業調整
 監辦作業調整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四、 決標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解析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機關處理標價偏低之稽核缺失
 廠商標價錯誤可以更正
 減價程序容易洩密情形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

 高於底價標價相同之監辦缺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低於底價標價相同之監辦缺失

 最有利標決標

 廠商願以底價承作之監辦缺失

 停權處分與作業

 機關底價訂定錯誤如何處置
五、 履約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解析

二、 採購立案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

民國 108 年
09 月 12 日
(四)
09:10-12:10
13:10-16:10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分期估驗與分段驗收傻傻分不清楚

 採購類型歸類錯誤之影響

 變更契約程序之稽核及監辦缺失

 如何判斷分批與分別辦理

 因履約標的項目數量有增減時之稽核缺失

 如何分辨資格限制
 如何分辨規格限制
三、 開標比價議價階段-2019 監辦重點

六、 驗收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解析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履約管理單位之履約成果確認職責
 主驗人員之驗收職責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會驗、協驗、監驗人員之角色扮演

 投標廠商未附應繳文件可否補正

 驗收後發現不符契約規定之處理

 廢標後重行招標的處置

 廠商未依契約履約，涉及規格品質之處理

 重大異常關聯、圍標之監辦處置
 洩漏底價之預防?監辦如何協助
 底價訂定之缺失

 廠商未依契約履約，涉及履約期限之處理
 逾期違約金之監辦要領
 工程採購查驗驗收之特別程序
七、 主計會計監辦人員 2019 年應行注意事項

 評選中廠商更改文件之缺失

 稽核結果指涉缺失應如何處理

 如何認定採購之偽造變造文件

 監辦人員的心態
 實地、書面、不派員監辦之差異
 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驗收以外要參與
 程序、實質之取捨
 主(會)計、監辦人員要如何保護自己

講師資歷

上課地點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兼任稽查員
 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稽查員、新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稽核委員、擔任採購監辦近廿年經驗
 暫訂-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07 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 2 號出口，往銘傳國小基隆路步行 3-5 分鐘
 地點將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敬請體諒。
【官網於當週公告上課地點】
，請您列印「E-Mail 上課證」為您出席依據

2019 主計、會計、政風人員專班-採購監辦最新修法與實務作業 上課日:09 月 12 日(四)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15 謝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機關/公司：

電話：（

通訊地址：

部門：

）

分機

傳真：（

V 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

更多精彩課程，請掃描 QR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報名者

登錄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

□不需要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發票統一編號:

電話：

@

E-mail：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中秋特惠價 民 108 年 09/08 前報名繳費□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個人 3500 元/人 □2-3 人團體報名 3300 元/每人 □4 人以上團報 32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民 108 年 09/09 起報名與繳費□ 3900 元/人

＊請勿扣除匯款或轉帳之手續費＊【Y20190912A】

【註】：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ATM 轉帳/臨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請您務必來電 02-23628111 聯繫以確認報名成功
繳費
方式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 008，帳號 112-10-111270-7 戶名: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2822-167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講座活動報名須知與約定】 請您詳細閱讀報名資訊，確認您行程，同意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報名
須知

1.【開課通知】:開課前將Email 寄發上課證(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來電連繫。
2.【課程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更換場地、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參與人員個資，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照相、錄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財權與個資法之行為。
4.【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行政作業
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因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學習之研討活動，且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
成，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不受理【退費】、【更換課程】及【更換講座時間】。繳費後
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繳費單據黏貼處
網路銀行 ATM 轉帳，請您提供轉出日期:

月

日帳號末五碼【

】轉帳金額 【

元】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更多精采課程，請掃 QR code】 ◆傳真：02-2362-0111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劉管理師為您服務

【 感 謝 有 你 ! 中 華 國 土 建 設 人 才 育 成 中 心 - 邁 向 第 十 五 年 】

監辦稽核系列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監辦人員擔任監視機關辦理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作業是否符合採購法規定與程
序之責，為協助各政府機關與公私立學校之主計、會計、政風、監辦人員熟悉監辦作業，釐清執
行疑義，掌握監辦要領，爰開辦本專班。
為依據 2019 年政府採購最新修法所延伸之監辦作業修法，依循最新公告監辦函釋辦理採購
目標效益
監辦作業，清楚了解採購監辦變革與作業調整，為您一一解析採購各階段監辦重點:立案之監辦重
點、開標比價議價之監辦重點、決標之監辦重點、履約之監辦重點、驗收之監辦重點，落實內部
審核，正確執行監辦職責，歡迎您報名參加【高雄班-主計、會計、政風、監辦人員-如何正確監
辦採購、如何正確監辦驗收】。
一、 2019 年採購監辦最新修法-

主(會)計、政風、監辦有哪些作業調整
 監辦作業調整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最有利標決標
 停權處分與作業
二、 採購立案之監辦重點與缺失案例
民國 108 年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採購類型歸類錯誤之影響

09 月 27 日

 如何判斷分批與分別辦理

(五)

 如何分辨資格限制

09:30-12:00

 如何分辨規格限制

13:00-16:30

三、 開標比價議價之監辦重點與案例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投標廠商未附應繳文件可否補正
 廢標後重行招標的處置
 重大異常關聯、圍標之監辦處置
 洩漏底價之預防?監辦如何協助

四、 決標之監辦重點與缺失案例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機關處理標價偏低之稽核缺失
 廠商標價錯誤可以更正
 減價程序容易洩密情形
 高於底價標價相同之監辦缺失
 低於底價標價相同之監辦缺失
 廠商願以底價承作之監辦缺失
 機關底價訂定錯誤如何處置
五、 履約之監辦重點與缺失案例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分期估驗與分段驗收傻傻分不清楚
 變更契約程序之稽核及監辦缺失
 因履約標的項目數量有增減時之稽核缺失
六、 驗收之監辦重點與缺失案例解析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履約管理單位之履約成果確認職責
 主驗人員之驗收職責
 會驗、協驗、監驗人員之角色扮演
 驗收後發現不符契約規定之處理
 廠商未依契約履約，涉及規格品質之處理
 廠商未依契約履約，涉及履約期限之處理
 逾期違約金之監辦要領
 工程採購查驗驗收之特別程序
七、 主計會計監辦人員 2019 年應行注意事項

 底價訂定之缺失

 稽核結果指涉缺失應如何處理

 評選中廠商更改文件之缺失

 監辦人員的心態

 如何認定採購之偽造變造文件

 實地、書面、不派員監辦之差異
 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驗收以外要參與
 程序、實質之取捨
 主(會)計、監辦人員要如何保護自己

講師資歷

 為您禮聘採購監辦金牌師資、學員指定就是要聽他的課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兼任稽查員、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稽查員、新北市採購稽核小組稽核委員

上課地點

 暫定高雄教育中心/高雄市前金區中正四路 215 號 3 樓/高雄捷運(橘線- O4)市議會站 2 號出口，合作金庫銀行對面。
 地點可能因報名人數於高雄市區作合宜調整，請您瞭解與體諒，敬請列印「E-Mail 給您之上課證」為出席依據地點。

上課日:09 月 27 日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劉管理師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報名信箱：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機關/公司：

電話：（

通訊地址：

部門：

）

分機

傳真：（

V 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

更多精彩課程，請掃描 QR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報名者

登錄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

□不需要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發票統一編號:

電話：

@

E-mail：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早鳥優惠價 民 108 年 09/20 前報名繳費□個人 3600 元/人

□2-5 人團體報名 3300 元/每人 □6 人以上團報 31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民 108 年 09/21 起報名與繳費□3900 元/人

＊請勿扣除匯款或轉帳之手續費＊【Y20190927A】

【註】：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ATM 轉帳/臨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請您務必來電 02-23628111 聯繫以確認報名成功
繳費
方式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 008，帳號 112-10-111270-7 戶名: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2822-167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講座活動報名須知與約定】 請您詳細閱讀報名資訊，確認您行程，同意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報名
須知

1.【開課通知】:開課前將Email 寄發上課證(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來電連繫。
2.【課程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更換場地、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參與人員個資，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照相、錄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財權與個資法之行為。
4.【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行政作業
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因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學習之研討活動，且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
成，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不受理【退費】、【更換課程】及【更換講座時間】。繳費後
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繳費單據黏貼處
網路銀行 ATM 轉帳，請您提供轉出日期:

月

日帳號末五碼【

】轉帳金額 【

元】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更多精采課程，請掃 QR code】 ◆傳真：02-2362-0111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劉管理師為您服務

【 感 謝 有 您 ! 中 華 國 土 建 設 人 才 育 成 中 心 - 邁 向 第 十 五 年 】

財務稅務扣繳系列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感 謝 有 您 【 中 華 國 土 建 設 人 才 育 成 中 心 - 邁 向 第 十 五 年 】

民 108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申報實務
因應民國 108 年(2019)財政部與國稅局年度發佈公告之扣繳新制與相關解釋函令，【民
108 年度各類所得扣繳申報專班】，為您解析:各類所得扣繳、薪資所得扣繳、機關學校團體

目標效益

之特殊所得扣繳、補助扣繳、獎金扣繳、健康檢查費扣繳、禮品扣繳、利息扣繳、權利金扣
繳、捐贈扣繳、未填報、未申報…等扣繳辦理時經常遇到之問題與錯誤。竭誠歡迎財務、會
計、出納、扣繳部門人員前來上課參訓，歡迎攜帶您的問題前來與講師面對面解答您的疑惑。

執行業務所得扣(免)繳憑單漏未註明執業業別?
二、 其他所得(92 其他) 憑單漏未填報細項?
三、 未依限填報?未據實申報?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
四、 未依規定扣繳稅款之處罰?
五、 已扣繳而未依規定時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
六、 購買貨物需要扣繳稅款嗎？
七、 購買勞務需要扣繳稅款嗎？
八、 有哪些付款需要扣繳？未扣繳之處罰？
九、 哪些所得需要扣繳?
十、 哪些所得不需要扣繳?
十一、 不同所得有哪些不同扣繳規定?不同所得之扣繳率為何？
十二、 特殊扣繳率之規定為何?如何申請？
十三、 免扣繳所得是否需列單申報?
十四、 機關或學校給予之研究獎勵或補助應辦理扣繳?
十五、 應扣繳稅款很小，也需要辦理扣繳嗎?
十六、 執行業務所得應如何辦理扣繳？
十七、 薪資所得扣繳率?配偶?扶養親屬?
十八、 給付給個人的款項有哪些需要申報為薪資所得【50】?
十九、 各種補助、獎金、分配實物等需申報為薪資所得?
二十、 伙食費、加班費、一次領取等需申報為薪資所得?
二十一、 補助健康檢查、補助醫藥費、旅遊補助等需申報為薪資所得?
二十二、 獎金、生日禮券、禮品是薪資所得?需要扣繳?
二十三、 執行業務所得【9B】與薪資所得【50】有何差異?
二十四、 依勞動法令給付之所得?免稅?
二十五、 建築師設計費之扣繳?
二十六、 上課鐘點費?講演鐘點費?有何不同扣繳規定?
二十七、 利息所得之扣繳?
二十八、 租賃與權利金之扣繳?
二十九、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金之扣繳?
三十、 職工福利委員會補助之扣繳?
三十一、 公司機關團體捐贈之扣繳?
一、

民國 108 年
09 月 20 日(五)
09:10-12:10
13:10-16:10

講師資歷
上課地點

專業認證

 本中心特聘財稅專業講座/財政部臺北國稅局/資深會計師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07 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 2 號，銘傳國小基隆路方向 3-5 分鐘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體諒與上官網查看確認
 本訓練機構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勞動部 TTQS」核可認證之訓練機構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經濟部」規定全程參與登錄：公務人員、景觀師、學習護照等積分時數

感謝有你【中華國土建設人才育成中心-邁向第十五年】

民 108 年度各類所得扣繳申報實務

( 上 課 日 : 0 9 月 2 0 日 )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劉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機關/公司：

電話：（

部門：

）

通訊地址：

分機

傳真：（

V 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

歡迎下載電子檔報名表-官網 WWW.CLPTC.COM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報名者

餐點

葷

素

葷

素

登錄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

□不需要 □免費，需要全程參與/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電話：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早鳥價 民國 108 年 09/15 前報名與繳費

@

E-mail：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 個人 3600 元/人 □2-4 人團報 3400 元/每人 □5 人以上團報 32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民國 108 年 09/16 起報名與繳費 □ 3900/人

【Y20190920B】

【註】：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ATM 轉帳/臨櫃匯款 請您繳費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請您務必來電 02-23628111 聯繫以確認報名成功
繳費
方式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 008，帳號 112-10-111270-7 戶名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2822-167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報名須知與約定】請您詳細閱讀與確認行程過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報名
須知

1.開課前將 Email 寄發上課通知證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您來電連繫。
2.本主辦單位擁有「課程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為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錄影。
4.無法出席之退費說明：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行政作業費。
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因相關
採購作業與客製需求皆已完成，恕不受理退費、更換班別及更換課程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
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研訓
地點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07 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 2 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方向，步行約 3 至 5 分鐘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上網確認☆請列印「E-Mail 給您之上課證」為出席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網路銀行 ATM 轉帳，請提供轉帳日期

月

日 轉出帳號末五碼【

】轉出金額

元

【更多精采課程 QR code】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請您務必來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報名信箱：CLPTC@CLPTC.COM ◆傳真 02-2362-0111◆電話 02-2362-8111 分機 23 劉管理師

監辦稽核系列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臺中班】
2019 採購監辦最新修法-主計、會計、政風專班

目標效益

因應《政府採購法》於民國 108 年 4 月份增修條文，《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相關子法》
亦陸續修正與公告。本次特規劃臺中採購監辦專班，針對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主
計人員、會計人員，以及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依據 2019 年政府採購最新
修法、最新公告監辦函釋辦理採購監辦作業，清楚採購監辦作業變革與作業調整，一一釐清採
購各階段監辦重點，包含「採購立案之監辦重點、開標比價議價之監辦重點、決標階段之監辦
重點、履約階段之監辦重點、驗收階段之監辦重點」，落實「內部審核與確保機關權益」，透
過採購監辦程序發掘貪瀆不法，歡迎報名參訓【2019 採購監辦最新修法-主計、會計、政風專班】
。
一、 2019 政府採購法最新修法-

主(會)計、政風、監辦相關作業調整
 監辦採購作業調整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四、 決標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解析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機關處理標價偏低之稽核缺失
 廠商標價錯誤可以更正
 減價程序容易洩密情形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

 高於底價標價相同之監辦缺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低於底價標價相同之監辦缺失

 最有利標決標

 廠商願以底價承作之監辦缺失

 停權處分與作業

 機關底價訂定錯誤如何處置
五、 履約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解析

二、 採購立案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

民國 108 年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分期估驗與分段驗收傻傻分不清楚

 採購類型歸類錯誤之影響

 變更契約程序之稽核及監辦缺失

 如何判斷分批與分別辦理

 因履約標的項目數量有增減時之稽核缺失

08 月 23 日(五)

 如何分辨資格限制

09:30-12:00

 如何分辨規格限制

13:00-16:30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三、 開標比價議價階段-2019 監辦重點

六、 驗收階段-2019 監辦重點與案例解析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履約管理單位之履約成果確認職責
 主驗人員之驗收職責

 監辦缺失及稽核查察缺失

 會驗、協驗、監驗人員之角色扮演

 投標廠商未附應繳文件可否補正

 驗收後發現不符契約規定之處理

 廢標後重行招標的處置

 廠商未依契約履約，涉及規格品質之處理

 重大異常關聯、圍標之監辦處置
 洩漏底價之預防?監辦如何協助
 底價訂定之缺失

 廠商未依契約履約，涉及履約期限之處理
 逾期違約金之監辦要領
 工程採購查驗驗收之特別程序
七、 主計會計監辦人員 2019 年應行注意事項

 評選中廠商更改文件之缺失

 稽核結果指涉缺失應如何處理

 如何認定採購之偽造變造文件

 監辦人員的心態
 實地、書面、不派員監辦之差異
 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驗收以外要參與
 程序、實質之取捨
 主(會)計、監辦人員要如何保護自己

講師資歷

上課地點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兼任稽查員
 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稽查員、新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稽核委員、擔任採購監辦人員近廿年經驗
 暫訂-中華電信學院臺中所「綜合大樓」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 658 號 /臺中市黎明國小對面/高鐵臺中站轉乘公車，4 站抵達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臺中市區調整，
【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
，敬請體諒。請列印「E-Mail 上課證」為出席依據

【臺中班】2019 採購監辦最新修法-主計、會計、政風專班

上課日:08 月 23 日(五)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15 謝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機關/公司：

電話：（

通訊地址：

部門：

）

分機

V 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傳真：（

）

更多精彩課程，請掃描 QR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報名者

登錄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

□不需要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電話：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早鳥優惠 民 108 年 08/18 前報名與繳費

@

E-mail：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 個人 3800 元/人 □2-5 人團體報名 3600 元/每人 □6 人以上團報 33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民 108 年 08/19 起報名與繳費□ 4100 元/人 ＊請勿扣除匯款或轉帳之手續費＊【Y20190823B】
【註】：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ATM 轉帳/臨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請您務必來電 02-23628111 聯繫以確認報名成功
繳費
方式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 008，帳號 112-10-112020-6 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2474-001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講座活動報名須知與約定】 請您詳細閱讀報名資訊，確認您行程，同意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報名
須知

1.【開課通知】:開課前將Email 寄發上課證(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來電連繫。
2.【課程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更換場地、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參與人員個資，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照相、錄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財權與個資法之行為。
4.【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行政作業
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因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學習之研討活動，且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業與客製需求均已
完成，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不受理【退費】、【更換課程】及【更換講座時間】。繳
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研訓
地點

 暫訂-中華電信學院臺中所「綜合大樓」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 658 號 /臺中市黎明國小對面/高鐵臺中站轉乘臺中公車，4 站可抵達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臺中市區調整，
【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
，敬請體諒。請列印「E-Mail 上課證」為出席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網路銀行 ATM 轉帳，請提供轉出帳號末五碼:【

】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傳真：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15 謝小姐

更多精彩課程，請掃描 Q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