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 經濟部艱困事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作業流程
申請流程
1.先到各商圈紓困站或指定地點，輸入統編查詢資格及確認是
否有領取勞工保險(1 萬~3 萬)、農保(1 萬)及漁保(1~3 萬)或其
他相關補助。若符合資格者，領取申請範列及申請書。
2.到所屬國稅局申請 108 年及 110 年國稅局銷售額證明。
3.參考範列填寫申請書後，攜帶公司大小章，及申請文件，至
各商圈紓困站或指定地點收件。
4.由各商圈紓困站或指派專人，協助線上申請。

需要文件
1.申請書（附件 1、範列 1）
。
2.108 年如 5 月(5~7 月)及 110 年如 5 月(5~7 月)營業額自結
報表（附件 3、範列 2）。
3.108 年及 110 年國稅局銷售額證明（範例 3）。
4.銀行存摺影本（範例 4）
5.公司大小章

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彙整
(如有任何誤繕 請依據最新公告為主)

附件一、申請書

申請書-範例1

經濟部辦理商業服務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艱困 事業
營業衝擊補貼申請書 申請編號：（專案辦公室填寫）
事業名稱

麻豆市場口碗粿國仔餐坊

□□□□□□（請填入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第一項或第二項營業項目）
※非以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第一項或第二項營業項目認定者，則須檢附
不用填寫，系統自動帶入。
分類代碼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
□□□□□□□□、□□□□□□□□
※請填寫公司完整且正確之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本補貼將自勞動部勞
投保單位保險證號
工保險局取得
110 年 4 月 30 日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就業保險投
“無”投保人數，只有負責人1人，不用填寫，系統自動帶入。
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及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進行勾稽。若無保險證號
者，其規模以一人計。
稅務行業標準

統一編號

40878082(必填)

稅籍編號

730450080(必填)

110 年5月營業額：9,500 元(必填，選擇5到7月其中一個月)

比 110 年 3 月至 4 月月平均營業額：
元減少達
%；或
比 108 年5月營業額：80,000元減少達88%(必填)

基
本
資
料
營業額減少達

50%之情形說
明，並請配合
提供證明文
件。

以下請擇一勾選，並依※所載內容檢查證明文件是否齊備
□110 年 5 月、6 月、7 月任 1 個月之營業額較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月
平均營業額減少達 50%。
※營業稅採用 401 或 403 報表之事業，需檢附：
1、申請時已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衰退月份及比較
月份之申報書；如於申報書中拆分單月營業額者，應於申報書
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2、申請時尚未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加蓋申請事業
大小章之統一發票明細表（附件二）及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申
報書。待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後，應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
提交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
403，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營業稅採用 405 書表之事業，需檢附：
1、最近一期 405 書表。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小規模營業人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需檢附：
1、最近一期免徵營業稅相關證明（如：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
明）。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營業稅採用 401 或 403 報表之事業，需檢附：
1、申請時已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衰退月份及比較
月份之申報書；於申報書中拆分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
小章。
2、申請時尚未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
統一發票明細表（附件二）及 108 年同月之申報書（拆 分單月營業額並加蓋
申請事業大小章）。待完成衰退月份營業 稅申報後，應於申報當月 22 日
前提交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
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營業稅採用 405 書表之事業，需檢附：
1、最近一期 405 書表。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小規模營業人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需檢附： 1、最近一
期免徵營業稅相關證明（如：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
明）。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負責人

姓名 蔡雅璇（負責人必填）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蔡雅璇（必填）
聯絡人

R220＊＊＊558（必填）

職稱

連絡
（06）633＊＊99
電話
行動 09＊＊36＊＊＊（必填）
電話

分機

（必填）Ray5---@gmail.com
Email 若無電子信箱可以找熟人的信箱幫忙收件

通過或補件會以這個信箱通知
事業聯絡地址 （必填）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號

匯款帳戶
（請附存摺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 （必填）第一銀行
戶名

（必填）蔡雅璇

是否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行業：█否

帳號 00762270＊＊＊0

□是，請附切結書(附件四)。

已申請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紓困補貼：█無

營業衝擊補貼款總
計

分行 麻豆分行

□有： （機關名稱）

新臺幣
（專案辦公室填寫）

元

聲
明
事
項

一、本事業瞭解本須知內容，願意受其拘束；並聲明所填附申請文件及資料皆屬實。
二、本事業同意
（一）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不得有以下情形：
1、離職員工人數達以下條件：
(1)僱用員工人數未滿 2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僱用員工人數 1/6。 (2)僱用員工人數 200 人以上未
滿 5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僱用員工人數 1/8。
(3)僱用員工人數 500 人以上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僱用員工人數 1/10。
2、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之艱困事業，於停業期間有按月給與員工薪資未達基 本工資之情形者，未
將補貼款按每人 3 萬元併同就業安定基金加發之 1 萬 元轉發給未達基本工資之員工。
3、有解散或歇業情事。
4、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紓困補貼。
5、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即受勞動主管機關裁處，且裁罰金額累計逾
50 萬元之情事。
6、屬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6 條之 1 規定公告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清冊之土地所有
權人，但不含屬閒置土地繼受人經認定於法定期間有積極建廠事實者。
7、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之新增未登記工廠。
（二）主辦單位（含委託執行單位）查調本事業及代表人最近財稅及勞動主管機關 等相關資料。
（三）不可有其他經濟部公告禁止之事項。
（四）補貼款匯入上述帳戶，即視同申請事業收到補貼款項。
（五）補貼款項均以匯款之方式撥付，匯款手續費由補貼款項中扣除。
（六）申請事業曾獲本部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而有應追回款項經通知限期繳回而未 繳回者，得暫不撥付
本須知所定補貼，並得自依本須知核准補貼款內扣抵應 追回款項後，再撥付餘款。
三、本事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得撤銷或廢止補貼，並追回已撥付款項：
（一）申請文件之內容不實。
（二）申請時尚未完成營業稅申報，完成申報後未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提交經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之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
蓋申請事業大小章)；或所提交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未
能證明營業額減少達 50%。
（三）未配合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之查核。
（四）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違反本須知伍、事業應遵行事項。
（五）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六）其他有不符合本須知規定之情事。 四、本事業同意提出可佐證申請本須知補貼之相關數據資料予經
濟部，並同意經濟部得
於去識別化後引用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五、本事業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
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致
經濟部涉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事業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律 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
一切費用。
六、同意主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蒐集、處理、利用本事業提交
申請資料之所載個人資料，以執行本須知規定之營業衝擊補貼。 七、本申請書提交時，視為同意上述聲
明。

範例 2 營業自結報表

範列 3-108 年國稅局銷售額證明

80,000

110 年國稅局銷售額證明

台南區國稅局服務地點
機關名稱

服務轄區

地址

新營分局

新營區、

(730203)臺南市新營區 06-6573111
民治路 36 號 2-4 樓

06-6335816

(704301)臺南市北區富 06-2220961
北街 7 號 1 樓、3-5 樓

06-2220964

d70i@ntbsa.gov.tw

(712001)臺南市新化區 06-5978211
中正路 588 號

06-5980251

d74i@ntbsa.gov.tw

(722205)臺南市佳里區 06-7230284
忠孝路 25 號 3-4 樓

06-7230424

d75i@ntbsa.gov.tw

(709042)臺南市安南區 06-2467780
安中路三段 139 號
2、3 樓

06-2467786

d71i@ntbsa.gov.tw

白河區、
鹽水區、
善化區、
後壁區、
東山區、
柳營區、
六甲區、
官田區、
下營區、
大內區
台南分局

東區、
南區、
北區、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d73i@ntbsa.gov.tw

中西區、
安平區
新化稽徵所

新化區、
新市區、
永康區、
仁德區、
歸仁區、
關廟區、
龍崎區、
左鎮區、
南化區、
楠西區、
玉井區、
山上區

佳里稽徵所

佳里區、
麻豆區、
學甲區、
北門區、
西港區、
七股區、
將軍區、
安定區

安南稽徵所

安南區

範例 4-銀行存摺影本

若一人商家，請備註

附件一、申請書

經濟部辦理商業服務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艱困
事業營業衝擊補貼申請書
申請編號：（專案辦公室填寫）
事業名稱
稅務行業標準
分類代碼

基
本
資
料

□□□□□□（請填入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第一項或第二項營業項目）
※非以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第一項或第二項營業項目認定者，則須檢附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投保單位保險 □□□□□□□□、□□□□□□□□、□□□□□□□□、
證號
□□□□□□□□、□□□□□□□□
※請填寫公司完整且正確之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本補貼將自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取得 110 年 4 月 30 日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就業保險投
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及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進行勾稽。若無保險證號
者，其規模以一人計。
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110 年
月營業額：
元
比 110 年 3 月至 4 月月平均營業額：
元減少達
%；或
比 108 年
月營業額：
元減少達
%
以下請擇一勾選，並依※所載內容檢查證明文件是否齊備
□110 年 5 月、6 月、7 月任 1 個月之營業額較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月
平均營業額減少達 50%。
※營業稅採用 401 或 403 報表之事業，需檢附：
1、申請時已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衰退月份及比較
月份之申報書；如於申報書中拆分單月營業額者，應於申報書
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2、申請時尚未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加蓋申請事業
大小章之統一發票明細表（附件二）及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申
營業額減少達
報書。待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後，應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
50%之情形說
提交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
明，並請配合
403，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提供證明文
※營業稅採用 405 書表之事業，需檢附：
件。
1、最近一期 405 書表。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小規模營業人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需檢附：
1、最近一期免徵營業稅相關證明（如：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
明）。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110 年 5 月、6 月、7 月任 1 個月之營業額較 108 年同月之營業額減
少達 50%。
※營業稅採用 401 或 403 報表之事業，需檢附：
1、申請時已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衰退月份及比較
月份之申報書；於申報書中拆分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
小章。

1

2、申請時尚未完成衰退月份營業稅申報者，應檢附加蓋申請事業
大小章之統一發票明細表（附件二）及 108 年同月之申報書（拆
分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待完成衰退月份營業
稅申報後，應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提交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
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營業稅採用 405 書表之事業，需檢附：

負責人

姓名
姓名
連絡
電話
聯絡人
行動
電話
Email
事業聯絡地址

1、最近一期 405 書表。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小規模營業人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需檢附： 1、最
近一期免徵營業稅相關證明（如：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
明）。
2、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身分證字號
職稱
（

）

金融機構名稱
（請附存摺影本）
戶名
是否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行業：□否
匯款帳戶

分機

分行
帳號
□是，請附切結書(附件四)。

已申請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紓困補貼：□無
□有： （機關名稱）
營業衝擊補貼款總
新臺幣
元
（專案辦公室填寫）
計
一、本事業瞭解本須知內容，願意受其拘束；並聲明所填附申請文件及資料皆屬實。
二、本事業同意
（一）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不得有以下情形：
1、離職員工人數達以下條件：
(1)僱用員工人數未滿 2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僱用員工人數 1/6。 (2)僱用
員工人數 200 人以上未滿 5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僱用員工人數 1/8。
聲
(3)僱用員工人數 500 人以上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僱用員工人數 1/10。
明
2、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之艱困事業，於停業期間有按月給與員工薪資未達基
事
本工資之情形者，未將補貼款按每人 3 萬元併同就業安定基金加發之 1 萬
項
元轉發給未達基本工資之員工。
3、有解散或歇業情事。
4、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紓困補貼。
5、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即受勞動主管機關裁處，且裁罰金額累計逾
50 萬元之情事。
6、屬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6 條之 1 規定公告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清冊之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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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但不含屬閒置土地繼受人經認定於法定期間有積極建廠事實者。
7、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之新增未登記工廠。
（二）主辦單位（含委託執行單位）查調本事業及代表人最近財稅及勞動主管機關
等相關資料。
（三）不可有其他經濟部公告禁止之事項。
（四）補貼款匯入上述帳戶，即視同申請事業收到補貼款項。
（五）補貼款項均以匯款之方式撥付，匯款手續費由補貼款項中扣除。
（六）申請事業曾獲本部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而有應追回款項經通知限期繳回而未
繳回者，得暫不撥付本須知所定補貼，並得自依本須知核准補貼款內扣抵應
追回款項後，再撥付餘款。
三、本事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得撤銷或廢止補貼，並追回已撥付款項：
（一）申請文件之內容不實。
（二）申請時尚未完成營業稅申報，完成申報後未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提交經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
蓋申請事業大小章)；或所提交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未
能證明營業額減少達 50%。
（三）未配合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之查核。
（四）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違反本須知伍、事業應遵行事項。
（五）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六）其他有不符合本須知規定之情事。 四、本事業同意提出可佐證申請本須知補
貼之相關數據資料予經濟部，並同意經濟部得
於去識別化後引用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五、本事業如有侵害第三人之
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致
經濟部涉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事業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律
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六、同意主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蒐集、處理、利用本事業提交
申請資料之所載個人資料，以執行本須知規定之營業衝擊補貼。 七、本申請書提
交時，視為同意上述聲明。

代表人：

（請蓋事業印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日

附件三、單月自結營收報表（405、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業名稱）

衰退前
民國

營業收入(新臺幣元)

年

月

衰退後

營業收入(新臺幣元)

民國 110 年

月

衰退比例

%

. 註 1:營業收入填寫方式
1. 衰退前
 與 110 年 3-4 月平均比較者：填 110 年 3-4 月之「合計營業額」
 與 108 年 5 月/6 月/7 月比較者：填 108 年 5 月/6 月/7 月之「單月營
業額」
2. 衰退後：填 110 年 5 月/6 月/7 月之「單月營業額」

註 2：本表所提營業數據及資料應屬實，若有不實，貴事業已聲明，
須返還已領取之本補貼款項。
代表人：

（請蓋事業印章）

中

華

民

國

1

1

年

0

14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