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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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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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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國小•名岡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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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國中•中平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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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峰高中•暨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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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家商•永平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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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江科技•僑光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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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經發局•新竹退休公教人員協會•羅東鎮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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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紀實動

歡迎健民國小 熱情參與

歡迎光正國小 熱情參與 01

02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發票故事
2017 年財政部印刷廠為使廉能、誠信等價值觀

向下紮根，於今年度特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政風

室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政風室合作，辦理廉政相

關議題的育樂營活動，邀請臺中市霧峰區光正國

小、臺中市大里區健民國小師生一起來參加「聯

合國反貪腐公約及發票故事尋寶趣」育樂營，運

用財政部印刷廠─臺灣印刷探索館之資源，將廉

政理念、相關議題融入解說導覽中，透過活動宣

導讓反貪腐的精神深植人心。

反貪不分你我他，廉能社會靠大家

校園、社會上充斥著貪腐誘因，廉政署一直以來

積極地推廣反貪腐精神，打造廉能政府、廉能家

園之願景，今年臺灣印刷探索館與其他政風單位

合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發票故事尋寶趣」活

動，是與為了推廣廉政署所頒佈之「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施行法」，而施行法的目的是為了讓臺灣

反貪腐執法精神與世界各國接軌，因此探索館運

用巧思，設計一系列的主題導覽及 DIY，透過趣

味性的導覽解說將國家稅務與反貪腐精神融入其

中，深入淺出的讓學子瞭解相關議題，對廉政宣

導及社會參與工作有很大的助益。

趣
～尋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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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廉能立體書，好印好玩好有趣

動動手，套色手工書任你玩

臺灣印刷探索館在這次的活動設計 4 大廉政活動

主題：特製大型廉政立體書─透過校園故事的導

讀，讓孩子們從活潑有趣的故事中學得廉能基礎

概念；古騰堡印刷機─印製活動專屬廉政標語版

畫，瞬間穿越時空成為歐洲小小印刷師；廉政

印刷魔幻世界體驗─利用特殊油墨印製有趣的圖

畫，呈現如變魔術般的印刷技術，將廉政的宣導

活動規劃的豐富有趣，從各項實際體驗中感受廉

政的核心價值。

除了提供有趣的導覽解說外，在半天的活動

中更設計 DIY 帶領小朋友動手體驗印刷的樂

趣，設計有關廉政意象的手工書封面，使用 2

色套色網版印刷，印製好封面後再教導孩子

們運用古法裝訂書籍的縫線方式，將屬於自

己的筆記本穿線完成，為整場活動畫下圓滿

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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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的祕密日記

統一發票，是一個時代的傳奇，也是一個世代的傳承，它在經濟發展的過程

中，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也為國家稅收提供有效的保障，因此有著不可抹滅

的重要地位。本期的封面故事，要帶領讀者跟隨著財政部印刷廠，一起走進

時光隧道，探索傳唱一甲子的統一發票歷程。

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為

加強各項稅收，鞏固財政基礎，因

此於民國 40 年 1 月 1 日正式發行

「統一發票」。根據規定，統一發

票上必須記載交易日期、消費品項

與金額等資料，而當年度所發行的

統一發票名稱與格式反覆修改，直

到同年度 12 月以後，才逐漸穩定

沿用至今。而在早期的發票上，左

右兩側以對仗標語宣導國家政令，

如同民國 40、50 年代，標語的內

容有：「打回大陸去，消滅共產

黨」、「效忠領袖服務三軍，支援

前線光復大陸」等，反映當時社會

風氣。到民國 60、70 年代，正值

國家經濟發展之際，標語內容則多

為：「穩定經濟，扶持工業」、「互

助合作，增產報國」，顯示當時國

家思維的變化。

▲ 40 年代發票正面

▲ 40 年代發票背面

統一發票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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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跟著探索館先回溯了統一發票的誕生與歷

史，是不是對於統一發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呢!

接著要跟大家介紹，統一發票在市面上有各種

形式，有些種類經常看到，有些卻少見，究竟

統一發票共分為哪幾類呢 ?其作用為何 ?

統一發票家族報你知

【第二類】手開式統一發票

二聯式、二聯加副聯、三聯式、三聯

式加副聯、特種發票。

【第一類】收銀機統一發票

二聯式、三聯式、三聯式加副聯。

【第三類】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第四類】電子發票

◎三聯式統一發票

由存根聯 ( 由開立發票者保存 )、扣抵聯 ( 買受

人可申報扣抵或口減稅額所用 ) 及收執聯 ( 買受

人作為記帳之憑證 ) 所組成，提供營業人銷售貨

物給營業人或非營業人。

◎二聯式統一發票

由存根聯、收執聯組合而成，一般店家最常使用

的發票種類。

◎特種統一發票

為特種稅額計算（如銀行、保險、信託投資和證

券，特種飲食業等）的營業人使用。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供使用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的營業人使用，

共有收執聯和存根聯兩張發票。

◎電子發票

將每張發票資訊上傳至雲端，節省紙張使用與郵

寄成本，e 化處理財會資訊，並提供電子發票證

明聯以便兌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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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的祕密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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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到這邊，你是不是對統一發票

已經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呢 ?印製發

票是財政部印刷廠主要業務之一，

早期的統一發票，從鉛字排版印

刷，相當費工費時，演進到利用電

腦可快速排版，大量供給市場需

求，統一發票的形式不斷變化，直

到現在，更從紙本發票逐漸轉為電

子發票，將商業交易透過雲端的運

用，為發票注入新的生活思維，開

啟資訊科技應用的新世代。關於統

一發票還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來

一趟臺灣印刷探索館，專業的導覽

員帶你 (妳 )親眼見證發票的製程

與更多關於發票的身世喔 ~



》〉小動物角落書籤

這本書我究竟讀到哪一頁啊？

有沒有書籤可以讓我使用呢？

本期館訊教你利用各色紙張，

化身各種可愛角落小動物，

讓你讀起書來心情更好喔！

準備工具：

   各色正方形色紙、膠水、彩繪工具。

首先將紙張對角線折，摺成

三角形。

再將左右兩角依序向上折。 折好後攤開，如圖所示。

將上方一角向下折。 折壓平整及可開始裝飾書籤。 完成。

古騰寶爺爺的

手作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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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專 限定欄



統一發票印製、發售及兌獎、鮮乳

標章、無酸紙品、菸品健康福利捐辨識

標記、防偽印刷、印花稅票、書刊、表籍、

文宣、手札及文創商品。

電話：04-24953126 # 218

廠址：http://twin.ppmof.gov.tw

•營業項目

•五大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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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數位印刷機》

  免製版、速度快、適合少量多樣印刷

《德國 -KBA 電腦墨控六色印刷機》

  色彩飽和、品質佳、效率高

財政部印刷廠─無所不印

ISO 9001

國際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管理 - 第一部查證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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