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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9.1.30勞動部 勞職衛2字第1091001580號函訂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
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因應

壹、前言

 鑑於中國大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有擴大趨勢，國内已有多  

 起境外移入及境內傳染病例傳出，為保護職場工作者安全及健康，雇主應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相關規定，採行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為協助事業單位落實相關法令現定，特訂定本指引，以提  

 升事業單位對職場生物病原體暴露危害之辨識能力，有效防止疫情於職場擴散。

貳、安全衛生防護及健康管理措施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對於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應實施風險評估，辨識可能之危  

 害(包括蒐集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布之各項疫情訊息及防疫建議)，作為風險  

 評估之依據，採取降低風險的控制措施，有關各項安全衛生防護及健康管理措施  

 列如下:

一、共通性注意事項

 事業單位為建立職場之危害風險管控機制，確保勞工安全健康，除配公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之防疫措施外，應於疫情流行期問，因應疫情發展及勞工防護需求  

 ，採取必要之管理措施，包括:

 (一)置備適當及足夠之口罩，不得禁止勞工戴用:尤其第一線工作人員如有感染之  

  虞時，雇主應提供個人專用口罩並使其確實戴用。

 (二)建立體溫量測及篩檢措施，加強勞工健康管理。

 (三)加強工作場所各區域之清潔及保持通風，有感染之虞者應強化地板，牆壁、  

  器具及物品等之消毒。

 (四)強化職場感染預防及勞工自我防護之教育訓練。

 (五)以勞工健康安全為最優先考量，如非必要，應避免指派勞工前往中國大陸疫  

  區。

 (六)如有近期曾從疫區出差或旅遊返回職場之勞工，應密切留意其個人健康狀況  

  ，採取必要之追蹤及管理措施。

二、高風險作業勞工之管理

 (一)針對醫療院所、處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檢體之醫學實驗室等高風險事業單  

  位，應建置緊急應變策略及程序，對進出高風險工作場所之醫事人員、承攬  

  商勞工及派遣勞工(如清潔人員、傳送人員等)加強管理，置備充足且合格有  

  效之安全衛生防護具(如有明確暴露及感染之虞者，防護口罩等級至少在N95  

  以上)，並使勞工確實使用，同時應加強工作場所之清潔與消毒。針對醫療機  

  構人員照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例時，雇主應提供適當之個人防護具(如  

  N95口罩、防護面罩、防護衣等)。

 (二)對於交通站場、運輸工具、商場、百貨公司等第一線服務人員，會接觸不特  

  定多數人而有感染危害之虞者，雇主除應為第一線工作勞工落實必要防護措  

  施及提供適當之呼吸防護具(如醫用口罩)及採取職業安全衛生措施外，並應加 

  強工作環境消毒並宣導勞工做好個人防疫措施，亦不能禁止勞工工作時配戴  

  口罩。

 (三)對於確診個案近期從事工作或進出之工作場所，雇主應加強清潔、消毒及通  

  風，同時對於曾經接觸或有感染危害之虞之勞工，應提供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如N95口罩)，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四)對於勞工有暴露於生物病原體危害之虞，應置備適當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  

  用，對於遭受生物病原體污染之物品等，應予消毒、適當儲存及標示;對於場  

  所及相關器具、用品等應予以清潔及消毒·另如有需要，亦可洽請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委託設置之各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提供諮詢協助。

參、勞工自主防護及權益保障事項

 一、勞工應做好自主管理，使用肥皂勤洗手、避免前往中國大陸疫區旅遊、避免  

   接觸野生動物，如為第一線工作勞工，宜配戴口罩。若出現發燒、咳嗽等身  

   體不適，請速就醫，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史及接觸史，並主動告知雇主。

 二、雇主如未能提供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勞工得拒絕指派前往疫區提供勞務  

  。雇主如強行要求，且未提供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致勞工有權益受損之虞  

  ，勞工得終止勞動契約，並要求雇主給付資遣費。

 三、勞工於工作場所或公出途中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經個案事實認定屬職  

  業災害者，其相關權益如下:

 (一)有加勞保者，除可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申請各項職業災害給付，如有不足部  

  分，應由雇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補足相關職業災害補償。

 (二)未參加勞保者，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工資、醫療、失能及死亡之職  

  業災害補償。

 (三)不論有無參加勞保，職災勞工均可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申請職業疾病生活  

  津貼、看護、器具、家屬等補助。

 四、勞工如有對勞動場所之安全衛生防護相關規定及勞工權益保障之相關疑慮，  

  可透過手機或市話直接撥打1955免付費專線尋求協助。

肆、其他注意事項

 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資訊、最新公告、防護宣導等,可參閲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 : / /www. cdc .  gov.  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或 

 0800-0019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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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9.2.13經濟部令經企字第 10904600640號) 

「受災中小企業融資協處辦法」修正

受災中小企業融資協處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四條受災中小企業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期限得予以展延或 

 予以息之減免。

 前項貸款原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者， 

 其展延或利息減免期間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中小企業計收。

 受災中小企業依第一項規定辦理本金及利息償還期限展延或利息減免，應自災 

 害發生次日起六個月內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第六條依第四條第一項辦理展延或利息減免之貸款，其每筆合意展延期間之利息損或 

 利息減免之損失，由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補貼金融機構：

一、辦理展延之貸款，其利息延後支付之損失，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補貼；依每次公告之災區，每家受災中小企業最多以新臺幣七萬五 

 千元為限。

二、辦理利息減免之貸款，其利息減免之損失，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補貼為上限，實際減免利率未達該利率者，依實際減免利率補貼； 

 依每次公告之災區，每家受災中小企業最多以新臺幣四十萬元為限。

三、補貼期限週轉金最長一年，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

四、同一筆貸款於補貼期間，不重複補貼。

 依前條辦理災害復工貸款之利息，由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補貼受災中小企業：

 一、依每筆實際貸款餘額，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補 

  貼受災中小企業，核貸利率未達該利率者，以實際核貸利率補貼；依每次公 

  告之災區，每家受災中小企業最多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但主管機關得視 

  災情，報請行政院調整補貼上限。

 二、補貼期限週轉金最長一年，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

 災害復工貸款依前項規定辦理利息補貼期間，再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展 

 延本金及利息償還期限或減免利息者，不得辦理第一項補貼。前二項補貼， 

 與其他政府相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金融機構或受災中小企業應擇一辦理 

 ，不得重複。

 前三項規定，適用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施行後 

 公告之災區。

 

第十條主管機關督導執行授信措施與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災害前已貸款本金 

 及利息償還期限展延或利息減免、擔保調整事宜或災害復工貸款及信用保證之 

 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得 

 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予以糾正之處 

 置。

第十一條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六日施行。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 /gazet te .na t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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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中小企業融資協處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四條受災中小企業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期限得予以展延或 

 予以息之減免。

 前項貸款原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者， 

 其展延或利息減免期間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中小企業計收。

 受災中小企業依第一項規定辦理本金及利息償還期限展延或利息減免，應自災 

 害發生次日起六個月內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第六條依第四條第一項辦理展延或利息減免之貸款，其每筆合意展延期間之利息損或 

 利息減免之損失，由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補貼金融機構：

一、辦理展延之貸款，其利息延後支付之損失，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補貼；依每次公告之災區，每家受災中小企業最多以新臺幣七萬五 

 千元為限。

二、辦理利息減免之貸款，其利息減免之損失，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補貼為上限，實際減免利率未達該利率者，依實際減免利率補貼； 

 依每次公告之災區，每家受災中小企業最多以新臺幣四十萬元為限。

三、補貼期限週轉金最長一年，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

四、同一筆貸款於補貼期間，不重複補貼。

 依前條辦理災害復工貸款之利息，由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補貼受災中小企業：

 一、依每筆實際貸款餘額，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補 

  貼受災中小企業，核貸利率未達該利率者，以實際核貸利率補貼；依每次公 

  告之災區，每家受災中小企業最多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但主管機關得視 

  災情，報請行政院調整補貼上限。

 二、補貼期限週轉金最長一年，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

 災害復工貸款依前項規定辦理利息補貼期間，再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展 

 延本金及利息償還期限或減免利息者，不得辦理第一項補貼。前二項補貼， 

 與其他政府相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金融機構或受災中小企業應擇一辦理 

 ，不得重複。

 前三項規定，適用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施行後 

 公告之災區。

 

第十條主管機關督導執行授信措施與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災害前已貸款本金 

 及利息償還期限展延或利息減免、擔保調整事宜或災害復工貸款及信用保證之 

 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得 

 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予以糾正之處 

 置。

第十一條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六日施行。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 /gazet te .na t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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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9.1.30經濟部令經工字第10904600210號) 

「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申請審查辦法」第四條修正

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審查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興辦工業人申請使用之毗連非都市土地，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毗連非都市土地與原廠土地相連接。 

二、毗連非都市土地與原廠土地間或毗連非都市土地相互間，隔有道路、水路時，

 其寬度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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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9.2.4財政部令台財稅字第 10800731450號)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作業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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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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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 10 -

雙月刊 期195化彰 工業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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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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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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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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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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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以網際網路傳輸年度綜合所得稅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資料完成申報，或列印二維 

 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或採用執行業務（其他）所得 

 電子申報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收支報告表，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 

 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五條規定辦理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網際 

 網路傳輸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或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辦理申報時，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金額不超過其依照「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 

 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 

 查詢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稽徵機關 

 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 

 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納稅者如有依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第八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 

 得稅聲明事項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以網路申報者，免填報結算申報書及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惟依所得稅法、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 

  文件及單據資料，仍須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二)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 

  應併同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申報。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有關年度中死亡、離境之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外籍人士之申報案件。

 (四)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案件。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電子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定，與一般結算申報案件相 

 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貳、申報程序

六、申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１、Windows離線登錄版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建 

 立基本資料、所得資料、免稅額、扣除額及抵減資料、基本稅額、繳退稅款等各 

 項申報資料，以網路申報，或列印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 

 理申報。

２、線上申報程式：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直接登入綜合所得 

 稅結算線上申報程式（Mac、Linux、Windows系統或Android、iOS行動裝置）， 

 於建立各項申報資料後，以網路申報；申報內容如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扣抵、 

 重購自用住宅及投資抵減稅額資料者，應使用Mac、Linux及Windows系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 / tax .nat .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 

  服務網站網址（含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https : / /paytax .nat .gov. tw。

七、網路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其 

 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及 

 密碼」）。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上所得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戶口名簿上所載 

 之「戶號」。

(四)已註冊內政部TAIWANFidO臺灣行動身分識別（以下簡稱「行動身分識別」）。

(五)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八、基本資料：

(一)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行動身分識別或財政部審核通 

 過之電子憑證（以下統稱憑證）為通行碼者：納稅義務人可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下載 

 課稅年度本人、配偶、未滿二十歲子女、滿二十歲（含課稅年度中年滿二十歲） 

 且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及課稅年度之前 

 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之稅籍資 

 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 

 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規定應分開提供資料或扣除額資料 

 不提供者，從其規定。

(二)以納稅義務人本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者或以二 

 維條碼申報方式登入者：納稅義務人須將當年度應申報之戶籍資料、扶養親屬稅 

 籍資料逐筆輸入於相關欄項中。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 

 行碼登入者，得將以下列方式查詢之稅籍資料、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１、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

２、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稅額試算通知書上印製之「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 

 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 

 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加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及「出生年月日」，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３、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 

 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得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 

 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核發之「查詢碼」、以憑證（行動身分識別不適用）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人憑 

 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網際網路下載。

(三)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 

 納稅義務人仍應與實際應申報之稅籍、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比對檢視，作必要調整 

 或修正後再辦理申報。

九、所得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下載或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轄分局、稽 

 徵所、服務處）辦理臨櫃查詢其課稅年度所得資料之範圍如下：

１、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 

 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智慧 

 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轉 

 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 

 申報憑單及租賃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各式 

 憑單及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予各執行業務者之執行業務所得扣繳憑單，不包括在 

 內。

２、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未辦理營業人之稅籍登記，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 

 所得。

３、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４、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資所得）。

５、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納稅義務人除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並申報之各類所得資料外，另須完整 

 蒐集且逐筆輸入其他收入、成本費用及所得資料於相關欄項中。若於網路下載或 

 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不正確或遺漏，應向所得給付單位查明更正並核實自行輸入 

 申報。

(三)下列各項所得，其成本費用應按實際發生數減除，並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 

 件、單據。如未能提出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成本（損耗）及費用標準減除：1.多 

 層次傳銷營利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5.財產交易所得、6.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7.其他所得。

(四)薪資所得之計算，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 

 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依規定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並應 

 依規定檢送「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費用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納稅義務人經網際網路下載或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 

 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 

 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十、免稅額、扣除額及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如有免稅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或抵減稅額資料，應逐筆輸入 

 於相關欄項中。納稅義務人得透過網際網路下載或將臨櫃查詢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及長期照顧扣除 

 額資料匯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免再逐筆輸入，惟該部分扣除額 

 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系統將依納稅義務 

 人輸入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資料，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計算基本生活費差額，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免稅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直系尊親屬：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但其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不在 

 此限。

２、子女：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得教育學 

 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３、同胞兄弟姐妹：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但已依規定查 

 得教育學費或身心障礙扣除額資料者，不在此限。

４、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三)納稅義務人輸入或匯入下列扣除額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單據：

１、列舉扣除額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房屋租 

 金支出、政治獻金法規定之捐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規定之競選經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之罷免案支出、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 

 贈、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捐贈。

２、特別扣除額之財產交易損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四)納稅義務人輸入下列稅額抵減（所得減除）資料，應依第三點規定另行檢送相關 

 證明文件、單據：

１、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及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 

 准予抵減之稅額。

２、重購自用住宅之可扣抵稅額。

３、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４、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投資金額。

十一、所得基本稅額資料：

(一)個人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依規定應申報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可利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

１、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海外所得」、「特 

 定保險給付」、「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 

 扣除額」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

２、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但申報戶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七十萬 

 元以下。

３、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應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如係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 

 並應依規定另行檢送相關文件、單據，以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如未能提出實際 

 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計算。申報以前年度有價證券 

 交易損失扣除金額者，應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損失證明。

十二、繳退稅款資料：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或應退還稅額，應於繳 

 、退稅欄項輸入相關資料：

(一)繳稅：

 納稅義務人得使用下列方式繳稅；至便利商店繳稅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 

 動櫃員機繳稅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法定申報期限後二日二十四時前（即尚未 

 加徵滯納金前）。採網路申報者，免檢附自行繳款資料。

１、臨櫃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https : / /www.etax .nat .gov. tw）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 

  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 

  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 

  票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以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附條碼之繳款 

  書，至便利商店繳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書 

  證明聯。作業細節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２、信用卡繳稅：納稅義務人可以其申報戶內本人或配偶名義持有已參與信用卡繳稅 

 之發卡機構所發行信用卡繳納稅款（每一申報戶以一張信用卡為限）。作業細節 

 參閱「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轉帳繳稅：

 (１)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之存款帳戶辦理委 

  託取款轉帳繳稅，以網路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或配偶之存 

  款帳號；以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但提兌時納稅義務人轉帳繳稅帳號輸 

  入錯誤或該帳戶存款不足致無法提兌或就存款餘額先行扣款者，應以網路申 

  報或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輸入之存款帳戶為認定標準，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２)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 

  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 

  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３)自動櫃員機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 

  融機構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明細表。作業細節參閱「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細部作業要點」。

 (４)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稅：納稅義務人利用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綜合所得稅 

  電 子 結 算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 以 本 人 之 金 融 機 構 或 郵 政 機 構 活 期 （ 儲 蓄 ） 存 款 帳  

  戶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參 

  閱「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４、行動支付工具繳稅：納稅義務人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以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納稅款。

(二)退稅：

 納稅義務人可採指定帳戶辦理轉帳退稅或採退稅憑單方式辦理退稅。採指定帳戶 

 辦理者，限輸入該申報戶內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中一人之存款帳號 

 （屬公教人員開立之優惠存款帳戶及非與金融資訊系統連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均不適用）。

(三)納稅義務人可以憑證或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出生年月 

 日」，加上「查詢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查詢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結算申報以本人帳戶辦理繳、退稅成功之存款帳戶資料，如 

 同意以該帳號辦理繳、退稅者，可直接匯入系統，免再重複輸入。

十三、採用網路申報：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七點規定之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 

 理網路申報。若非採用網路申報者，以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表 

 ，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 

 及收執聯。若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需另行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則增加 

 回傳掛號回函封面及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後（ 

 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加「 

 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為限。 

 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完成網路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 

 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內送（ 

 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代收。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送達稽徵機關之收件日為準；掛 

 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網路 

 申報時，視同未申報，稽徵機關應註銷該筆申報案件。

十四、採用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列印產出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 

 書，應併同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 

 須檢具之其他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於法定申報期限內送（寄）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 

 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二)申報書中之二維條碼須完整，經列印後之二維條碼結算申報書不得再塗改，如需 

 更改內容，應修改檔案重新列印申報書再行申報，以避免二維條碼內容與申報書 

 不一致之情形。

叁、採用網路申報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

十五、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五條規定應申報收支報告 

 表者，於採用網路申報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網路申報通行碼：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執行 

 業務（其他）所得者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依序鍵入相關資料完成密碼申請。

(二)申報軟體：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當年 

 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電子申報軟體，軟體安裝後，可逐筆建立執行業務（其 

 他）所得損益計算表、收入明細表、財產目錄及薪資調查表等資料，或匯入符合 

 規定格式之媒體檔案，並利用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資料辦理申報，媒體檔案 

 格式請至資訊中心網站（https : / /www.f ia .gov. tw）下載使用；相關附件可依規定 

 格式併同上傳。

(三)更正申報：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際網路重新上傳更正其申報資料，惟第二次以 

 後（含第二次）申報上傳時，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 

 以五次為限。

十六、申報完成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未以網路上傳之附件（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相關證明文件、單據及自行繳款資料送（寄）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就近遞送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代收。

肆、附則

十七、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八、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責機構另定之。



◎編輯組(依據109.1.1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環署化字第1098000003 號)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
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修正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容器、包裝：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及其他可裝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但 

 不包含貯槽、管路、反應器及其他固著設施。

二、運作場所、設施：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 

 之場所及其輸送管路或其他固著設施，包括貯槽、反應器及與運送相關之放置、裝卸場 

 所。但不包含進行化學反應之設施、交通工具內之引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第三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所定分類、標 

 示要項，並依附表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危害圖式：直立四十五度角之白底紅色粗框正方形，內為黑色象徵符號，大小以能辨識 

 清楚為度。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所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名 

 稱（中英文）及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標示，並加註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等字樣及所含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重量百分比（w/w）。

(三)警示語或警語。(四)危害警告訊息。(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標示如其物質危害特性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之分類歸類者，得僅標 

 示前項第二款事項。

 第一項容器、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第四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因面積、外型或材質等特殊因素，致依前條規定 

 標示顯有困難者，得使用折疊式標籤、懸掛式標籤或外包裝標示等顯著方式代之，並 

 附於容器、包裝上。

第五條 製造、輸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逐一標示其容器、包裝；買受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者，應維持標示內容清晰、完整。

第六條 自行使用所分裝、調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使用人應依第三條規定標 

 示。

 前項於同一處所以數個容器、包裝裝盛相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得於明顯處依第 

 九條規定設置公告板代替容器、包裝標示。

第七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第三條規定標示：一、 

 外部容器、包裝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包裝。

二、內部容器、包裝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清晰標示事項之外部容器、包裝。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且僅供當班立即使用。

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

第八條 輸出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或包裝標示得依國際慣例或逕依該物質運抵國之 

 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應製作公告板，置於明顯易見處，並摘要標示 

 下列事項：

 一、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以 

  下簡稱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圖 

  式、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或警語、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

 二、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圖式、名稱、危害成分 

  、警示語或警語。

 同一運作場所運作多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得於同一公告板書寫各項標示內容； 

 前項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之各項內容如有相同者，得合併書寫。

運作場所及設施依前二項設置之公告板及標示內容，與其他法令規範相同者，得合併設置。

第十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前條規定標示：一 

 、經依本法規定申請廢棄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暫存場所。

二、暫時放置海運、空運裝卸不特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倉庫，已標示危險品倉庫等字樣。

三、僅供試驗、研究、教育用途且運作量低於分級運作量，於運作場所各出入地點已標示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等字樣。

第十一條 運作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輸送管路設施，應於明顯處加標流向、中文名 

 稱及英文名稱或縮寫；必要時，得以掛牌替代。

第十二條 製造、輸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項目與格 

 式，製作並備具安全資料表。

運作人應依運作情形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其

更新內容、更新日期、版次等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

前項安全資料表之緊急聯絡電話，應為任一時刻均可聯絡並接受事故應變諮詢之電話。

第十三條 標購海關拍賣或輸入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包裝之標示應自海關提領起 

 四日內完成，並備安全資料表。

第十四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如為混合物者，應依其混合後之毒理及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 

 表，並予標示。

 前項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列出其主要成分之化學名稱，其毒理及其他危害性之判定如 

 下：

一、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及環境危害性，除具有科學資料佐證外，應依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之混合物分類標準規定；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 

 等物理危害性，應使用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其物理危害性。

第十五條 同一列管編號序號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為不同成分含量、濃度者，應以不同 

 之中英文物品名稱，分別製作安全資料表。但危害成分、用途及危害分類相同時， 

 得使用同一份安全資料表。

第十六條 販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應備安全資料表，隨貨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買受人。

第十七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將安全資料表置於運作場所中易取得之處。

第十八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設施之標示及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 

 ，應以中文為主。必要時得以英文為輔。

第十九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及第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十六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附表容器、包裝標示之格式

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或警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安全資料表

 

備註：

1.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之規定。

2.有2種以上危害圖式時，依容器、包裝大小明顯標示排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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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容器、包裝：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及其他可裝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但 

 不包含貯槽、管路、反應器及其他固著設施。

二、運作場所、設施：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 

 之場所及其輸送管路或其他固著設施，包括貯槽、反應器及與運送相關之放置、裝卸場 

 所。但不包含進行化學反應之設施、交通工具內之引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第三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所定分類、標 

 示要項，並依附表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危害圖式：直立四十五度角之白底紅色粗框正方形，內為黑色象徵符號，大小以能辨識 

 清楚為度。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所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名 

 稱（中英文）及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標示，並加註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等字樣及所含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重量百分比（w/w）。

(三)警示語或警語。(四)危害警告訊息。(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標示如其物質危害特性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之分類歸類者，得僅標 

 示前項第二款事項。

 第一項容器、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第四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因面積、外型或材質等特殊因素，致依前條規定 

 標示顯有困難者，得使用折疊式標籤、懸掛式標籤或外包裝標示等顯著方式代之，並 

 附於容器、包裝上。

第五條 製造、輸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逐一標示其容器、包裝；買受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者，應維持標示內容清晰、完整。

第六條 自行使用所分裝、調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使用人應依第三條規定標 

 示。

 前項於同一處所以數個容器、包裝裝盛相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得於明顯處依第 

 九條規定設置公告板代替容器、包裝標示。

第七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第三條規定標示：一、 

 外部容器、包裝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包裝。

二、內部容器、包裝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清晰標示事項之外部容器、包裝。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且僅供當班立即使用。

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

第八條 輸出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或包裝標示得依國際慣例或逕依該物質運抵國之 

 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應製作公告板，置於明顯易見處，並摘要標示 

 下列事項：

 一、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以 

  下簡稱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圖 

  式、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或警語、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

 二、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圖式、名稱、危害成分 

  、警示語或警語。

 同一運作場所運作多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得於同一公告板書寫各項標示內容； 

 前項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之各項內容如有相同者，得合併書寫。

運作場所及設施依前二項設置之公告板及標示內容，與其他法令規範相同者，得合併設置。

第十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前條規定標示：一 

 、經依本法規定申請廢棄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暫存場所。

二、暫時放置海運、空運裝卸不特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倉庫，已標示危險品倉庫等字樣。

三、僅供試驗、研究、教育用途且運作量低於分級運作量，於運作場所各出入地點已標示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等字樣。

第十一條 運作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輸送管路設施，應於明顯處加標流向、中文名 

 稱及英文名稱或縮寫；必要時，得以掛牌替代。

第十二條 製造、輸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項目與格 

 式，製作並備具安全資料表。

運作人應依運作情形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其

更新內容、更新日期、版次等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

前項安全資料表之緊急聯絡電話，應為任一時刻均可聯絡並接受事故應變諮詢之電話。

第十三條 標購海關拍賣或輸入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包裝之標示應自海關提領起 

 四日內完成，並備安全資料表。

第十四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如為混合物者，應依其混合後之毒理及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 

 表，並予標示。

 前項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列出其主要成分之化學名稱，其毒理及其他危害性之判定如 

 下：

一、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及環境危害性，除具有科學資料佐證外，應依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之混合物分類標準規定；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 

 等物理危害性，應使用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其物理危害性。

第十五條 同一列管編號序號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為不同成分含量、濃度者，應以不同 

 之中英文物品名稱，分別製作安全資料表。但危害成分、用途及危害分類相同時， 

 得使用同一份安全資料表。

第十六條 販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應備安全資料表，隨貨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買受人。

第十七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將安全資料表置於運作場所中易取得之處。

第十八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設施之標示及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 

 ，應以中文為主。必要時得以英文為輔。

第十九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及第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十六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附表容器、包裝標示之格式

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或警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安全資料表

 

備註：

1.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之規定。

2.有2種以上危害圖式時，依容器、包裝大小明顯標示排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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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容器、包裝：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及其他可裝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但 

 不包含貯槽、管路、反應器及其他固著設施。

二、運作場所、設施：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 

 之場所及其輸送管路或其他固著設施，包括貯槽、反應器及與運送相關之放置、裝卸場 

 所。但不包含進行化學反應之設施、交通工具內之引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第三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所定分類、標 

 示要項，並依附表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危害圖式：直立四十五度角之白底紅色粗框正方形，內為黑色象徵符號，大小以能辨識 

 清楚為度。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所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名 

 稱（中英文）及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標示，並加註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等字樣及所含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重量百分比（w/w）。

(三)警示語或警語。(四)危害警告訊息。(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標示如其物質危害特性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之分類歸類者，得僅標 

 示前項第二款事項。

 第一項容器、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第四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因面積、外型或材質等特殊因素，致依前條規定 

 標示顯有困難者，得使用折疊式標籤、懸掛式標籤或外包裝標示等顯著方式代之，並 

 附於容器、包裝上。

第五條 製造、輸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逐一標示其容器、包裝；買受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者，應維持標示內容清晰、完整。

第六條 自行使用所分裝、調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使用人應依第三條規定標 

 示。

 前項於同一處所以數個容器、包裝裝盛相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得於明顯處依第 

 九條規定設置公告板代替容器、包裝標示。

第七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第三條規定標示：一、 

 外部容器、包裝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包裝。

二、內部容器、包裝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清晰標示事項之外部容器、包裝。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且僅供當班立即使用。

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用。

第八條 輸出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或包裝標示得依國際慣例或逕依該物質運抵國之 

 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應製作公告板，置於明顯易見處，並摘要標示 

 下列事項：

 一、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以 

  下簡稱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圖 

  式、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或警語、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

 二、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圖式、名稱、危害成分 

  、警示語或警語。

 同一運作場所運作多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得於同一公告板書寫各項標示內容； 

 前項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之各項內容如有相同者，得合併書寫。

運作場所及設施依前二項設置之公告板及標示內容，與其他法令規範相同者，得合併設置。

第十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前條規定標示：一 

 、經依本法規定申請廢棄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暫存場所。

二、暫時放置海運、空運裝卸不特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倉庫，已標示危險品倉庫等字樣。

三、僅供試驗、研究、教育用途且運作量低於分級運作量，於運作場所各出入地點已標示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等字樣。

第十一條 運作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輸送管路設施，應於明顯處加標流向、中文名 

 稱及英文名稱或縮寫；必要時，得以掛牌替代。

第十二條 製造、輸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項目與格 

 式，製作並備具安全資料表。

運作人應依運作情形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其

更新內容、更新日期、版次等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

前項安全資料表之緊急聯絡電話，應為任一時刻均可聯絡並接受事故應變諮詢之電話。

第十三條 標購海關拍賣或輸入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容器、包裝之標示應自海關提領起 

 四日內完成，並備安全資料表。

第十四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如為混合物者，應依其混合後之毒理及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 

 表，並予標示。

 前項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列出其主要成分之化學名稱，其毒理及其他危害性之判定如 

 下：

一、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及環境危害性，除具有科學資料佐證外，應依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之混合物分類標準規定；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 

 等物理危害性，應使用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其物理危害性。

第十五條 同一列管編號序號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其為不同成分含量、濃度者，應以不同 

 之中英文物品名稱，分別製作安全資料表。但危害成分、用途及危害分類相同時， 

 得使用同一份安全資料表。

第十六條 販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者，應備安全資料表，隨貨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買受人。

第十七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將安全資料表置於運作場所中易取得之處。

第十八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運作場所、設施之標示及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 

 ，應以中文為主。必要時得以英文為輔。

第十九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及第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十六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附表容器、包裝標示之格式

名稱：危害成分：警示語或警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安全資料表

 

備註：

1.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之規定。

2.有2種以上危害圖式時，依容器、包裝大小明顯標示排列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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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9.1.9財政部令台財稅字第 10804671270號)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
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 

 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 

 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範圍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包含營運辦公處所、管理處、分支機構、事務 

 所、工廠、工作場、棧房、倉庫、建築工程場所及其附屬建築物，以及擴建該等建築物增 

 加其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包含機械、設備、工具、儀器、車輛、船舶、飛 

 機、運輸工具、資通訊軟硬體設備及其他供營運用有形資產，以及增添、檢修該等設備增 

 加其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包含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設計或模型、 

 秘密方法、營業秘密、專用技術、各種特許權利之資本支出。

前項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不包

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第三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所稱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 

 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 

 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投資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範圍之實際支 

 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該支出包含建築物興建過程支付各期工程款或分期支 

 付購置建築物、設備及技術價款。

前項投資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實際支出金額，指下列支出減除政府補助款後之餘額：

一、興建建築物，其興建所發生之實際成本，包括自設計、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 

 切必要工料及費用；購置建築物，其購置成本，包括取得之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 

 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

二、購置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其購置成本，指取得該機器、設備或技術之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 

 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如保險費、進口稅捐、商港建設費、運費、安裝費 

 ）；以自製之機器、設備提供自用，按生產該機器、設備所發生之成本認定之。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

起三年內，以當年度盈餘投資符合前二項實際支出金額之合計數，達第一項規定之金額時，該

實際支出金額始得列為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二項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其投資日之認定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

(一)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者，以受領日期為準 

 。

(二)自行或委由他人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執照者， 

 以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其屬分期興建者，以各分期興建完竣驗收日期 

 為準。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以交貨日為準；分期興建或分批交貨者，以各分 

 期興建完成驗收日期或各批設備交貨日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以取得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 

 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認定之。

第四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前，已依前條規定以當年度盈餘實際支出興建或購 

 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且達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 

 ，該實際支出金額得於辦理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列為計算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並檢附下列投資證明文件，送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金額：

一、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口報單或收據等原始憑證影本、交貨 

 驗收完成相關證明、付款證明。其為興建建築物者，應另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使用執照 

 或驗收相關證明；自製軟硬體設備者，應另檢附成本明細表、轉供自用帳載紀錄或相關證 

 明。

二、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五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依第三條規定完成以當年度盈餘進行之投資 

 ，且該投資達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一年內，填具更正後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將該實際支出金額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並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格式申報及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完成之投資，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

退還溢繳稅款，並以符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最後一筆投資日為完成投資之日。

第六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辦法規定以當年度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依前二條規定列為計 

 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或申請更 

 正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三年內，將其以當年度盈餘興建或購置之建築 

 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 

 業用部分，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減除或退還之稅款，並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期限屆滿之次日或領取退稅款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 

 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因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依企業併購法第二 

 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收購，而移轉予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 

 公司、收購公司，且繼續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者，不在此限。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以當年度盈餘實質投資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其申報興建或購置建築物、

設備及技術之支出，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者，應依所得稅法有關短漏稅額規定處罰

及依稅捐稽徵法有關停止並追回其享受獎勵待遇之規定處理。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 19 -

雙月刊 期195化彰 工業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 

 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 

 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範圍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包含營運辦公處所、管理處、分支機構、事務 

 所、工廠、工作場、棧房、倉庫、建築工程場所及其附屬建築物，以及擴建該等建築物增 

 加其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包含機械、設備、工具、儀器、車輛、船舶、飛 

 機、運輸工具、資通訊軟硬體設備及其他供營運用有形資產，以及增添、檢修該等設備增 

 加其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包含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設計或模型、 

 秘密方法、營業秘密、專用技術、各種特許權利之資本支出。

前項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不包

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第三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所稱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 

 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 

 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投資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範圍之實際支 

 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該支出包含建築物興建過程支付各期工程款或分期支 

 付購置建築物、設備及技術價款。

前項投資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實際支出金額，指下列支出減除政府補助款後之餘額：

一、興建建築物，其興建所發生之實際成本，包括自設計、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 

 切必要工料及費用；購置建築物，其購置成本，包括取得之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 

 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

二、購置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其購置成本，指取得該機器、設備或技術之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 

 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如保險費、進口稅捐、商港建設費、運費、安裝費 

 ）；以自製之機器、設備提供自用，按生產該機器、設備所發生之成本認定之。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

起三年內，以當年度盈餘投資符合前二項實際支出金額之合計數，達第一項規定之金額時，該

實際支出金額始得列為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二項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其投資日之認定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

(一)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者，以受領日期為準 

 。

(二)自行或委由他人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執照者， 

 以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其屬分期興建者，以各分期興建完竣驗收日期 

 為準。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以交貨日為準；分期興建或分批交貨者，以各分 

 期興建完成驗收日期或各批設備交貨日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以取得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 

 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認定之。

第四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前，已依前條規定以當年度盈餘實際支出興建或購 

 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且達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 

 ，該實際支出金額得於辦理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列為計算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並檢附下列投資證明文件，送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金額：

一、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口報單或收據等原始憑證影本、交貨 

 驗收完成相關證明、付款證明。其為興建建築物者，應另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使用執照 

 或驗收相關證明；自製軟硬體設備者，應另檢附成本明細表、轉供自用帳載紀錄或相關證 

 明。

二、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五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依第三條規定完成以當年度盈餘進行之投資 

 ，且該投資達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一年內，填具更正後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將該實際支出金額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並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格式申報及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完成之投資，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

退還溢繳稅款，並以符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最後一筆投資日為完成投資之日。

第六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辦法規定以當年度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依前二條規定列為計 

 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或申請更 

 正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三年內，將其以當年度盈餘興建或購置之建築 

 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 

 業用部分，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減除或退還之稅款，並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期限屆滿之次日或領取退稅款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 

 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因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依企業併購法第二 

 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收購，而移轉予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 

 公司、收購公司，且繼續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者，不在此限。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以當年度盈餘實質投資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其申報興建或購置建築物、

設備及技術之支出，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者，應依所得稅法有關短漏稅額規定處罰

及依稅捐稽徵法有關停止並追回其享受獎勵待遇之規定處理。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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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 

 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 

 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範圍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包含營運辦公處所、管理處、分支機構、事務 

 所、工廠、工作場、棧房、倉庫、建築工程場所及其附屬建築物，以及擴建該等建築物增 

 加其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包含機械、設備、工具、儀器、車輛、船舶、飛 

 機、運輸工具、資通訊軟硬體設備及其他供營運用有形資產，以及增添、檢修該等設備增 

 加其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包含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設計或模型、 

 秘密方法、營業秘密、專用技術、各種特許權利之資本支出。

前項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不包

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第三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所稱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 

 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 

 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投資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範圍之實際支 

 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該支出包含建築物興建過程支付各期工程款或分期支 

 付購置建築物、設備及技術價款。

前項投資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實際支出金額，指下列支出減除政府補助款後之餘額：

一、興建建築物，其興建所發生之實際成本，包括自設計、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 

 切必要工料及費用；購置建築物，其購置成本，包括取得之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 

 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

二、購置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其購置成本，指取得該機器、設備或技術之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 

 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如保險費、進口稅捐、商港建設費、運費、安裝費 

 ）；以自製之機器、設備提供自用，按生產該機器、設備所發生之成本認定之。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

起三年內，以當年度盈餘投資符合前二項實際支出金額之合計數，達第一項規定之金額時，該

實際支出金額始得列為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二項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其投資日之認定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

(一)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者，以受領日期為準 

 。

(二)自行或委由他人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執照者， 

 以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其屬分期興建者，以各分期興建完竣驗收日期 

 為準。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以交貨日為準；分期興建或分批交貨者，以各分 

 期興建完成驗收日期或各批設備交貨日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以取得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 

 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認定之。

第四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前，已依前條規定以當年度盈餘實際支出興建或購 

 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且達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 

 ，該實際支出金額得於辦理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列為計算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並檢附下列投資證明文件，送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金額：

一、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口報單或收據等原始憑證影本、交貨 

 驗收完成相關證明、付款證明。其為興建建築物者，應另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使用執照 

 或驗收相關證明；自製軟硬體設備者，應另檢附成本明細表、轉供自用帳載紀錄或相關證 

 明。

二、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五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依第三條規定完成以當年度盈餘進行之投資 

 ，且該投資達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一年內，填具更正後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將該實際支出金額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並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格式申報及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完成之投資，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

退還溢繳稅款，並以符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最後一筆投資日為完成投資之日。

第六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辦法規定以當年度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依前二條規定列為計 

 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或申請更 

 正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三年內，將其以當年度盈餘興建或購置之建築 

 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 

 業用部分，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減除或退還之稅款，並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期限屆滿之次日或領取退稅款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 

 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因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依企業併購法第二 

 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收購，而移轉予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 

 公司、收購公司，且繼續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者，不在此限。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以當年度盈餘實質投資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其申報興建或購置建築物、

設備及技術之支出，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者，應依所得稅法有關短漏稅額規定處罰

及依稅捐稽徵法有關停止並追回其享受獎勵待遇之規定處理。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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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9.1.6財政部令台財稅字第10804033920號) 

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

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運用網際網路傳輸不動產移轉資料，向地方稅稽徵機關（以

 下簡稱稽徵機關）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及印花稅（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提供多元化申 

 報管道，以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採網路申報之土地增值稅、契稅及申報上述稅目之不動產移轉契約書應 

 納印花稅。

三、適用本要點之申報人如下：

(一)申報移轉不動產之義務人、權利人或代理人（以下簡稱一般民眾）。

(二)地政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執行代理報稅業務者（ 

 以下簡稱報稅代理人）。

貳、申請登錄帳號

四、報稅代理人辦理網路申報作業前，應先依下列方式向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登錄帳號 

 ，經核准即可以網際網路傳輸申報資料；本要點修正前已申請登錄帳號經核准者，免再申 

 請：

(一)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登錄相關資料後，列印申請書連同下列證明文件，於三十 

 日內送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逾期未辦理者，由系統逕予註銷其登錄資料：

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２、地政士證書、會計師證書、記帳士證書、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登錄執業證明書或相關專業證 

 書影本。

３、開業執照或主管機關核准登錄執業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報稅代理人得申請賦予助理協辦網路申報作業之權限，並得逕行註銷助理之資格。

(三)報稅代理人申請登錄帳號經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通過後，由系統將核准通知傳送至 

 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四)報稅代理人登錄之資料如有異動，應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更新。

(五)報稅代理人申請註銷登錄帳號，應向原受理申請帳號之稽徵機關提出，經核准後由系統將 

 註銷通知傳送至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五、一般民眾無須申請登錄帳號。

叁、申報及查欠程序

六、系統開放時間為全年，以上傳成功日為收件日。

七、申報人可利用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濟部核發之工商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 

 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辦理申報。

八、申報人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後，可直接登入建立申報資料，或下載網路申報用 

 戶端軟體，安裝後建立申報資料，並以網際網路傳輸。

九、申報資料上傳後，經線上前端審核作業檢核，各欄位輸入無誤者，系統自動給予收件編號 

 供申報人查詢；欄位輸入有誤者，系統將產生異常訊息，經申報人更正後，以網際網路傳 

 輸。

十、申報人依前點傳輸成功後，應列印申報書，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如有代理人者應加 

 蓋其印章），將申報書、已完納或不課徵印花稅之契據（含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 

 書、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等）、身分及其他證明文件，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 

 真或逕送稽徵機關。

十一、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先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 

 ：

１、自用住宅用地案件：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如屬未與戶政機關資訊系統連線之稽徵機關轄 

 區，應另檢附出售地戶籍資料。

２、農業用地案件：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３、公共設施保留地案件：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４、記存案件：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函、合併、收購契約書或分割計畫書及其他證明文件。

５、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稅案件：契約書、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捐 

 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捐助章程及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 

 地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２、合併或共有土地分割案件：合併協議書或共有土地分割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二、網路申報契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先按房屋評定現值核課：

１、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案件：使用執照、買賣（合建）等契約書或工程合約書等 

 證明文件。

２、領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產權（權利）移轉證明書等證明文件。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契約書、移轉雙方身分證明等證明文件。

２、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３、不動產交換案件：交換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三、申報資料依各稽徵機關所訂作業時間匯入其地方稅作業系統，經稽徵機關審核有錯 

 誤或缺漏，屬無法補正者，應通知申報人辦理撤回（銷），重新申報；屬可補正者，申報 

 人應自稽徵機關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將更正後申報資料，依第十點辦理；逾期未補正者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十四、申報人已依第十點辦理，且經查無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經稽徵機關審核無誤後 

 ，匯出已查欠完竣帶有職名章之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及即予開徵房屋稅繳款 

 書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報人；申報人應於下列日期前自 

 行列印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即完成申報程序，逾期無法列印，逕洽稽徵機 

 關辦理：

(一)應稅案件：繳納期限屆滿日。

(二)免稅（不課徵）案件：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

下列案件之申報人應向稽徵機關領取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

(一)原有記存土地增值稅之案件。

(二)繳款書欄位須人工補正之案件。(三)其他特殊案件。

十五、申報人未依第十點辦理，或經查有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稽徵機關先行匯出各稅 

 核定及查欠後之繳稅（費）資料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 

 報人依前點期限自行列印繳款書；申報人應於滯納期限屆滿前（免稅或不課徵案件應 

 於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前），將下列文件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辦理完成申報程序：

(一)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土地現值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二)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契稅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三)契約書正本（驗畢交還，應貼用印花稅票、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或其他印花稅 

 繳納完竣證明文件）。

(四)自行列印之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正本。

(五)各稅欠稅（費）繳款書收據正本。

(六)其他證明文件。

十六、未依本要點完成申報程序者，除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及法院拍賣等案件外，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及核定稅額。

肆、撤回（銷）

十七、利用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之義務人及權利人因故解除契約時，可至地方稅網路申 

 報作業入口網申請撤回（銷），並於申請撤回（銷）日之翌日起五日內，將雙方解除契 

 約同意書、契約書正本及繳款書等文件送稽徵機關審查；自申請撤回（銷）日起逾十五 

 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行註銷其撤回（銷）申請案。

伍、附則

十八、申報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稽徵機關不得再受理其網路申報案件，並得註銷其登錄帳號 

 ：

(一)偽造、變造所有權狀、繳款書或契約書。

(二)偽刻金融機構收款章。

(三)其他有不正當或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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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運用網際網路傳輸不動產移轉資料，向地方稅稽徵機關（以

 下簡稱稽徵機關）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及印花稅（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提供多元化申 

 報管道，以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採網路申報之土地增值稅、契稅及申報上述稅目之不動產移轉契約書應 

 納印花稅。

三、適用本要點之申報人如下：

(一)申報移轉不動產之義務人、權利人或代理人（以下簡稱一般民眾）。

(二)地政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執行代理報稅業務者（ 

 以下簡稱報稅代理人）。

貳、申請登錄帳號

四、報稅代理人辦理網路申報作業前，應先依下列方式向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登錄帳號 

 ，經核准即可以網際網路傳輸申報資料；本要點修正前已申請登錄帳號經核准者，免再申 

 請：

(一)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登錄相關資料後，列印申請書連同下列證明文件，於三十 

 日內送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逾期未辦理者，由系統逕予註銷其登錄資料：

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２、地政士證書、會計師證書、記帳士證書、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登錄執業證明書或相關專業證 

 書影本。

３、開業執照或主管機關核准登錄執業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報稅代理人得申請賦予助理協辦網路申報作業之權限，並得逕行註銷助理之資格。

(三)報稅代理人申請登錄帳號經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通過後，由系統將核准通知傳送至 

 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四)報稅代理人登錄之資料如有異動，應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更新。

(五)報稅代理人申請註銷登錄帳號，應向原受理申請帳號之稽徵機關提出，經核准後由系統將 

 註銷通知傳送至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五、一般民眾無須申請登錄帳號。

叁、申報及查欠程序

六、系統開放時間為全年，以上傳成功日為收件日。

七、申報人可利用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濟部核發之工商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 

 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辦理申報。

八、申報人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後，可直接登入建立申報資料，或下載網路申報用 

 戶端軟體，安裝後建立申報資料，並以網際網路傳輸。

九、申報資料上傳後，經線上前端審核作業檢核，各欄位輸入無誤者，系統自動給予收件編號 

 供申報人查詢；欄位輸入有誤者，系統將產生異常訊息，經申報人更正後，以網際網路傳 

 輸。

十、申報人依前點傳輸成功後，應列印申報書，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如有代理人者應加 

 蓋其印章），將申報書、已完納或不課徵印花稅之契據（含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 

 書、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等）、身分及其他證明文件，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 

 真或逕送稽徵機關。

十一、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先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 

 ：

１、自用住宅用地案件：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如屬未與戶政機關資訊系統連線之稽徵機關轄 

 區，應另檢附出售地戶籍資料。

２、農業用地案件：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３、公共設施保留地案件：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４、記存案件：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函、合併、收購契約書或分割計畫書及其他證明文件。

５、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稅案件：契約書、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捐 

 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捐助章程及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 

 地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２、合併或共有土地分割案件：合併協議書或共有土地分割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二、網路申報契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先按房屋評定現值核課：

１、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案件：使用執照、買賣（合建）等契約書或工程合約書等 

 證明文件。

２、領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產權（權利）移轉證明書等證明文件。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契約書、移轉雙方身分證明等證明文件。

２、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３、不動產交換案件：交換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三、申報資料依各稽徵機關所訂作業時間匯入其地方稅作業系統，經稽徵機關審核有錯 

 誤或缺漏，屬無法補正者，應通知申報人辦理撤回（銷），重新申報；屬可補正者，申報 

 人應自稽徵機關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將更正後申報資料，依第十點辦理；逾期未補正者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十四、申報人已依第十點辦理，且經查無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經稽徵機關審核無誤後 

 ，匯出已查欠完竣帶有職名章之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及即予開徵房屋稅繳款 

 書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報人；申報人應於下列日期前自 

 行列印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即完成申報程序，逾期無法列印，逕洽稽徵機 

 關辦理：

(一)應稅案件：繳納期限屆滿日。

(二)免稅（不課徵）案件：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

下列案件之申報人應向稽徵機關領取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

(一)原有記存土地增值稅之案件。

(二)繳款書欄位須人工補正之案件。(三)其他特殊案件。

十五、申報人未依第十點辦理，或經查有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稽徵機關先行匯出各稅 

 核定及查欠後之繳稅（費）資料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 

 報人依前點期限自行列印繳款書；申報人應於滯納期限屆滿前（免稅或不課徵案件應 

 於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前），將下列文件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辦理完成申報程序：

(一)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土地現值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二)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契稅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三)契約書正本（驗畢交還，應貼用印花稅票、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或其他印花稅 

 繳納完竣證明文件）。

(四)自行列印之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正本。

(五)各稅欠稅（費）繳款書收據正本。

(六)其他證明文件。

十六、未依本要點完成申報程序者，除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及法院拍賣等案件外，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及核定稅額。

肆、撤回（銷）

十七、利用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之義務人及權利人因故解除契約時，可至地方稅網路申 

 報作業入口網申請撤回（銷），並於申請撤回（銷）日之翌日起五日內，將雙方解除契 

 約同意書、契約書正本及繳款書等文件送稽徵機關審查；自申請撤回（銷）日起逾十五 

 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行註銷其撤回（銷）申請案。

伍、附則

十八、申報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稽徵機關不得再受理其網路申報案件，並得註銷其登錄帳號 

 ：

(一)偽造、變造所有權狀、繳款書或契約書。

(二)偽刻金融機構收款章。

(三)其他有不正當或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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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運用網際網路傳輸不動產移轉資料，向地方稅稽徵機關（以

 下簡稱稽徵機關）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及印花稅（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提供多元化申 

 報管道，以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採網路申報之土地增值稅、契稅及申報上述稅目之不動產移轉契約書應 

 納印花稅。

三、適用本要點之申報人如下：

(一)申報移轉不動產之義務人、權利人或代理人（以下簡稱一般民眾）。

(二)地政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執行代理報稅業務者（ 

 以下簡稱報稅代理人）。

貳、申請登錄帳號

四、報稅代理人辦理網路申報作業前，應先依下列方式向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登錄帳號 

 ，經核准即可以網際網路傳輸申報資料；本要點修正前已申請登錄帳號經核准者，免再申 

 請：

(一)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登錄相關資料後，列印申請書連同下列證明文件，於三十 

 日內送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逾期未辦理者，由系統逕予註銷其登錄資料：

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２、地政士證書、會計師證書、記帳士證書、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登錄執業證明書或相關專業證 

 書影本。

３、開業執照或主管機關核准登錄執業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報稅代理人得申請賦予助理協辦網路申報作業之權限，並得逕行註銷助理之資格。

(三)報稅代理人申請登錄帳號經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通過後，由系統將核准通知傳送至 

 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四)報稅代理人登錄之資料如有異動，應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更新。

(五)報稅代理人申請註銷登錄帳號，應向原受理申請帳號之稽徵機關提出，經核准後由系統將 

 註銷通知傳送至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五、一般民眾無須申請登錄帳號。

叁、申報及查欠程序

六、系統開放時間為全年，以上傳成功日為收件日。

七、申報人可利用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濟部核發之工商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 

 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辦理申報。

八、申報人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後，可直接登入建立申報資料，或下載網路申報用 

 戶端軟體，安裝後建立申報資料，並以網際網路傳輸。

九、申報資料上傳後，經線上前端審核作業檢核，各欄位輸入無誤者，系統自動給予收件編號 

 供申報人查詢；欄位輸入有誤者，系統將產生異常訊息，經申報人更正後，以網際網路傳 

 輸。

十、申報人依前點傳輸成功後，應列印申報書，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如有代理人者應加 

 蓋其印章），將申報書、已完納或不課徵印花稅之契據（含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 

 書、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等）、身分及其他證明文件，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 

 真或逕送稽徵機關。

十一、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先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 

 ：

１、自用住宅用地案件：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如屬未與戶政機關資訊系統連線之稽徵機關轄 

 區，應另檢附出售地戶籍資料。

２、農業用地案件：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３、公共設施保留地案件：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４、記存案件：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函、合併、收購契約書或分割計畫書及其他證明文件。

５、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稅案件：契約書、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捐 

 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捐助章程及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 

 地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２、合併或共有土地分割案件：合併協議書或共有土地分割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二、網路申報契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先按房屋評定現值核課：

１、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案件：使用執照、買賣（合建）等契約書或工程合約書等 

 證明文件。

２、領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產權（權利）移轉證明書等證明文件。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契約書、移轉雙方身分證明等證明文件。

２、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３、不動產交換案件：交換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三、申報資料依各稽徵機關所訂作業時間匯入其地方稅作業系統，經稽徵機關審核有錯 

 誤或缺漏，屬無法補正者，應通知申報人辦理撤回（銷），重新申報；屬可補正者，申報 

 人應自稽徵機關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將更正後申報資料，依第十點辦理；逾期未補正者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十四、申報人已依第十點辦理，且經查無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經稽徵機關審核無誤後 

 ，匯出已查欠完竣帶有職名章之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及即予開徵房屋稅繳款 

 書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報人；申報人應於下列日期前自 

 行列印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即完成申報程序，逾期無法列印，逕洽稽徵機 

 關辦理：

(一)應稅案件：繳納期限屆滿日。

(二)免稅（不課徵）案件：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

下列案件之申報人應向稽徵機關領取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

(一)原有記存土地增值稅之案件。

(二)繳款書欄位須人工補正之案件。(三)其他特殊案件。

十五、申報人未依第十點辦理，或經查有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稽徵機關先行匯出各稅 

 核定及查欠後之繳稅（費）資料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 

 報人依前點期限自行列印繳款書；申報人應於滯納期限屆滿前（免稅或不課徵案件應 

 於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前），將下列文件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辦理完成申報程序：

(一)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土地現值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二)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契稅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三)契約書正本（驗畢交還，應貼用印花稅票、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或其他印花稅 

 繳納完竣證明文件）。

(四)自行列印之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正本。

(五)各稅欠稅（費）繳款書收據正本。

(六)其他證明文件。

十六、未依本要點完成申報程序者，除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及法院拍賣等案件外，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及核定稅額。

肆、撤回（銷）

十七、利用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之義務人及權利人因故解除契約時，可至地方稅網路申 

 報作業入口網申請撤回（銷），並於申請撤回（銷）日之翌日起五日內，將雙方解除契 

 約同意書、契約書正本及繳款書等文件送稽徵機關審查；自申請撤回（銷）日起逾十五 

 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行註銷其撤回（銷）申請案。

伍、附則

十八、申報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稽徵機關不得再受理其網路申報案件，並得註銷其登錄帳號 

 ：

(一)偽造、變造所有權狀、繳款書或契約書。

(二)偽刻金融機構收款章。

(三)其他有不正當或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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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運用網際網路傳輸不動產移轉資料，向地方稅稽徵機關（以

 下簡稱稽徵機關）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及印花稅（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提供多元化申 

 報管道，以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採網路申報之土地增值稅、契稅及申報上述稅目之不動產移轉契約書應 

 納印花稅。

三、適用本要點之申報人如下：

(一)申報移轉不動產之義務人、權利人或代理人（以下簡稱一般民眾）。

(二)地政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執行代理報稅業務者（ 

 以下簡稱報稅代理人）。

貳、申請登錄帳號

四、報稅代理人辦理網路申報作業前，應先依下列方式向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登錄帳號 

 ，經核准即可以網際網路傳輸申報資料；本要點修正前已申請登錄帳號經核准者，免再申 

 請：

(一)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登錄相關資料後，列印申請書連同下列證明文件，於三十 

 日內送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逾期未辦理者，由系統逕予註銷其登錄資料：

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２、地政士證書、會計師證書、記帳士證書、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登錄執業證明書或相關專業證 

 書影本。

３、開業執照或主管機關核准登錄執業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報稅代理人得申請賦予助理協辦網路申報作業之權限，並得逕行註銷助理之資格。

(三)報稅代理人申請登錄帳號經事務所所在地稽徵機關審核通過後，由系統將核准通知傳送至 

 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四)報稅代理人登錄之資料如有異動，應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更新。

(五)報稅代理人申請註銷登錄帳號，應向原受理申請帳號之稽徵機關提出，經核准後由系統將 

 註銷通知傳送至報稅代理人之電子郵件信箱。

五、一般民眾無須申請登錄帳號。

叁、申報及查欠程序

六、系統開放時間為全年，以上傳成功日為收件日。

七、申報人可利用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濟部核發之工商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 

 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辦理申報。

八、申報人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後，可直接登入建立申報資料，或下載網路申報用 

 戶端軟體，安裝後建立申報資料，並以網際網路傳輸。

九、申報資料上傳後，經線上前端審核作業檢核，各欄位輸入無誤者，系統自動給予收件編號 

 供申報人查詢；欄位輸入有誤者，系統將產生異常訊息，經申報人更正後，以網際網路傳 

 輸。

十、申報人依前點傳輸成功後，應列印申報書，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如有代理人者應加 

 蓋其印章），將申報書、已完納或不課徵印花稅之契據（含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 

 書、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等）、身分及其他證明文件，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 

 真或逕送稽徵機關。

十一、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先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 

 ：

１、自用住宅用地案件：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如屬未與戶政機關資訊系統連線之稽徵機關轄 

 區，應另檢附出售地戶籍資料。

２、農業用地案件：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３、公共設施保留地案件：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４、記存案件：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函、合併、收購契約書或分割計畫書及其他證明文件。

５、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稅案件：契約書、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捐 

 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捐助章程及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 

 地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２、合併或共有土地分割案件：合併協議書或共有土地分割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二、網路申報契稅之證明文件：

(一)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先按房屋評定現值核課：

１、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案件：使用執照、買賣（合建）等契約書或工程合約書等 

 證明文件。

２、領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產權（權利）移轉證明書等證明文件。

(二)下列案件所列證明文件，申報人應於收件日之翌日起五日內，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 

 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查；自收件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得 

 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１、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契約書、移轉雙方身分證明等證明文件。

２、判決、和解或調解案件：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和解筆錄或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 

 等證明文件。

３、不動產交換案件：交換契約書等證明文件。

 十三、申報資料依各稽徵機關所訂作業時間匯入其地方稅作業系統，經稽徵機關審核有錯 

 誤或缺漏，屬無法補正者，應通知申報人辦理撤回（銷），重新申報；屬可補正者，申報 

 人應自稽徵機關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將更正後申報資料，依第十點辦理；逾期未補正者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十四、申報人已依第十點辦理，且經查無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經稽徵機關審核無誤後 

 ，匯出已查欠完竣帶有職名章之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及即予開徵房屋稅繳款 

 書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報人；申報人應於下列日期前自 

 行列印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即完成申報程序，逾期無法列印，逕洽稽徵機 

 關辦理：

(一)應稅案件：繳納期限屆滿日。

(二)免稅（不課徵）案件：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

下列案件之申報人應向稽徵機關領取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

(一)原有記存土地增值稅之案件。

(二)繳款書欄位須人工補正之案件。(三)其他特殊案件。

十五、申報人未依第十點辦理，或經查有以前年度欠稅（費）之案件，稽徵機關先行匯出各稅 

 核定及查欠後之繳稅（費）資料至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 

 報人依前點期限自行列印繳款書；申報人應於滯納期限屆滿前（免稅或不課徵案件應 

 於收件日起第四十五日前），將下列文件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辦理完成申報程序：

(一)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土地現值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二)蓋妥義務人及權利人印章之契稅申報書（如有代理人應加蓋其印章）。

(三)契約書正本（驗畢交還，應貼用印花稅票、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或其他印花稅 

 繳納完竣證明文件）。

(四)自行列印之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正本。

(五)各稅欠稅（費）繳款書收據正本。

(六)其他證明文件。

十六、未依本要點完成申報程序者，除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及法院拍賣等案件外，

 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及核定稅額。

肆、撤回（銷）

十七、利用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之義務人及權利人因故解除契約時，可至地方稅網路申 

 報作業入口網申請撤回（銷），並於申請撤回（銷）日之翌日起五日內，將雙方解除契 

 約同意書、契約書正本及繳款書等文件送稽徵機關審查；自申請撤回（銷）日起逾十五 

 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行註銷其撤回（銷）申請案。

伍、附則

十八、申報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稽徵機關不得再受理其網路申報案件，並得註銷其登錄帳號 

 ：

(一)偽造、變造所有權狀、繳款書或契約書。

(二)偽刻金融機構收款章。

(三)其他有不正當或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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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9.1.8勞動部令勞動發特字第10805185452號)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修正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非自願離職者。

 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前項所定人員須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一、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二、已領取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業退休金。

 前項人員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發展、國民失業及經費運用等情形，發給下列就業 

  促進津貼：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臨時工作津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津貼發給業務，得委任、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辦理。

第一項津貼之停止發給，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領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津貼者，除檢具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外，並應附下列文件：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其受撫養親屬為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者，另檢具該等親屬之在學或無工 

  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二、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三、原住民：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五、二度就業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家庭暴力被害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 

  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七、更生受保護人：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非自願離職者：原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

第一節 求職交通補助金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後，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 

 補助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七條 申請前條補助金者，應備下列文件：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八條 第六條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五百元。但情形特殊者，得核實發給， 

 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前項補助金每人每年度以發給四次為限。

第九條 領取第六條補助金者，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 

 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逾期未通知者，當年度不再發給。

第二節 臨時工作津貼

第十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之求職登記後，經就業諮詢並推 

 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 

 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工作地點距離 

 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第一項所稱用人單位，指政府機關（構）或合 

 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並提出臨時工作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通過 

 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扣繳義務人，於 

 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

第十一條 用人單位申請前條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一、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派工紀錄及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

 二、經費印領清冊。

 三、臨時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四、領據。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十二條 第十條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 

 高核給一百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領取第十條津貼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 

 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期限內通知者 

 ，應徵當日給予四小時或八小時之有給求職假。

 前項求職假，每週以八小時為限。

 第一項人員之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者，參照勞 

 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天數及第一項求職假應計入臨時工作期 

 間。

第十四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其計畫：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二、未依第十條第三項之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以書面限期命用人單位繳回終 

 止後之津貼；屆期未繳回，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五條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致停止臨時工作之人員，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 

 至其他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前項工作期間應與原從事之臨時工作合併計算。

第十六條 申領第十條津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給付臨 

 時工作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二、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停止其 

  臨時性工作。

 三、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他臨時性 

  工作。

 四、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十七條 用人單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如依 

 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險。

 第三節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十八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 

 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 

 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前項所稱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以上。

第十九條 申請前條津貼者，應備下列文件，於開訓後十五日內向訓練單位提出︰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津貼申請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津貼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申請人 

 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第十八條津貼依受訓學員參加訓練期間以三 

 十日為一個月計算，一個月以上始發給；超過三十日之畸零日數，應達十日 

 以上始發給，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給半個月。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給一個月。

第二十一條 申領第十八條津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 

 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中途離訓或遭訓練單位退訓。

  二、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身分者，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四節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失業者，符合下列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核貸，得向金融機構申請政府舉辦之創業貸款：

 一、貸款以創業用途為限，所營事業不得有妨害公序良俗、公共安全或環 

  境衛生等情形。

 二、貸款不得用於償債、轉投資、生活費用或置產。但購置創業生財器具 

  不在此限。

 三、擔任所創事業之負責人，並實際從事該工作者。

 前項貸款之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五 

 七五機動計息，貸款人前二年之貸款利息，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貼。第 

 一項貸款期間最長為七年。

第二十三條 前條利息補貼，以新臺幣二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貸款人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四條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或不予給付利息補貼：一 

  、於受補貼期間另有職業或另行就業。

  二、未於創立之事業內實際經營。

  三、創立之事業有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情形。

  四、清償貸款。

  五、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一。停止利息補貼前之補貼金額按期間 

   比例計算。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應於第一項各款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以書 

  面通知承貸金融機構。

第三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領取之臨 

  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法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但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一年為限。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身分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 

  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一項人員領取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不得同 

  時請領第十八條之津貼。

  前項情形於扣除不得同時請領期間之津貼後，賸餘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依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同一創業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 

  得領取本辦法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八條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或有溢領情事者，發給津貼單位得撤銷或廢止 

  ，並以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因不實領取津貼經依前項規定撤銷者，自撤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領 

  本辦法之津貼。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為查核就業促進津貼執 

  行情形，必要時得查對相關資料，領取津貼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領取津貼者違反前項規定時，發給津貼單位得予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限 

  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之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 / /gazet te .na t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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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非自願離職者。

 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前項所定人員須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一、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二、已領取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業退休金。

 前項人員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發展、國民失業及經費運用等情形，發給下列就業 

  促進津貼：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臨時工作津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津貼發給業務，得委任、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辦理。

第一項津貼之停止發給，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領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津貼者，除檢具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外，並應附下列文件：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其受撫養親屬為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者，另檢具該等親屬之在學或無工 

  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二、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三、原住民：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五、二度就業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家庭暴力被害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 

  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七、更生受保護人：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非自願離職者：原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

第一節 求職交通補助金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後，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 

 補助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七條 申請前條補助金者，應備下列文件：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八條 第六條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五百元。但情形特殊者，得核實發給， 

 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前項補助金每人每年度以發給四次為限。

第九條 領取第六條補助金者，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 

 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逾期未通知者，當年度不再發給。

第二節 臨時工作津貼

第十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之求職登記後，經就業諮詢並推 

 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 

 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工作地點距離 

 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第一項所稱用人單位，指政府機關（構）或合 

 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並提出臨時工作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通過 

 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扣繳義務人，於 

 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

第十一條 用人單位申請前條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一、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派工紀錄及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

 二、經費印領清冊。

 三、臨時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四、領據。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十二條 第十條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 

 高核給一百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領取第十條津貼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 

 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期限內通知者 

 ，應徵當日給予四小時或八小時之有給求職假。

 前項求職假，每週以八小時為限。

 第一項人員之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者，參照勞 

 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天數及第一項求職假應計入臨時工作期 

 間。

第十四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其計畫：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二、未依第十條第三項之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以書面限期命用人單位繳回終 

 止後之津貼；屆期未繳回，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五條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致停止臨時工作之人員，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 

 至其他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前項工作期間應與原從事之臨時工作合併計算。

第十六條 申領第十條津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給付臨 

 時工作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二、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停止其 

  臨時性工作。

 三、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他臨時性 

  工作。

 四、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十七條 用人單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如依 

 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險。

 第三節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十八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 

 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 

 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前項所稱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以上。

第十九條 申請前條津貼者，應備下列文件，於開訓後十五日內向訓練單位提出︰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津貼申請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津貼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申請人 

 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第十八條津貼依受訓學員參加訓練期間以三 

 十日為一個月計算，一個月以上始發給；超過三十日之畸零日數，應達十日 

 以上始發給，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給半個月。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給一個月。

第二十一條 申領第十八條津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 

 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中途離訓或遭訓練單位退訓。

  二、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身分者，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四節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失業者，符合下列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核貸，得向金融機構申請政府舉辦之創業貸款：

 一、貸款以創業用途為限，所營事業不得有妨害公序良俗、公共安全或環 

  境衛生等情形。

 二、貸款不得用於償債、轉投資、生活費用或置產。但購置創業生財器具 

  不在此限。

 三、擔任所創事業之負責人，並實際從事該工作者。

 前項貸款之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五 

 七五機動計息，貸款人前二年之貸款利息，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貼。第 

 一項貸款期間最長為七年。

第二十三條 前條利息補貼，以新臺幣二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貸款人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四條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或不予給付利息補貼：一 

  、於受補貼期間另有職業或另行就業。

  二、未於創立之事業內實際經營。

  三、創立之事業有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情形。

  四、清償貸款。

  五、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一。停止利息補貼前之補貼金額按期間 

   比例計算。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應於第一項各款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以書 

  面通知承貸金融機構。

第三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領取之臨 

  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法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但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一年為限。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身分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 

  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一項人員領取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不得同 

  時請領第十八條之津貼。

  前項情形於扣除不得同時請領期間之津貼後，賸餘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依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同一創業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 

  得領取本辦法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八條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或有溢領情事者，發給津貼單位得撤銷或廢止 

  ，並以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因不實領取津貼經依前項規定撤銷者，自撤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領 

  本辦法之津貼。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為查核就業促進津貼執 

  行情形，必要時得查對相關資料，領取津貼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領取津貼者違反前項規定時，發給津貼單位得予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限 

  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之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 / /gazet te .na t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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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非自願離職者。

 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前項所定人員須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一、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二、已領取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業退休金。

 前項人員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發展、國民失業及經費運用等情形，發給下列就業 

  促進津貼：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臨時工作津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津貼發給業務，得委任、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辦理。

第一項津貼之停止發給，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領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津貼者，除檢具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外，並應附下列文件：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其受撫養親屬為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者，另檢具該等親屬之在學或無工 

  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二、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三、原住民：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五、二度就業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家庭暴力被害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 

  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七、更生受保護人：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非自願離職者：原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

第一節 求職交通補助金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後，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 

 補助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七條 申請前條補助金者，應備下列文件：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八條 第六條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五百元。但情形特殊者，得核實發給， 

 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前項補助金每人每年度以發給四次為限。

第九條 領取第六條補助金者，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 

 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逾期未通知者，當年度不再發給。

第二節 臨時工作津貼

第十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之求職登記後，經就業諮詢並推 

 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 

 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工作地點距離 

 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第一項所稱用人單位，指政府機關（構）或合 

 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並提出臨時工作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通過 

 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扣繳義務人，於 

 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

第十一條 用人單位申請前條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一、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派工紀錄及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

 二、經費印領清冊。

 三、臨時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四、領據。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十二條 第十條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 

 高核給一百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領取第十條津貼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 

 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期限內通知者 

 ，應徵當日給予四小時或八小時之有給求職假。

 前項求職假，每週以八小時為限。

 第一項人員之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者，參照勞 

 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天數及第一項求職假應計入臨時工作期 

 間。

第十四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其計畫：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二、未依第十條第三項之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以書面限期命用人單位繳回終 

 止後之津貼；屆期未繳回，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五條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致停止臨時工作之人員，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 

 至其他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前項工作期間應與原從事之臨時工作合併計算。

第十六條 申領第十條津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給付臨 

 時工作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二、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停止其 

  臨時性工作。

 三、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他臨時性 

  工作。

 四、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十七條 用人單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如依 

 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險。

 第三節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十八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 

 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 

 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前項所稱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以上。

第十九條 申請前條津貼者，應備下列文件，於開訓後十五日內向訓練單位提出︰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津貼申請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津貼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申請人 

 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第十八條津貼依受訓學員參加訓練期間以三 

 十日為一個月計算，一個月以上始發給；超過三十日之畸零日數，應達十日 

 以上始發給，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給半個月。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給一個月。

第二十一條 申領第十八條津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 

 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中途離訓或遭訓練單位退訓。

  二、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身分者，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四節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失業者，符合下列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核貸，得向金融機構申請政府舉辦之創業貸款：

 一、貸款以創業用途為限，所營事業不得有妨害公序良俗、公共安全或環 

  境衛生等情形。

 二、貸款不得用於償債、轉投資、生活費用或置產。但購置創業生財器具 

  不在此限。

 三、擔任所創事業之負責人，並實際從事該工作者。

 前項貸款之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五 

 七五機動計息，貸款人前二年之貸款利息，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貼。第 

 一項貸款期間最長為七年。

第二十三條 前條利息補貼，以新臺幣二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貸款人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四條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或不予給付利息補貼：一 

  、於受補貼期間另有職業或另行就業。

  二、未於創立之事業內實際經營。

  三、創立之事業有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情形。

  四、清償貸款。

  五、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一。停止利息補貼前之補貼金額按期間 

   比例計算。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應於第一項各款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以書 

  面通知承貸金融機構。

第三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領取之臨 

  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法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但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一年為限。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身分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 

  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一項人員領取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不得同 

  時請領第十八條之津貼。

  前項情形於扣除不得同時請領期間之津貼後，賸餘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依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同一創業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 

  得領取本辦法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八條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或有溢領情事者，發給津貼單位得撤銷或廢止 

  ，並以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因不實領取津貼經依前項規定撤銷者，自撤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領 

  本辦法之津貼。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為查核就業促進津貼執 

  行情形，必要時得查對相關資料，領取津貼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領取津貼者違反前項規定時，發給津貼單位得予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限 

  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之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 / /gazet te .na t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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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非自願離職者。

 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前項所定人員須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一、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二、已領取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業退休金。

 前項人員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發展、國民失業及經費運用等情形，發給下列就業 

  促進津貼：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臨時工作津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津貼發給業務，得委任、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辦理。

第一項津貼之停止發給，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領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津貼者，除檢具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外，並應附下列文件：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其受撫養親屬為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者，另檢具該等親屬之在學或無工 

  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二、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三、原住民：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五、二度就業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家庭暴力被害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 

  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七、更生受保護人：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非自願離職者：原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

第一節 求職交通補助金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後，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 

 補助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七條 申請前條補助金者，應備下列文件：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八條 第六條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五百元。但情形特殊者，得核實發給， 

 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前項補助金每人每年度以發給四次為限。

第九條 領取第六條補助金者，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 

 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逾期未通知者，當年度不再發給。

第二節 臨時工作津貼

第十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之求職登記後，經就業諮詢並推 

 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 

 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工作地點距離 

 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第一項所稱用人單位，指政府機關（構）或合 

 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並提出臨時工作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通過 

 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扣繳義務人，於 

 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

第十一條 用人單位申請前條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一、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派工紀錄及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

 二、經費印領清冊。

 三、臨時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四、領據。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十二條 第十條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 

 高核給一百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領取第十條津貼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 

 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期限內通知者 

 ，應徵當日給予四小時或八小時之有給求職假。

 前項求職假，每週以八小時為限。

 第一項人員之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者，參照勞 

 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天數及第一項求職假應計入臨時工作期 

 間。

第十四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其計畫：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二、未依第十條第三項之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以書面限期命用人單位繳回終 

 止後之津貼；屆期未繳回，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五條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致停止臨時工作之人員，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 

 至其他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前項工作期間應與原從事之臨時工作合併計算。

第十六條 申領第十條津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給付臨 

 時工作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二、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停止其 

  臨時性工作。

 三、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他臨時性 

  工作。

 四、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十七條 用人單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如依 

 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險。

 第三節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十八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 

 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 

 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前項所稱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以上。

第十九條 申請前條津貼者，應備下列文件，於開訓後十五日內向訓練單位提出︰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津貼申請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津貼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申請人 

 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第十八條津貼依受訓學員參加訓練期間以三 

 十日為一個月計算，一個月以上始發給；超過三十日之畸零日數，應達十日 

 以上始發給，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給半個月。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給一個月。

第二十一條 申領第十八條津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 

 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中途離訓或遭訓練單位退訓。

  二、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身分者，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四節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失業者，符合下列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核貸，得向金融機構申請政府舉辦之創業貸款：

 一、貸款以創業用途為限，所營事業不得有妨害公序良俗、公共安全或環 

  境衛生等情形。

 二、貸款不得用於償債、轉投資、生活費用或置產。但購置創業生財器具 

  不在此限。

 三、擔任所創事業之負責人，並實際從事該工作者。

 前項貸款之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五 

 七五機動計息，貸款人前二年之貸款利息，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貼。第 

 一項貸款期間最長為七年。

第二十三條 前條利息補貼，以新臺幣二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貸款人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四條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或不予給付利息補貼：一 

  、於受補貼期間另有職業或另行就業。

  二、未於創立之事業內實際經營。

  三、創立之事業有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情形。

  四、清償貸款。

  五、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一。停止利息補貼前之補貼金額按期間 

   比例計算。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應於第一項各款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以書 

  面通知承貸金融機構。

第三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領取之臨 

  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法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但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一年為限。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身分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 

  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一項人員領取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不得同 

  時請領第十八條之津貼。

  前項情形於扣除不得同時請領期間之津貼後，賸餘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依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同一創業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 

  得領取本辦法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八條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或有溢領情事者，發給津貼單位得撤銷或廢止 

  ，並以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因不實領取津貼經依前項規定撤銷者，自撤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領 

  本辦法之津貼。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為查核就業促進津貼執 

  行情形，必要時得查對相關資料，領取津貼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領取津貼者違反前項規定時，發給津貼單位得予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限 

  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之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 / /gazet te .na t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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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非自願離職者。

 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前項所定人員須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一、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二、已領取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業退休金。

 前項人員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發展、國民失業及經費運用等情形，發給下列就業 

  促進津貼：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二、臨時工作津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津貼發給業務，得委任、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辦理。

第一項津貼之停止發給，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領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津貼者，除檢具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外，並應附下列文件：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本人及受扶養親屬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其受撫養親屬為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者，另檢具該等親屬之在學或無工 

  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二、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三、原住民：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五、二度就業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家庭暴力被害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 

  文件、保護令影本或判決書影本。

 七、更生受保護人：出監證明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非自願離職者：原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

第一節 求職交通補助金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後，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諮詢並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 

 補助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第七條 申請前條補助金者，應備下列文件：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八條 第六條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五百元。但情形特殊者，得核實發給， 

 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前項補助金每人每年度以發給四次為限。

第九條 領取第六條補助金者，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 

 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逾期未通知者，當年度不再發給。

第二節 臨時工作津貼

第十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之求職登記後，經就業諮詢並推 

 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 

 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或工作地點距離 

 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第一項所稱用人單位，指政府機關（構）或合 

 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並提出臨時工作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通過 

 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並為扣繳義務人，於 

 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

第十一條 用人單位申請前條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一、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派工紀錄及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

 二、經費印領清冊。

 三、臨時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四、領據。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十二條 第十條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每月最 

 高核給一百七十六小時，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領取第十條津貼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 

 起七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期限內通知者 

 ，應徵當日給予四小時或八小時之有給求職假。

 前項求職假，每週以八小時為限。

 第一項人員之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者，參照勞 

 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天數及第一項求職假應計入臨時工作期 

 間。

第十四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其計畫：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二、未依第十條第三項之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令。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以書面限期命用人單位繳回終 

 止後之津貼；屆期未繳回，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五條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致停止臨時工作之人員，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 

 至其他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

 前項工作期間應與原從事之臨時工作合併計算。

第十六條 申領第十條津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給付臨 

 時工作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二、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停止其 

  臨時性工作。

 三、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指派之其他臨時性 

  工作。

 四、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

第十七條 用人單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如依 

 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險。

 第三節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十八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 

 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訓性質為各類全日 

 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前項所稱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以上。

第十九條 申請前條津貼者，應備下列文件，於開訓後十五日內向訓練單位提出︰

 一、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二、津貼申請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津貼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申請人 

 為身心障礙者，最長發給一年。第十八條津貼依受訓學員參加訓練期間以三 

 十日為一個月計算，一個月以上始發給；超過三十日之畸零日數，應達十日 

 以上始發給，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給半個月。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給一個月。

第二十一條 申領第十八條津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 

 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一、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中途離訓或遭訓練單位退訓。

  二、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身分者，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四節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失業者，符合下列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核貸，得向金融機構申請政府舉辦之創業貸款：

 一、貸款以創業用途為限，所營事業不得有妨害公序良俗、公共安全或環 

  境衛生等情形。

 二、貸款不得用於償債、轉投資、生活費用或置產。但購置創業生財器具 

  不在此限。

 三、擔任所創事業之負責人，並實際從事該工作者。

 前項貸款之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五 

 七五機動計息，貸款人前二年之貸款利息，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貼。第 

 一項貸款期間最長為七年。

第二十三條 前條利息補貼，以新臺幣二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承貸金融機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貸款人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四條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或不予給付利息補貼：一 

  、於受補貼期間另有職業或另行就業。

  二、未於創立之事業內實際經營。

  三、創立之事業有停業、歇業或變更負責人情形。

  四、清償貸款。

  五、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一。停止利息補貼前之補貼金額按期間 

   比例計算。

  受利息補貼之貸款人，應於第一項各款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以書 

  面通知承貸金融機構。

第三章 津貼申請及領取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領取之臨 

  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本辦法、就業保險法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二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但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一年為限。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身分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 

  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一項人員領取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不得同 

  時請領第十八條之津貼。

  前項情形於扣除不得同時請領期間之津貼後，賸餘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依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同一創業案件曾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補助者，不 

  得領取本辦法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第二十八條 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津貼或有溢領情事者，發給津貼單位得撤銷或廢止 

  ，並以書面限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因不實領取津貼經依前項規定撤銷者，自撤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領 

  本辦法之津貼。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為查核就業促進津貼執 

  行情形，必要時得查對相關資料，領取津貼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領取津貼者違反前項規定時，發給津貼單位得予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限 

  期命其繳回已領取之津貼；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之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 / /gazet te .na t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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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108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申請(撤銷)分開提供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作業期間，自2月15

日至3月16日止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國稅局將提供民眾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如因與其配偶分居或其他特殊情形，或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

受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申報扶養之子女滿20歲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者)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連績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申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或兄弟姐妹，

可選擇不與該納稅義務人合併查調，得申請(撤銷)自本年度起分開提供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不

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9年2月15日起至3月16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書面申請：於109年3月16日前，將申請書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達户 

 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或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郵寄申請 

 者，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二、利用網際網路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8年12 

 月31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缴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tax. nat. gov. tw) 申請。

三、如已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 

 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於109年3月16日前，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 

 關以書面撤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開提供者，得於109年2月15日起至109年3月16 

 日止以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撤銷原申請。

如何申請(撤銷)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暨變更郵寄地址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更多元的報稅方式，

國稅局今年廣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9年2月15日起至3月

16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書面申請：申請人應於109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填寫申請書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 

 式，寄(送)達各地區國稅局(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並應檢附申請 

 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憑核驗，臨櫃申請者請提示國民身分證正本，如委託他人代為 

 申請，代理人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及申請人國民身 

 分證正本，供稽徵機關核驗，如交付申請人國民身分證為影本者，請切結與正本相符並由 

 稽徵機關留存備查；但申請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者應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以臨櫃方式提出申請。

二、利用網際網路申請：應於109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期間，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8年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本項通行碼僅得申請項目一) 

 ，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tax.nat.gov. tw)點選「綜合所得稅」/「綜合 

 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開始報稅」，或於108年3月16日至109年3月16日期間，以內政部 

 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册」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 

 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稅額試算」專區辦理；原採線上申請不 

 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申請撤銷。

提供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扣除額、稅率及課稅級距金額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公告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如下：

 一、免税額：每人全年新臺幣(下同)88,000元；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70歲者，暨納稅 

  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70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每人全年132,000元。

 二、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120,000元；有配偶者扣除240,000元。

 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200,000元為限。

 四、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200,000元。

 五、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

 級別    稅率    課稅級距      (單位:元)

 1      5%     0-540,000

 2      12%    540,001-1,210,000

 3      20%    1,210,001-2,420,000

 4      30%    2,420,001-4,530,000

 5      40%    4,530,001以上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納保法上路，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課稅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已於105年12月28日經總統公布，並於106 

 年12月28日施行，該法賦予納稅者有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受課税之權利，以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及人性尊嚴，108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為17.5萬元。該分局舉例就明，以一 

 家8口(夫妻2個小孩、岳父65歲、岳母55歲、母65歲、父7歲、採標準扣除額、2個小孩念 

 高中、利息收入1萬、父親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有聘僱外勞看護、全戶稅率為12%)為例， 

 其當年度全戶基本生活費總額為140萬元(17.5萬元x8人)該申報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税 

 額74.8萬元(8.8萬元x7人+13.2萬元x1人)、標準扣除額24萬元、儲蓄特別扣除額1萬、身心 

 障礙特別扣除額20萬元、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合計131.8萬，較全戶基本生活費總 

 額140萬元為低，有基本生活費差額8.2萬元，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扣除，以保障納稅義 

 務人及受扶養親屬最低生活所需。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抵繳財產辦理繼承登記時由納稅義務人負擔費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關於抵繳遺產稅之房地產，經移由國有財產署代辦繼 

 承登記，其須繳納之繼承登記費及繼承逾期登記之罰錢，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減免農業用地後五年內申請以該土地抵缴遺產稅者應先追繳稅款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遺產中之農產用地，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1項第6款規定，扣除其土地價值之全數免徵遺產稅後，繼承人如於繼續經營不滿5 

 年之內，申請以該土地抵缴稅款者，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規定，追缴應納稅款。

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有未滿二十歲者，並 

 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但親等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繼 

 承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百萬元。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 

 神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病人，每人得再加扣五百萬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姐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兄 

 弟姐妹中有未滿二十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

六、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扣除其土地 

 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承受人息承受之且起五年内，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 

 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 

 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 

 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五)、納稅義務人應注意遺產稅申報期間之規定，如不能如期申報，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依規 

 定申請延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辦理申

報；但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遺

產稅納稅義務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以書面申請延長，延長

期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第二十三條(遺產税申報期限)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税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向籍所在地主管稽

徴機開依本法規定辦理遺產税申報。但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稽徵機開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

人者，自法院指定造產管理人之日起算。

第二十六條(申請延長申報期限)

遺產税或贈與税納税義務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庭於前三條規定期限屆滿前，以書

面申請延長之。

前項申請延長期限以三個月為限但因不可抗力或有其他特殊之事由者，得由稽微機關視實際情

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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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申請(撤銷)分開提供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作業期間，自2月15

日至3月16日止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國稅局將提供民眾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如因與其配偶分居或其他特殊情形，或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

受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申報扶養之子女滿20歲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者)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連績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申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或兄弟姐妹，

可選擇不與該納稅義務人合併查調，得申請(撤銷)自本年度起分開提供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不

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9年2月15日起至3月16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書面申請：於109年3月16日前，將申請書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達户 

 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或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郵寄申請 

 者，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二、利用網際網路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8年12 

 月31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缴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tax. nat. gov. tw) 申請。

三、如已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 

 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於109年3月16日前，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 

 關以書面撤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開提供者，得於109年2月15日起至109年3月16 

 日止以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撤銷原申請。

如何申請(撤銷)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暨變更郵寄地址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更多元的報稅方式，

國稅局今年廣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9年2月15日起至3月

16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書面申請：申請人應於109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填寫申請書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 

 式，寄(送)達各地區國稅局(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並應檢附申請 

 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憑核驗，臨櫃申請者請提示國民身分證正本，如委託他人代為 

 申請，代理人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及申請人國民身 

 分證正本，供稽徵機關核驗，如交付申請人國民身分證為影本者，請切結與正本相符並由 

 稽徵機關留存備查；但申請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者應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以臨櫃方式提出申請。

二、利用網際網路申請：應於109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期間，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8年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本項通行碼僅得申請項目一) 

 ，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tax.nat.gov. tw)點選「綜合所得稅」/「綜合 

 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開始報稅」，或於108年3月16日至109年3月16日期間，以內政部 

 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册」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 

 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稅額試算」專區辦理；原採線上申請不 

 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申請撤銷。

提供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扣除額、稅率及課稅級距金額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公告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如下：

 一、免税額：每人全年新臺幣(下同)88,000元；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70歲者，暨納稅 

  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70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每人全年132,000元。

 二、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120,000元；有配偶者扣除240,000元。

 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200,000元為限。

 四、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200,000元。

 五、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

 級別    稅率    課稅級距      (單位:元)

 1      5%     0-540,000

 2      12%    540,001-1,210,000

 3      20%    1,210,001-2,420,000

 4      30%    2,420,001-4,530,000

 5      40%    4,530,001以上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納保法上路，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課稅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已於105年12月28日經總統公布，並於106 

 年12月28日施行，該法賦予納稅者有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受課税之權利，以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及人性尊嚴，108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為17.5萬元。該分局舉例就明，以一 

 家8口(夫妻2個小孩、岳父65歲、岳母55歲、母65歲、父7歲、採標準扣除額、2個小孩念 

 高中、利息收入1萬、父親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有聘僱外勞看護、全戶稅率為12%)為例， 

 其當年度全戶基本生活費總額為140萬元(17.5萬元x8人)該申報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税 

 額74.8萬元(8.8萬元x7人+13.2萬元x1人)、標準扣除額24萬元、儲蓄特別扣除額1萬、身心 

 障礙特別扣除額20萬元、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合計131.8萬，較全戶基本生活費總 

 額140萬元為低，有基本生活費差額8.2萬元，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扣除，以保障納稅義 

 務人及受扶養親屬最低生活所需。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抵繳財產辦理繼承登記時由納稅義務人負擔費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關於抵繳遺產稅之房地產，經移由國有財產署代辦繼 

 承登記，其須繳納之繼承登記費及繼承逾期登記之罰錢，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減免農業用地後五年內申請以該土地抵缴遺產稅者應先追繳稅款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遺產中之農產用地，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1項第6款規定，扣除其土地價值之全數免徵遺產稅後，繼承人如於繼續經營不滿5 

 年之內，申請以該土地抵缴稅款者，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規定，追缴應納稅款。

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有未滿二十歲者，並 

 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但親等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繼 

 承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百萬元。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 

 神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病人，每人得再加扣五百萬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姐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兄 

 弟姐妹中有未滿二十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

六、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扣除其土地 

 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承受人息承受之且起五年内，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 

 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 

 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 

 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五)、納稅義務人應注意遺產稅申報期間之規定，如不能如期申報，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依規 

 定申請延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辦理申

報；但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遺

產稅納稅義務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以書面申請延長，延長

期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第二十三條(遺產税申報期限)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税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向籍所在地主管稽

徴機開依本法規定辦理遺產税申報。但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稽徵機開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

人者，自法院指定造產管理人之日起算。

第二十六條(申請延長申報期限)

遺產税或贈與税納税義務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庭於前三條規定期限屆滿前，以書

面申請延長之。

前項申請延長期限以三個月為限但因不可抗力或有其他特殊之事由者，得由稽微機關視實際情

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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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申請(撤銷)分開提供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作業期間，自2月15

日至3月16日止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國稅局將提供民眾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如因與其配偶分居或其他特殊情形，或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

受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申報扶養之子女滿20歲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者)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連績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申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或兄弟姐妹，

可選擇不與該納稅義務人合併查調，得申請(撤銷)自本年度起分開提供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不

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9年2月15日起至3月16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書面申請：於109年3月16日前，將申請書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達户 

 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或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郵寄申請 

 者，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二、利用網際網路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8年12 

 月31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缴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 //tax. nat. gov. tw) 申請。

三、如已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 

 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於109年3月16日前，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 

 關以書面撤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開提供者，得於109年2月15日起至109年3月16 

 日止以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撤銷原申請。

如何申請(撤銷)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暨變更郵寄地址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更多元的報稅方式，

國稅局今年廣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9年2月15日起至3月

16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書面申請：申請人應於109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填寫申請書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 

 式，寄(送)達各地區國稅局(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並應檢附申請 

 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憑核驗，臨櫃申請者請提示國民身分證正本，如委託他人代為 

 申請，代理人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及申請人國民身 

 分證正本，供稽徵機關核驗，如交付申請人國民身分證為影本者，請切結與正本相符並由 

 稽徵機關留存備查；但申請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者應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以臨櫃方式提出申請。

二、利用網際網路申請：應於109年2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期間，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 

 、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8年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本項通行碼僅得申請項目一) 

 ，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tax.nat.gov. tw)點選「綜合所得稅」/「綜合 

 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開始報稅」，或於108年3月16日至109年3月16日期間，以內政部 

 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册」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 

 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稅額試算」專區辦理；原採線上申請不 

 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申請撤銷。

提供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扣除額、稅率及課稅級距金額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公告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如下：

 一、免税額：每人全年新臺幣(下同)88,000元；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70歲者，暨納稅 

  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70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每人全年132,000元。

 二、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120,000元；有配偶者扣除240,000元。

 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200,000元為限。

 四、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200,000元。

 五、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

 級別    稅率    課稅級距      (單位:元)

 1      5%     0-540,000

 2      12%    540,001-1,210,000

 3      20%    1,210,001-2,420,000

 4      30%    2,420,001-4,530,000

 5      40%    4,530,001以上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納保法上路，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課稅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已於105年12月28日經總統公布，並於106 

 年12月28日施行，該法賦予納稅者有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受課税之權利，以保障人民之 

 生存權及人性尊嚴，108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為17.5萬元。該分局舉例就明，以一 

 家8口(夫妻2個小孩、岳父65歲、岳母55歲、母65歲、父7歲、採標準扣除額、2個小孩念 

 高中、利息收入1萬、父親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有聘僱外勞看護、全戶稅率為12%)為例， 

 其當年度全戶基本生活費總額為140萬元(17.5萬元x8人)該申報戶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税 

 額74.8萬元(8.8萬元x7人+13.2萬元x1人)、標準扣除額24萬元、儲蓄特別扣除額1萬、身心 

 障礙特別扣除額20萬元、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合計131.8萬，較全戶基本生活費總 

 額140萬元為低，有基本生活費差額8.2萬元，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扣除，以保障納稅義 

 務人及受扶養親屬最低生活所需。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三)、抵繳財產辦理繼承登記時由納稅義務人負擔費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關於抵繳遺產稅之房地產，經移由國有財產署代辦繼 

 承登記，其須繳納之繼承登記費及繼承逾期登記之罰錢，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減免農業用地後五年內申請以該土地抵缴遺產稅者應先追繳稅款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遺產中之農產用地，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1項第6款規定，扣除其土地價值之全數免徵遺產稅後，繼承人如於繼續經營不滿5 

 年之內，申請以該土地抵缴稅款者，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規定，追缴應納稅款。

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有未滿二十歲者，並 

 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但親等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繼 

 承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百萬元。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 

 神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病人，每人得再加扣五百萬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姐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兄 

 弟姐妹中有未滿二十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

六、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扣除其土地 

 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承受人息承受之且起五年内，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 

 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内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 

 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 

 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五)、納稅義務人應注意遺產稅申報期間之規定，如不能如期申報，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依規 

 定申請延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辦理申

報；但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遺

產稅納稅義務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以書面申請延長，延長

期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第二十三條(遺產税申報期限)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税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向籍所在地主管稽

徴機開依本法規定辦理遺產税申報。但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稽徵機開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

人者，自法院指定造產管理人之日起算。

第二十六條(申請延長申報期限)

遺產税或贈與税納税義務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庭於前三條規定期限屆滿前，以書

面申請延長之。

前項申請延長期限以三個月為限但因不可抗力或有其他特殊之事由者，得由稽微機關視實際情

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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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１95 期
◎（109年1月～2月）

1.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 

 １月４日至１２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伍耀璋、陳新福、廖振魁、張家成、劉文峰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合法節約加班費及工資排除勞健 

 保操作技巧」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６８人參加。

3.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９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 

 、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９日下午六時三十 

 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加 

 。

5.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 

 參加。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 

 ６個議案。

6.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３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五時，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５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黃組長振芳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 

 府陳機要秘書柏村、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經綠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張高專 

 亮奕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２個 

 議案。

7.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第２場「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TAPA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行前說明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４家廠商、 

 ４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吳政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 

 加。

10.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跨部門合作與問題解決技巧」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鄭偉修老師擔任，計有３３人參加。

11.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上午十一時，假本會禮堂四 

 樓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８７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市長林世賢、彰化縣 

 政府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勞工處～吳處長蘭梅；外貿協會台中辦 

 事處～侯主任文欽；台灣省工業會張秘書長文龍；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 

 穎青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 

 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七個議案，會後選舉第十六屆理事、監事，散會後餐敘聯誼。

選舉結果：理事當選名單～

尤山泉、盧玉娟、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可文山、賴銘曉

賴勝煌、吳錫銓、李耀煌、梁志傑、林名羲、黃永源、施能貴

李新傑、李正雄、洪哲耀、林靜燦、許智博、林家田

監事當選名單～

鄭有良、陳杉銘、何建昌、吳佾達、陳宗瑋、林肇騫

12.本會召開「第十六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餐廳舉行，出席理事、監事有２５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會中改選 

 第十六屆「理事長、常務監事、副理事長、常務理事」並討論八個議案。

 選舉結果：理事長～尤山泉

 常務監事～鄭有良

 副理事長～盧玉娟

 常務理事～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

13.本會「第十五、十六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二十分，假富 

 山日本餐廳舉行，卸任理事長郭永斌、新任理事長尤山泉、監交人由王縣長惠美主持，會 

 中王縣長致贈卸任與新任理事長紀念牌及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代表第１５屆理監事致贈卸任 

 理事長郭永斌紀念牌，有１１０人觀禮。

14.本會「第十六屆聘任專業諮詢顧問團」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四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顧問聘書；聘任蔡文晃先生擔任勞動法令顧問；聘任陳 

 文慶先生擔任工商法令顧問；聘任蕭莎萍小姐擔任展覽諮詢顧問；聘任陳珍緒先生擔任英 

 語諮詢顧問；聘任胡陞豪先生擔任法律諮詢顧問。

15.本會「第十六屆聘任會訊編輯委員」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五十分，假富山日本 

 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委員聘書；聘任郭信志先生擔任會訊編輯召集人；聘任黃澤 

 智先生、高茂霖先生、劉榮華先生、李承憲先生、梁誌中先生、張文錫先生、陳震隆先生、 

 陳明宗先生、賴建旺先生等９位擔任委員。

16.本會辦理第２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 

 年２月３日至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陳新福、伍耀璋、廖振魁、劉文峰、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有２２ 

 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６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２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林素莉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貿易人才訓練第２場「國外展覽行銷實 

 務～參展技巧特訓」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 

 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2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採購日常實務作業要訣與技巧 

 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 

 ３至３月４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鄒 

 明雄、林新圳、陳金鐘、桂美俊、林明修、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潘美娟、伍耀璋等１ 

 １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4.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看問題與改善的技巧」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鄭 

 惟中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5.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國際多益暨商用書信寫作」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４月２２日結訓。

26.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至２５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蔣麗雅、蔡如喬、詹 

 君怡、陳惠敏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生產計畫、產銷協調與異常進 

 度管制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28.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品質技術人才CQT」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本班聘請白賜清老師擔任，計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９天、５４小時﹞上課 

 ，訂於６月２１日結訓。

29.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30.本會辦理「HACCP繼續教育課程」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５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陳淑惠、游銅錫、李世傑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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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 

 １月４日至１２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伍耀璋、陳新福、廖振魁、張家成、劉文峰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合法節約加班費及工資排除勞健 

 保操作技巧」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６８人參加。

3.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９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 

 、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９日下午六時三十 

 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加 

 。

5.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 

 參加。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 

 ６個議案。

6.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３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五時，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５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黃組長振芳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 

 府陳機要秘書柏村、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經綠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張高專 

 亮奕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２個 

 議案。

7.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第２場「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TAPA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行前說明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４家廠商、 

 ４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吳政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 

 加。

10.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跨部門合作與問題解決技巧」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鄭偉修老師擔任，計有３３人參加。

11.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上午十一時，假本會禮堂四 

 樓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８７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市長林世賢、彰化縣 

 政府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勞工處～吳處長蘭梅；外貿協會台中辦 

 事處～侯主任文欽；台灣省工業會張秘書長文龍；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 

 穎青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 

 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七個議案，會後選舉第十六屆理事、監事，散會後餐敘聯誼。

選舉結果：理事當選名單～

尤山泉、盧玉娟、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可文山、賴銘曉

賴勝煌、吳錫銓、李耀煌、梁志傑、林名羲、黃永源、施能貴

李新傑、李正雄、洪哲耀、林靜燦、許智博、林家田

監事當選名單～

鄭有良、陳杉銘、何建昌、吳佾達、陳宗瑋、林肇騫

12.本會召開「第十六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餐廳舉行，出席理事、監事有２５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會中改選 

 第十六屆「理事長、常務監事、副理事長、常務理事」並討論八個議案。

 選舉結果：理事長～尤山泉

 常務監事～鄭有良

 副理事長～盧玉娟

 常務理事～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

13.本會「第十五、十六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二十分，假富 

 山日本餐廳舉行，卸任理事長郭永斌、新任理事長尤山泉、監交人由王縣長惠美主持，會 

 中王縣長致贈卸任與新任理事長紀念牌及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代表第１５屆理監事致贈卸任 

 理事長郭永斌紀念牌，有１１０人觀禮。

14.本會「第十六屆聘任專業諮詢顧問團」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四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顧問聘書；聘任蔡文晃先生擔任勞動法令顧問；聘任陳 

 文慶先生擔任工商法令顧問；聘任蕭莎萍小姐擔任展覽諮詢顧問；聘任陳珍緒先生擔任英 

 語諮詢顧問；聘任胡陞豪先生擔任法律諮詢顧問。

15.本會「第十六屆聘任會訊編輯委員」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五十分，假富山日本 

 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委員聘書；聘任郭信志先生擔任會訊編輯召集人；聘任黃澤 

 智先生、高茂霖先生、劉榮華先生、李承憲先生、梁誌中先生、張文錫先生、陳震隆先生、 

 陳明宗先生、賴建旺先生等９位擔任委員。

16.本會辦理第２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 

 年２月３日至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陳新福、伍耀璋、廖振魁、劉文峰、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有２２ 

 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６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２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林素莉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貿易人才訓練第２場「國外展覽行銷實 

 務～參展技巧特訓」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 

 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2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採購日常實務作業要訣與技巧 

 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 

 ３至３月４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鄒 

 明雄、林新圳、陳金鐘、桂美俊、林明修、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潘美娟、伍耀璋等１ 

 １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4.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看問題與改善的技巧」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鄭 

 惟中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5.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國際多益暨商用書信寫作」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４月２２日結訓。

26.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至２５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蔣麗雅、蔡如喬、詹 

 君怡、陳惠敏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生產計畫、產銷協調與異常進 

 度管制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28.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品質技術人才CQT」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本班聘請白賜清老師擔任，計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９天、５４小時﹞上課 

 ，訂於６月２１日結訓。

29.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30.本會辦理「HACCP繼續教育課程」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５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陳淑惠、游銅錫、李世傑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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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 

 １月４日至１２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伍耀璋、陳新福、廖振魁、張家成、劉文峰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合法節約加班費及工資排除勞健 

 保操作技巧」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６８人參加。

3.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９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 

 、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９日下午六時三十 

 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加 

 。

5.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 

 參加。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 

 ６個議案。

6.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３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五時，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５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黃組長振芳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 

 府陳機要秘書柏村、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經綠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張高專 

 亮奕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２個 

 議案。

7.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第２場「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TAPA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行前說明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４家廠商、 

 ４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吳政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 

 加。

10.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跨部門合作與問題解決技巧」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鄭偉修老師擔任，計有３３人參加。

11.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上午十一時，假本會禮堂四 

 樓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８７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市長林世賢、彰化縣 

 政府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勞工處～吳處長蘭梅；外貿協會台中辦 

 事處～侯主任文欽；台灣省工業會張秘書長文龍；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 

 穎青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 

 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七個議案，會後選舉第十六屆理事、監事，散會後餐敘聯誼。

選舉結果：理事當選名單～

尤山泉、盧玉娟、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可文山、賴銘曉

賴勝煌、吳錫銓、李耀煌、梁志傑、林名羲、黃永源、施能貴

李新傑、李正雄、洪哲耀、林靜燦、許智博、林家田

監事當選名單～

鄭有良、陳杉銘、何建昌、吳佾達、陳宗瑋、林肇騫

12.本會召開「第十六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餐廳舉行，出席理事、監事有２５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會中改選 

 第十六屆「理事長、常務監事、副理事長、常務理事」並討論八個議案。

 選舉結果：理事長～尤山泉

 常務監事～鄭有良

 副理事長～盧玉娟

 常務理事～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

13.本會「第十五、十六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二十分，假富 

 山日本餐廳舉行，卸任理事長郭永斌、新任理事長尤山泉、監交人由王縣長惠美主持，會 

 中王縣長致贈卸任與新任理事長紀念牌及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代表第１５屆理監事致贈卸任 

 理事長郭永斌紀念牌，有１１０人觀禮。

14.本會「第十六屆聘任專業諮詢顧問團」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四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顧問聘書；聘任蔡文晃先生擔任勞動法令顧問；聘任陳 

 文慶先生擔任工商法令顧問；聘任蕭莎萍小姐擔任展覽諮詢顧問；聘任陳珍緒先生擔任英 

 語諮詢顧問；聘任胡陞豪先生擔任法律諮詢顧問。

15.本會「第十六屆聘任會訊編輯委員」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五十分，假富山日本 

 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委員聘書；聘任郭信志先生擔任會訊編輯召集人；聘任黃澤 

 智先生、高茂霖先生、劉榮華先生、李承憲先生、梁誌中先生、張文錫先生、陳震隆先生、 

 陳明宗先生、賴建旺先生等９位擔任委員。

16.本會辦理第２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 

 年２月３日至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陳新福、伍耀璋、廖振魁、劉文峰、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有２２ 

 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６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２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林素莉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貿易人才訓練第２場「國外展覽行銷實 

 務～參展技巧特訓」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 

 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2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採購日常實務作業要訣與技巧 

 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 

 ３至３月４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鄒 

 明雄、林新圳、陳金鐘、桂美俊、林明修、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潘美娟、伍耀璋等１ 

 １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4.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看問題與改善的技巧」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鄭 

 惟中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5.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國際多益暨商用書信寫作」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４月２２日結訓。

26.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至２５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蔣麗雅、蔡如喬、詹 

 君怡、陳惠敏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生產計畫、產銷協調與異常進 

 度管制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28.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品質技術人才CQT」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本班聘請白賜清老師擔任，計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９天、５４小時﹞上課 

 ，訂於６月２１日結訓。

29.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30.本會辦理「HACCP繼續教育課程」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５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陳淑惠、游銅錫、李世傑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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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 

 １月４日至１２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伍耀璋、陳新福、廖振魁、張家成、劉文峰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合法節約加班費及工資排除勞健 

 保操作技巧」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６８人參加。

3.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８、９日﹝二天、１２小時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宗佑 

 、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９日下午六時三十 

 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加 

 。

5.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２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 

 參加。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 

 ６個議案。

6.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３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０日下午五時，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５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 

 、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黃組長振芳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 

 府陳機要秘書柏村、建設處劉處長玉平、經綠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張高專 

 亮奕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２個 

 議案。

7.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第２場「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加國際看展 

 ～TAPA泰國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行前說明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專員楷明作工作報告。有４家廠商、 

 ４人出席參加。說明內容：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經費核銷事宜。

8.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吳政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 

 加。

10.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跨部門合作與問題解決技巧」 

 講習，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鄭偉修老師擔任，計有３３人參加。

11.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上午十一時，假本會禮堂四 

 樓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８７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市長林世賢、彰化縣 

 政府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勞工處～吳處長蘭梅；外貿協會台中辦 

 事處～侯主任文欽；台灣省工業會張秘書長文龍；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陳副總幹事 

 穎青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 

 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七個議案，會後選舉第十六屆理事、監事，散會後餐敘聯誼。

選舉結果：理事當選名單～

尤山泉、盧玉娟、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可文山、賴銘曉

賴勝煌、吳錫銓、李耀煌、梁志傑、林名羲、黃永源、施能貴

李新傑、李正雄、洪哲耀、林靜燦、許智博、林家田

監事當選名單～

鄭有良、陳杉銘、何建昌、吳佾達、陳宗瑋、林肇騫

12.本會召開「第十六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假富山日本餐廳舉行，出席理事、監事有２５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會中改選 

 第十六屆「理事長、常務監事、副理事長、常務理事」並討論八個議案。

 選舉結果：理事長～尤山泉

 常務監事～鄭有良

 副理事長～盧玉娟

 常務理事～陳世曉、張承宗、周文東

13.本會「第十五、十六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二十分，假富 

 山日本餐廳舉行，卸任理事長郭永斌、新任理事長尤山泉、監交人由王縣長惠美主持，會 

 中王縣長致贈卸任與新任理事長紀念牌及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代表第１５屆理監事致贈卸任 

 理事長郭永斌紀念牌，有１１０人觀禮。

14.本會「第十六屆聘任專業諮詢顧問團」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四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顧問聘書；聘任蔡文晃先生擔任勞動法令顧問；聘任陳 

 文慶先生擔任工商法令顧問；聘任蕭莎萍小姐擔任展覽諮詢顧問；聘任陳珍緒先生擔任英 

 語諮詢顧問；聘任胡陞豪先生擔任法律諮詢顧問。

15.本會「第十六屆聘任會訊編輯委員」於１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午一時五十分，假富山日本 

 餐廳舉行，由理事長尤山泉頒發委員聘書；聘任郭信志先生擔任會訊編輯召集人；聘任黃澤 

 智先生、高茂霖先生、劉榮華先生、李承憲先生、梁誌中先生、張文錫先生、陳震隆先生、 

 陳明宗先生、賴建旺先生等９位擔任委員。

16.本會辦理第２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 

 年２月３日至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陳新福、伍耀璋、廖振魁、劉文峰、張家成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有２２ 

 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６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２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國貿契約與貿易條件運用解析」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林素莉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20.本會承辦２０１９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貿易人才訓練第２場「國外展覽行銷實 

 務～參展技巧特訓」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２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 

 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 

 加。

22.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採購日常實務作業要訣與技巧 

 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3.本會辦理第１場「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 

 ３至３月４日﹝夜間班、４２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鄒 

 明雄、林新圳、陳金鐘、桂美俊、林明修、金德、陳新福、柯昭德、潘美娟、伍耀璋等１ 

 １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4.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看問題與改善的技巧」講習， 

 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鄭 

 惟中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25.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１場「國際多益暨商用書信寫作」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間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４月２２日結訓。

26.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９年２月１９至２５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蔣麗雅、蔡如喬、詹 

 君怡、陳惠敏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０９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生產計畫、產銷協調與異常進 

 度管制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28.本會承辦１０９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２場「品質技術人才CQT」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２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本班聘請白賜清老師擔任，計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９天、５４小時﹞上課 

 ，訂於６月２１日結訓。

29.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４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８人 

 參加。

30.本會辦理「HACCP繼續教育課程」講習，於１０９年２月２５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相訓、陳淑惠、游銅錫、李世傑等４位老 

 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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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課程（歡迎線上下載報名表）彰化縣工業會      網址：www.ch-industry.org.tw

*洽詢專線04-7256655 分機11 張小姐、分機12 黃小姐、分機13 梁小姐、分機15 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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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09/01/01至109/02/24，共43家

公司名稱/地址
玉錞有限公司

源鎂精密有限公司

竹谷工業社

鵝牌萬容有限公司

鑫瀚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翔茗工業社

健群塑膠有限公司

星侑企業有限公司

益豐工業安全用品有限公司

明福駿有限公司

凱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德洽有限公司

新亮鈺電鍍有限公司

有荃精密有限公司

聯慶木器行

宜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長鎰織帶有限公司

鼎秉豐有限公司

知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勝億工程有限公司

黑面進企業有限公司

興中工業社

谷鈿企業有限公司

福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朝富工業有限公司

懋蘅股份有限公司

華誠食品有限公司

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皇瑄股份有限公司

興億皮件廠

百鈜企業有限公司

宏宬有限公司

兆俊興業有限公司

茂峰捲門五金有限公司

發現國際廣告有限公司

永森有限公司

衛華國際有限公司

銳奕光電綠能科技廣告有限公司

福進鋼構有限公司

精興工業有限公司

騏鵬國際有限公司

盛家食品有限公司

鼎旺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汎諠有公司

塑膠用品製造業

五金製品零件

塑膠製品

金屬窗.金屬門

金屬製品加工

針車縫紉加工

塑膠零配件.日用品

各類金屬門窗

五金製品及其零件加工

五金製品零件(車床加工)

紡織品製造業( 繩纜及網製造鞋帶加工)

塑膠製品製造業

五金零件電鍍

金屬製品

各類木製家具

肉類處理及其製品、蔬果製品

織帶.鬆緊帶加工

五金零件研磨加工

調理食品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金屬製品製造業、汽車零件加工

五金製品及零件加工

橡膠手套.手套製造專用機

PE塑膠袋

機車車把手、零配件、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運動器材

肉類加工

調理食品

通訊傳播設備

鋪路柏油.倉儲業.租賃業.石油製品批

皮帶

不銹鋼製品及金屬製品

体育用品加工.絲帶球加工

建築模板加工

五金製品及其零件加工

金屬製品加工

水溝蓋

染整(纖維布定型整理)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金屬加工處理

電動自行車

麵條

枕頭.内衣褲.護膝.鞋墊.護腰等保健

車床零件加工*(補正)

電 話 生產產品
04-7634177

04-7615798

04-8350991

04-8311688

04-7863027

04-7526848

04-7562579

04-7987500

04-8285900

04-7372766

04-7719866

04-7810666

07-7811556

04-7713880

04-7760201

04-7978000

04-7987900

04-7997918

04-7688180

04-7562299

04-7681999

04-7792068

04-8654740

04-8815181

04-8817247

04-7800099

04-7793826

04-7782010

02-27723328

04-8652489

04-8655648

04-8610728

04-8284426

04-8296608

04-8282345

04-8761187

04-8877448

04-7331998

04-8538813

04-8531457

04-7681768

04-8835088

04-8796031

04-735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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