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大綱

☆扣繳制度簡介

☆薪資所得相關扣繳實務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相關解釋函令及新聞稿

☆查詢工具



扣繳制度簡介

扣：扣繳義務人給付扣繳範圍之所得，於給付時，

   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預先「扣」取稅款。

繳：寫好繳款書在規定時間向國庫「繳」 納。

    所得人為居住者：次月 10日前繳納。

   所得人為非居住者：給付日起 10日內。

報：依規定時限內，填寫各類所得扣 (免 )繳憑單

   ，並將各項扣繳書表，向稽徵機關辦申「報」

   後將扣 (免 )繳憑單填發所得人。



薪資所得 (1/4)

☆ 定義：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規定凡
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
務者之所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歲
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

★居住者薪資：每月薪資如採分次發放者，應按全月
給付總額扣取稅款。但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
資，免併入全月給付總額扣繳。

★非居住者薪資：按全月給付總額適用6%或18%之扣
繳率。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併入全月給付
總額計算。 

薪資所得 (2/4)       薪資扣繳架構圖

給付薪資所得時

居住者

次月 10日前繳納

非居住者
（「全月」薪資含固定、非

固定及應稅加班費）
代扣日起 10 日內繳納

固定薪資

按日給付臨時工免扣繳

非固定薪資
(三節、年終獎金 )

或

兼職所得

全月薪資超過
基本工資 1.5 倍

全月薪資基本
工資 1.5 倍以下

104 年 7月 1 日起 20,008 元
*1.5 倍 =30,012 元
106 年 1月 1 日起 21,009 元
*1.5 倍 =31,513 元

104 年 7 月 1 日起 20,008 元
*1.5 倍 =30,012 元
106 年 1 月 1 日起 21,009 元
*1.5 倍 =31,513 元

按全數扣繳 18% 按全數扣繳 6%

不填表者起扣
標準 40,020 元，
按全數扣繳 5%

查表

按薪資所得扣
繳稅額表扣繳

須填寫免
稅額申報表

超過扣繳稅額
表起扣標準，
按全數扣繳 5%

102、 103年起扣標準 69,501 元
104、 105年起扣標準 73,001 元

106 年起扣標準 73,501 元



薪資所得 (3/4)

☆ 勞工薪資所得每月扣繳稅款之計算，係以
每月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收入為所
得額，亦即扣繳憑單中應填載之（薪資所
得）給付總額。其由雇主自上項薪資所得中
扣付之工會會費、職工福利金、交通費及保
險費等，於計算扣繳稅款時，不得自薪資所
得中減除（財政部68.5.24台財稅第33363號函)。

薪資所得 (4/4)

☆ 每月工資中自願提繳之退休金免予列入各類
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給付總額」申報

(財政部94.5.30台財稅第09404538580號)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3項規定，勞工在其每月工資6
%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之退休金，得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
額中全數扣除。上開於規定範圍內自願提繳之退休金，參照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1項規定，免予扣繳，扣繳義務人
於依同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填報薪資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時，亦免予列入薪資「給付總額」申報。惟本部將於各類所
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或其申報書中增列適當欄位，供扣繳義
務人填報勞工自提部分之金額。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1/9)

● 營利事業給付員工之各項補助費－除依法
得以免稅者外，屬薪資所得。

● 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員工之各項補助費－
除依法得以免稅者外，屬其他所得。

● 舉辦尾牙摸彩、抽獎－競技競賽及機會中
獎獎金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2/9)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 其他所得→免予扣繳稅款

　→每年１月底前申報免扣繳憑單

●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

　→居住者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
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扣繳率為 10%，非居住者
為20%。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3/9)

◎ 實物獎品之給付總額

●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2項：「前項各類所得，如
為實物、有價證券或外國貨幣，應以取得時政府
規定之價格或認可之兌換率折算之；未經政府規
定者，以當地時價計算。」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4/9)

● 以實物如手機、電視機等當做中獎獎品，發給時
應依下述方法扣繳：

*如獎品是由給獎單位買進後再進行贈送給獲獎
人時，給獎單位應按購買獎品之統一發票 (含進
項稅額 )或收據的金額，依照上述規定的扣繳率
辦理扣繳。

*如獎品是由給獎單位自行生產製造的，則按獎
品成本的金額依照上述規定的扣繳率辦理扣繳。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5/9)

◎案例說明：

● 大智公司購買一臺機車當做尾牙摸彩
獎品，購買時發票含稅價格為 10 萬
元，小吉於 106 年 1月 13 日幸運中
獎，大智公司應如何扣繳及開立扣繳
憑單？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6/9)

* 若小吉為居住者：給獎時應向小吉收取
1萬元 (10%) 之扣繳稅款，於 106年 2月
10日前 (次月 10日前 )填寫扣繳稅額繳
款書向公庫繳納，並於 107年 1月 1日
至 1月 30日間 (次年 1月 31日前 )申
報扣繳憑單，所得類別為 91 競技競賽及
機會中獎獎金，給付總額 10 萬元，扣繳
稅額 1 萬元，給付淨額 9 萬元。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7/9)

* 若小吉為非居住者：給獎時應向小吉
收取 2萬元 (20%) 之扣繳稅款，於 106
年 1月 22日前 (給付 10日內 )填寫扣
繳稅額繳款書向公庫繳納，並申報扣
繳憑單，所得類別為 91 競技競賽及機
會中獎獎金，給付總額 10 萬元，扣繳
稅額 2 萬元，給付淨額 8 萬元。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8/9)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13條
●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第 2 條規定之所

得，扣繳義務人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 元者，免予扣繳。但依本法規定分離課
稅之所得，仍應依規定扣繳。

● 扣繳義務人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前 2項所
得不超過新臺幣 1,000 元者，得免依本法第 89
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扣繳實務 (9/9)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13-1 條
(105.1.6 增訂 )

●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如
有第 2條規定之所得，扣繳義務人每次應扣繳
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 元者，免予扣繳。
但依本法規定屬分離課稅之所得，仍應依規定
扣繳。

財政部 670215 台財稅第 30998 號函
職工福利會高爾夫俱樂部向公司借房地所負之稅捐
應屬租金支出

● 主旨： 甲公司將其房地撥供該公司職工福利會高
爾夫俱樂部作為球場等使用，該部分房地應繳納之
稅捐，如約定由該公司職工福利會高爾夫俱樂部負
擔，依照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 72
條第 3款規定，應屬該高爾夫俱樂部之租金支出。

● 說明：二、甲公司與甲公司職工福利會高爾夫俱樂
部係屬兩個不同主體，該公司撥借職工福利會高爾
夫俱樂部使用之房地，其應繳納之稅捐，經約定由
該高爾夫俱樂部負擔，應認屬租金。 



財政部 670810 台財稅第 35394 號函
廠礦職工發生事故所領互助金屬保險給付性質 

● 各廠礦企業之職工，依約定之互助辦法互相繳納
互助金，由職工福利委員會代為處理，於職工發
生特定事故時，由該福利委員會職工互相繳納互
助金中發給之各種互助補助金，核屬保險給付性
質，准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7款規定免納所得
稅。

財政部 671226 台財稅第 38505 號函
職工福利會發給員工補助費屬其他所得免予扣繳

● 各機關團體職工福利委員會發給職工各項補助費，如其職工
福利委員會係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設立經主管機關核准
有案者，應屬來自另一團體之所得，與本機關發給之補助
不同，可不列入本機關薪資所得扣繳；惟各該職工福利委
員會應將發給補助費之資料送稽徵機關，並提示各領取補助
費人於辦理結算申報時，將所領各項補助費，列入其他所
得申報。各該職工福利委員會發給員工之獎學金、結婚、
生育、死亡、住院等補助費，除其所發給員工及其子女獎助
學金如係以在校之學業及操行成績為一定條件者，得依所得
稅法第4條第 8款規定免納所得稅無扣繳問題外，其餘各項
補助費於發給時可免予扣繳。各領取補助費人應於年度結算
申報時，將受領補助費列入其他所得申報。



財政部 690416 台財稅第 33061 號函

職工福利委員會取自該事業補貼交通車之司
機費汽油費等免稅∕事業補貼其職工福利會
交通車司機之用人費汽油費等可列費用

●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購置
交通車專供職工上下班使用者，其取自各該職工
所屬事業補貼之司機用人費、汽油費、養護費及
折舊費用等，可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3 款規定
免納所得稅。上開補貼費用可憑有關收據核實認
列為各該事業之營業費用。

財政部 690710 台財稅第 35567 號函
直接撥入職工福利會銀行帳戶之福利金得以撥帳或
匯款回條為憑

● 營利事業依法組織之職工福利委員會，向事業單
位領受福利金，由事業單位直接撥入該職工福利
委員會銀行帳戶，如取得書有受款人名稱及金額
之「撥帳回條」或「匯款回條」，可免另取得該
職工福利委員會出具之收據，作為原始憑證。



財政部 690728 台財稅第 36156 號函
已提撥職工福利金即不得再以福利費用列支

● 營利事業既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職工福利
金，應未便因未達提撥之額度，即得以福利費用
科目列支任何費用。

財政部 690916 台財稅第 37749 號函
自提撥之福利金發給之補助費屬薪資提繳部分不課稅

● 企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之福利金所發給之
各項補助費，其中屬職工歷年自薪資提繳部分
發給者，因係領回提繳薪資，而該部分薪資已
於取得年度課徵所得稅，自應准免再計徵所得
稅。



財政部 701231 台財稅第 40901 號函
職工福利會舉辦旅遊等活動經費非屬員工之薪資所得

● 主旨：職工福利委員會舉辦旅遊、年節慰問、慶生會、
敬老會等費用及午膳營養補助之課免稅疑義釋復如說
明。

● 說明：三、營利事業撥付所屬單位之獎金，如不以現金
或實物分配予個人，而係作為該單位全體員工之康樂
活動經費者，應不視為員工之薪資，准免予扣繳所得
稅，前經本部 65年 7月 17日台財稅第 34758號函釋
有案。準此，凡舉辦旅遊、慶生會、敬老會等費用，
可依上開函釋規定辦理，免視為員工之薪資，並免扣
繳所得稅。　

財政部 701231 台財稅第 40901 號函 (續 )
職工福利會舉辦旅遊等活動經費非屬員工之薪資所得

● 四、職工褔利委員會給付年節慰問金，與本機關發給之
補助費不同，可不列入本機關員工之薪資所得，惟應
由職工福利委員會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由受領
職工於辦理結算申報時，列入其他所得申報課稅。

● 五、職工福利委員會委由膳食委員會辦理職工午膳營養
補助費，如營利事業並未另行給付伙食費或給付之伙
食費併同該午膳營養補助費每月在 1,800 元（編者
註：現為 2,400 元）以內者，可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
得辦理扣繳。



財政部 720202 台財稅第 30794 號函
營利事業職工福利會給付職工之補助費免扣繳
職工福利會給付職工之補助費應列單申報

● 營利事業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其職工之各項補助費
（含禮品、實物），應認屬受領人之其他所得，給
付時可免扣繳；但應由該職工福利委員會依照所得稅
法第 89條第 3項之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又
依現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7條（編者註：現為第
13條）規定，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金額不超
過新臺幣 500元（編者註：現為 1,000 元）者，得免
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財政部 750726 台財稅第 7548044 號函
職工旅遊摸彩支出超過福利金動支標準部分得列其
他費用 

● 二、營利事業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規定提
撥職工福利金者，其舉辦職工旅遊、摸彩等文康活動
所支付之費用，應先在福利金項下列支，其超出部
分，如確由營利事業負擔者，方可以其他費用科目列
支。

● 三、職工福利委員會將其職工福利金，以每年三節獎
金方式發放予全體員工，該項獎金與其他由職工福利
金動支之現金補助合計，如未超過當年度福利金總收
入 15％（編者註︰已提高為 40％）者，應予認列。



財政部 790626 台財稅第 790119142 號函
職工眷屬喪葬補助費應稅

● 主旨： 機關、團體、公、私營企業員工支領喪葬補助
費，應視其屬薪資所得或其他所得，由給付單位分別
辦理扣繳或列單申報。

● 說明： 二、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3類規定，
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
取得之各種補助費俱屬薪資所得，故由其工作單位
發給員工之眷屬喪葬補助費，應由給付單位給付時
按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扣繳及列單申報。

財政部 790626 台財稅第 790119142 號函 (續 )
職工眷屬喪葬補助費應稅

● 三、職工福利委員會自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提撥之
福利金項下支給之眷屬喪葬補助費，則屬所得稅法
第 14條第 1項第 9類（編者註：現行第 10類之其他
所得）規定之所得，給付時免予扣繳，給付單位應
依所得稅法第 89條第 3項規定於次年一月底前列單
申報，再由受領人於辦理當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全額併入其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報繳所得稅。



財政部 830907 台財稅第 831608021 號函
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所支付費用之認列釋疑
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如何併計員工所得課稅釋疑

● 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或國外旅遊，有關帳務處理及併計員工所得
課稅之規定：

● （一）營利事業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規定提撥職
工福利金，其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所支付之費用，應先在
職工福利金項下列支，超過職工福利金動支標準部分，得以
其他費用科目列帳。又舉辦全體員工均可參加之國內、外
旅遊所支付之費用，免視為員工之所得。惟如以現金定額
補貼或僅招待特定員工（如達一定服務年資、職位階層、
業績標準……）旅遊部分，應認屬各該員工之其他所得，
由該職工福利委員會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
報主管稽徵機關；至超過職工福利金動支標準部分，確由
營利事業負擔者，依同法第14條第 1項第 3類規定，屬營
利事業對員工之補助，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

財政部 830907 台財稅第 831608021 號函 (續 )
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所支付費用之認列釋疑
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如何併計員工所得課稅釋疑

● （二）營利事業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其舉辦
員工國內、外旅遊所支付之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
目列帳，超過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條第 8
款但書規定限度部分，得以其他費用科目列帳。又舉
辦全體員工均可參加之國內、外旅遊所支付之費用，
免視為員工之所得。惟如以現金定額補貼或僅招待特
定員工（如達一定服務年資、職位階層、業績標準…
…）旅遊部分，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規
定，屬營利事業對員工之補助，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
扣繳所得稅。



財政部 901211 新聞稿
職工福利委員會舉辦旅遊補助如何辦理扣繳

●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表示：邇來常有納稅人詢問有關
職工福利委員會舉辦旅遊，所支付之補助費，應如何
辦理扣繳？因舉辦方式有所不同，致處理方式並不一
致，該局為讓納稅人瞭解，特別提出說明如下以供參
考：

● 一、職工福利委員會統一購買渡假村住宿券，供全體
員工於規定期限內使用，係可歸屬個別員工定額補
助費，應認屬各該員工之其他所得。

財政部 901211 新聞稿 (續 )
職工福利委員會舉辦旅遊補助如何辦理扣繳

● 二、設定每位員工報支旅遊費用之額度，並取得以職委會為抬
頭之單據憑證，應依旅遊費用報支方式，徵免所得。如係公
司勻支之旅遊費用，免視為員工所得；如係個別報銷則為定
額補助費，應認屬各該員工之其他所得。

● 三、為獎勵優秀員工，選擇至國外地點表揚及旅遊，係對特定
員工之補助款，應併計其他所得。

● 該局呼籲：前項屬受領人之其他所得，於給付時可免予扣繳，
但應由該職工福利委員會依照所得稅法第 89條第 3項之規定
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又依現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13
條規定，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金額不超過新台幣
1,000 元者，得免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財政部 1030106 新聞稿
歲末年終舉辦尾牙費用、摸彩之支出，可列報費用 

●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又到了歲末年終，各公
司紛紛於農曆春節前舉辦年終尾牙及摸彩等活
動，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規定，歲末尾牙宴請全
體員工聚餐，係屬事業主慰勞員工一年來辛勞所
舉辦之活動，應由雇主負擔，非一般由職工福利
委員會主辦之聚餐活動，自不宜動支職工福利
金，故尾牙聚餐費用應以「其他費用」科目列
帳，另如有提供摸彩活動，不論是以現金或禮品
犒賞員工，都需辦理扣繳申報。

財政部 1030106 新聞稿 ( 續 )
歲末年終舉辦尾牙費用、摸彩之支出，可列報費用 

● 該局進一步說明，習慣上營利事業為生意上的交
際應酬需要，對於往來廠商的尾牙餐聚或是週年
慶活動，會代為出資認捐往來廠商的尾牙餐費或
是捐贈摸彩獎品，該項費用支出，須由扣繳義務
人也就是捐助廠商，填報以受贈廠商為所得人名
義之其他所得的免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
報；另營利事業不論是以現金或禮品犒賞員工，
仍屬應稅所得，營利事業須辦理扣繳並於次年 1
月底前申報扣（免）繳憑單。



財政部 900712 台財稅第 0900453599 號令
職工福利會福利金存入銀行之利息免予扣繳

● 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
核屬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職工福利金存入公營或民營
銀行所取得之利息所得，可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83條
第 1項規定免予扣繳所得稅；惟利息給付單位仍應
依同法第 89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
關。

財政部 1020207 新聞稿
員工健檢費應注意公司費用及員工薪資所得之申報

● 企業實施的員工健康檢查，有的是基於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所規定，有
的則是公司另行提供的福利措施。南區國稅局表示，這些員工健康
檢查費用，應依該項健康檢查是否為法令所規範，來做不同的稅務
處理。

● 該局進一步說明，如果是公司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必須支付之健
康檢查費用，公司可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1條第 1款
或第 81條第 5款及第 8款規定，核實列報為薪資支出或「職工福
利」項下的員工醫療費，這類健檢費用包含下列 3項檢查費用：

●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

● 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

● 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
查」。



財政部 1020207 新聞稿 (續 )
員工健檢費應注意公司費用及員工薪資所得之申報

● 國稅局特別提醒，上述 3 項費用，除了第 2 、 3 項由公
司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負擔之健康檢查費用，免視為
勞工之薪資所得外，第 1項公司於僱用員工時，對於
員工應施行「體格檢查」所負擔之費用，屬於員工職
務上取得之補助費，是員工的薪資所得，應於發放時
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扣繳稅款。

● 此外，不是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而交付，而是員工
自公司支領或給付之其他健康檢查費用，是屬於勞工
職務上取得之補助費，應併計為員工的薪資所得，公
司除可列為薪資支出外，並應注意於發放時依各類所
得扣繳率標準辦理扣繳。



查詢工具 -
線上列印薪資及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首頁

（網址： www.etax.nat.gov.tw）

→ 點選上方「線上服務」

→ 點選「電子申報繳稅服務」

→ 點選「自繳繳款書三段式條碼列印（線上版）」

→ 點選「自繳繳款書 -薪資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151 」或「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152~158 、 15B 」

查詢工具 -如何查詢解釋令

☆ Google → 「台財稅字第 OOOOO 號」

                 ( 無須年月日 )

☆ Google → 財政部賦稅署

           （網址： www.dot.gov.tw）

→ 點選上方「便民服務」

→ 點選「賦稅法規」

→ 點選「綜合查詢」或「法令彙編函釋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