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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定義體定義。。

● 應符合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應符合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
其他關係法令其他關係法令，經向，經向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登記或立案成
立立。。

● 職工福利金條例。職工福利金條例。

● 臺中市勞工局。臺中市勞工局。

● 職工福利委員會核屬機關團體職工福利委員會核屬機關團體→每年→每年 55 月應辦月應辦
理結算申報。理結算申報。

● 填具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填具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
織結算申報書織結算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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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 未如期申報?未如期申報?

● 填具滯報通知書填具滯報通知書

● 依查得資料核定所得額依查得資料核定所得額

● 依核定應納稅額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依核定應納稅額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

● 機關團體解散後機關團體解散後無須無須辦理當期辦理當期決算決算及及清算清算申報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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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 機關團體機關團體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免稅免稅。(所得稅法第。(所得稅法第 44 條第條第 11 項第項第 1313 款)款)

● 應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應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
稅適用標準稅適用標準。。

● 不符免稅條件者不符免稅條件者→課→課稅。稅。

● 另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另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稅。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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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二條規定，簡列說明如下：標準第二條規定，簡列說明如下：

ΔΔ 依相關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依相關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

ΔΔ 從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需符合創從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需符合創

    設目的，且不得以任何方式對相關捐贈人設目的，且不得以任何方式對相關捐贈人

    給予變相盈餘分配。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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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ΔΔ 章程明定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地方章程明定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地方

    自治團體等。但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規自治團體等。但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規

    定限制。  定限制。  

      ΘΘ 財政部財政部 8686 年年 88 月月 77 日日

          台財稅第台財稅第 861910253861910253 號:號:

          職工福利委員會不受該款規定限制。職工福利委員會不受該款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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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ΔΔ 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ΔΔ 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

    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等。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等。

ΔΔ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

    低於基金之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6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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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ΘΘ 財政部財政部 7474 年年 11 月月 3131 日台財稅第日台財稅第 1132711327 號:號:

    按按創立或增資之資本提撥創立或增資之資本提撥之福利金，不屬每年孳之福利金，不屬每年孳

    息及其他各項收入。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ΘΘ 財政部財政部 7474 年年 1010 月月 88 日台財稅第日台財稅第 2320023200 號:號: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自職工薪津內扣撥職工福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自職工薪津內扣撥職工福

        利委員會之職工福利金（自提儲金）屬福利基金利委員會之職工福利金（自提儲金）屬福利基金

        之增加，可不視為年度之收入，但福利基金之孳之增加，可不視為年度之收入，但福利基金之孳

        息不包括在內。息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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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ΘΘ 財政部財政部 7575 年年 77 月月 2626 日台財稅第日台財稅第 75480447548044 號:號:

    職工福利金，以每年三節獎金方式發放予全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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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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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合計，如未超過當年度福利金總收入 40%40% 者，  者，  
  應予認列。  應予認列。

ΘΘ 財政部財政部 8484 年年 55 月月 1717 日台財稅第日台財稅第 846121352846121352 號:號:

        支付員工之現金補助款，如確為改善職工福利，支付員工之現金補助款，如確為改善職工福利，

        且符合創設目的者，其超過規定動支比例部分，  且符合創設目的者，其超過規定動支比例部分，  
     於核算支出比率時，准予併入計算。     於核算支出比率時，准予併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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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如果收支比未達如果收支比未達 60%60% 如何處理?如何處理?

◇◇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五十萬元以下→→ OK!!OK!!

◇◇當年度結餘款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 ，已就該結餘款 
  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  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內四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  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OK!!OK!!

● 結餘款，指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合計    結餘款，指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合計    
數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數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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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使用計畫如有變更:使用計畫如有變更:

◇◇應於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檢檢

    附變更後計畫送主管機關查明同意附變更後計畫送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變更前、後之結餘款使用計畫期間合計以四年為 變更前、後之結餘款使用計畫期間合計以四年為 

      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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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不按計畫執行不按計畫執行，當年度全部結餘款課稅。，當年度全部結餘款課稅。

● 稅率: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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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
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ΔΔ 開立扣(免)憑單屬於合法憑證嗎?開立扣(免)憑單屬於合法憑證嗎?

    ☆☆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  ☆ 各項外來憑證或對外憑證應載有交易雙方之名稱、 各項外來憑證或對外憑證應載有交易雙方之名稱、 
    地址、統一編號、交易日期、品名、數量、單價、      地址、統一編號、交易日期、品名、數量、單價、  
    金額、銷售額及營業稅額並加蓋印章。    金額、銷售額及營業稅額並加蓋印章。

  ☆  ☆ 外來憑證屬個人出具之外來憑證屬個人出具之收據收據，並應載明出據人     ，並應載明出據人     
    之身分證統一編號。    之身分證統一編號。

  ☆  ☆ 發票或收據為入帳之合法憑證發票或收據為入帳之合法憑證，扣(免)憑單僅是   ，扣(免)憑單僅是   
  履行扣免繳義務之單據  履行扣免繳義務之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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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財產總額財產總額或或當年度收入總額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達新臺幣一臺幣一
億元以上億元以上，，應委託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
代理人之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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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營利事業所稅查核準則-職工福利(營利事業所稅查核準則-職工福利( 8181 條)條)

● 職工福利金之提撥，以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之規職工福利金之提撥，以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之規
定，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為限。定，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為限。

ΔΔ 創立創立時或時或增資資本增資資本總額之總額之百分之五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限度內一次提撥。

每年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

支。(一次提撥支。(一次提撥，，分年認費用)分年認費用)

ΔΔ 每月營業收入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總額內提撥百分之○‧○五至○‧一○‧○五至○‧一

五。五。

ΔΔ 下腳下腳變價時提撥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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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以上福利金之提撥，以以上福利金之提撥，以實際提撥實際提撥數為準。但按每數為準。但按每

月營業收入總額之比例提撥部分，其最後一個月月營業收入總額之比例提撥部分，其最後一個月
應提撥金額，得以應付費用列帳。應提撥金額，得以應付費用列帳。

● 副產品副產品及及不堪使用之固定資產不堪使用之固定資產並非下腳，並非下腳，不得比不得比
照下腳提撥福利金照下腳提撥福利金。。

● 職工福利金原始憑證如下：職工福利金原始憑證如下：

ΔΔ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者，應檢具職工福利委員會之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者，應檢具職工福利委員會之

收據。收據。

ΔΔ 但直接撥入職工福利委員會在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但直接撥入職工福利委員會在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

並取得該並取得該金融機構發給之存款證明金融機構發給之存款證明者，不在此限。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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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

● 職工福利金條例第職工福利金條例第 22 條條

● 提撥職工福利金，依提撥職工福利金，依下下列之規定：列之規定：

ΔΔ 創立時就其資本總額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創立時就其資本總額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

ΔΔ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
之○．一五。之○．一五。

ΔΔ 每月於每個職員工人薪津內各扣百分之○．五。每月於每個職員工人薪津內各扣百分之○．五。

ΔΔ 下腳變價時提撥下腳變價時提撥 20%20% 至至 4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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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刪除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
規定 規定 

♣♣ 所得稅法第所得稅法第 4242 條第條第 22 項 (修法前)項 (修法前)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有前項規定之股利淨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有前項規定之股利淨  

  額或盈餘淨額者，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不得   額或盈餘淨額者，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不得 
  扣抵其應納所得稅額，並不得申請退還。  扣抵其應納所得稅額，並不得申請退還。

♣♣ 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併計其收入，依行政院訂定之 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併計其收入，依行政院訂定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徵、免所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徵、免所 
  得稅，爰刪除現行第二項。   得稅，爰刪除現行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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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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