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繳相關解釋函令及規定
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
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
應扣繳稅款之所得，及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類之其他所得，因未達起扣點，
或因不屬本法規定之扣繳範圍，而未經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 1 月底前，
將受領人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
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應於 2 月 10 日前，將免扣繳 憑單填發納
稅義務人。
所得稅法第 92 條第 1 項
第 88 條各類所得稅款之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 1 月內所扣稅
款向國庫繳清，並於每年 1 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
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並應於 2 月 10 日前將扣繳憑
單填發納稅義務人。但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或機關、團
體裁撤、變更時，扣繳義務人應隨時就已扣繳稅款數額，填發扣繳憑單，
並於十日內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1) 所稱責應扣繳單位主管之認定原則
現行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機關團體之扣繳義務人為責應扣
繳單位主管，所稱「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由各機關首長或團體負責人自
行指定之。機關團體已在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各類所得資料申報書
或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扣繳義務人」欄載明扣繳義務人者，視
為該機關首長或團體負責人指定之扣繳義務人；未經指定者，以機關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為扣繳義務人。(財政部 88/07/08 台財稅第 881924323 號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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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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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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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該管稽徵機關。(財政部 90/07/12 台財稅第 0900453599 號令)
(3) 職工福利會回存福利金之利息不得免稅
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核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團體，惟該委員會如將其負責保管運運用之職工福利金
，以「民間存款」方式回存於該營利事業，即與該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及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
規定不合，其所得不得免納所得稅，除仍應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之 1 第 3 項
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外，該營利事業於給付利息時，並應依法扣繳所得稅款
。(財政部 75/09/03 台財稅第 7565914 號函)
(4)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如以成績為條件者免稅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如係以在校之學業及操行成績為一定條件，可適用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8 款規定免稅。(財政部 76/02/27 台財稅第 7635348 號函)
(5) 職工福利會發給員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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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2/26 台財稅第 38505 號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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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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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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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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07 台財
稅第 831608021 號函)
(7) 職工福利會舉辦旅遊等活動經費非屬員工之薪資所得，年節慰問金屬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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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經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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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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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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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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以內者，可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辦理扣繳。 (財政部 70/12/31
台財稅第 40901 號函)
(8) 獎金如作為員工之康樂經費不視為員工薪資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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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准免扣繳所得
稅。(財政部 65/07/17 日台財稅第 34758 號函)
(9) 員工支領喪葬補助費應視其所得種類辦理扣繳或列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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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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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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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類規定之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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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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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6/26 台財稅第 790119142 號函
)
(10)營利事業職工福利會給付職工之補助費免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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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金額不超過新臺幣
1,000 元者，得免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財政部 72/02/02 台財稅第 3079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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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參加福利委員會自強活動取得之實物獎品屬機會中獎應課稅
營利事業員工福利委員會舉辦自強活動，員工參加該項活動所取得之實物
獎品，係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8 類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依
同法第 88 條規定，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現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規定，扣繳所得稅。(財政部 69/07/17 台財稅第 35797 號函)
(12)以職工福利金補助員工之制服費非屬薪資所得
營利事業職工福利委員會以職工福利金補助員工購製制服，如確因營利事
業業務上之需要，該項制服補助費可免認係員工之所得課稅。 (財政部
68/04/02 台財稅第 32072 號函)
(13)薪資所得應扣繳之稅款係以給付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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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5/24 台財稅第
33363 號函)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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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9/16 台財稅第 37749
號函)
(15)航勤服務職工所收取之小費屬薪資所得
公司航勤服務職工所收取之小費，屬提供勞務之報酬，為所得稅法第 14 條
第 1 項第 3 類薪資所得性質。其由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代為處理，配合員
工自繳互助金餘額統收分配，仍應按薪資所得報繳所得稅。至其中屬職工
歷年自繳互助金餘額發給部分，因係取回自繳資金，依財政部 69 年 9 月 16
日台財稅第 37749 號函規定，應可免再計徵所得稅。(財政部 70/06/12 台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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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第 34767 號函)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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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8/10 台財稅第 3539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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