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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037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明才、王惠美等 21 人，鑑於歐盟 27 個會員國，
已無任一國家採行完全兩稅合一制度；而 34 個 OECD 國家中
，有 29 個國家，皆已廢除「完全設算扣抵法」兩稅合一制度
。繼「財政健全方案」實施後，自 104 年起個人股東之可扣
抵稅額減半及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調增至 45%。對照外資股
利所得總稅負為 33.6%，內資則高達 51.42%（含補充保費）
，內外資稅負差異甚大，不符合公平課稅原則。又根據財政
部 103 及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統計表顯示，「財政健全
方案」實施後，綜合所得稅中來自股利所得總額較前一年下
降幅度高達 21%；且負擔股利所得稅之納稅人除所得稅率最
低級距之所得者明顯增加外，其餘各級距多呈現大幅減少，
可見納稅人因應稅制變動後確實出現租稅規避之行為，故兩
稅合一制確有檢討之必要。爰此，本席擬具「所得稅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廢除兩稅合一制，改採定額免稅（27 萬元
）及分級分離課稅之累進稅率且最高稅率以不超過外資就源
扣繳比率（20%）為限，以保障多數投資人及消弭內外資稅負
差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國際針對兩稅合一制度，大部分 OECD、歐盟國家已廢除兩稅合一制度，由於兩稅合一制度
有礙歐盟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歧視歐盟內他國投資者，因此「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宣告，兩稅合一制度違反租稅協定。歐盟 27 個會員國，自 2007 年
起，已無任一國家採行完全兩稅合一制度。至於 34 個 OECD 國家中，目前除了澳洲、加拿
大、智利、墨西哥及紐西蘭等 5 個國家，仍實施兩稅合一制度外，其餘 29 個國家，皆已廢
除「完全設算扣抵法」兩稅合一制度。因此，廢除兩稅合一制度，符合國際趨勢。
二、我國自 87 年引進兩稅合一制度，然制度演變至今，本國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所需負擔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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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逐漸加重，包括 102 年開始對股利所得收取 2%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目前單筆扣費下限
調整為 2 萬元、費率 1.91%）；執行「財政健全方案」，自 104 年起個人股東之可扣抵稅額
減半及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調增至 45%；甚或未來可能額外尚需負擔 0.48%之長期照顧保險
之補充保費等，且對比目前外資股利所得總稅負為 33.6%，內資則高達 51.42%（含補充保
費），內外資稅負差異甚大，不符合公平課稅原則，致使個人股東取得股利之成本大為調
增，不利投資於我國有價證券市場，造成資金大幅外流。
三、財政部 103 及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統計表：
103 年度
稅率

金額

納稅單位

104 年度
股利所得占比

（萬元）

納稅單位

金額
（萬元）

股利所得占比

0%

2,026,157

4,466,688

5.10%

2,266,038

5,263,007

7.66%

5%

2,741,461

10,248,478

11.70%

2,603,942

10,913,260

15.87%

12%

810,489

9,820,813

11.21%

772,199

9,752,454

14.18%

20%

344,597

10,530,177

12.02%

337,239

9,992,717

14.53%

30%

104,347

8,567,761

9.78%

105,966

7,680,294

11.17%

40%

47,307

43,955,300

50.19%

35,398

6,688,490

9.73%

45%

-

-

-

9,681

18,467,093

26.86%

合計

6,074,358

87,589,217

100%

6,130,463

68,757,315

100%

四、故為活絡資本市場交易，且達公平課稅原則，提案修正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並增列第十四
條之九，國內個人股東採定額免稅及分級分離課稅之累進稅率且最高稅率以不超過外資就
源扣繳比率為限；另為鼓勵民眾長期投資、長期持有，參考現今綜所稅之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額，將免稅額定為 27 萬元。
五、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度，刪除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一條至第六十六條之九條、第七十三
條之二、第一百零二條之一至第一百零二條之四、第一百十四條之一至第一百十四條之三
；及修正有關扣抵稅額及可扣抵稅額之部分條文。由於企業未分配盈餘之加徵乃實施兩稅
合一制度之配套措施，故一併提出檢討與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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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寬恒

曾銘宗

張麗善

馬文君

楊鎮浯

孔文吉

黃昭順

許毓仁

林德福

徐志榮

許淑華

盧秀燕

江啟臣

陳宜民

李彥秀

林麗蟬

鄭天財 Sra Kac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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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條之一

條

文

（刪除）

現

行

第三條之一

條

文

營利事業繳納屬

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除本法另有

說

明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規定外，得於盈餘分配時，
由其股東或社員將獲配股利
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
，自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
第十四條

個人之綜合所得總

第十四條

個人之綜合所得總

一、配合增訂第十四條之九，

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
合併計算之：

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
合併計算之：

爰刪除第一類營利所得。
二、原條文第一項第二類及其

第一類：執行業務所得
：凡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

第一類：營利所得：公
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

後順序依次調整。
三、配合次序調整，原條文第

技收入，減除業務所房租或
折舊、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

、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
餘總額、合夥組織營利事業

四項「第一項第九類」修正
為「第一項第八類」。

之折舊及修理費，或收取代
價提供顧客使用之藥品、材

之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之盈
餘總額、獨資資本主每年自

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
員之薪資、執行業務之旅費

其獨資經營事業所得之盈餘
總額及個人一時貿易之盈餘

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
額為所得額。

皆屬之。
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

執行業務者至少應設置
日記帳一種，詳細記載其業

利總額或合作社社員所獲分
配之盈餘總額，應按股利憑

務收支項目；業務支出，應
取得確實憑證。帳簿及憑證

單所載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與可扣抵稅額之合計數計算

最少應保存五年；帳簿、憑
證之設置、取得、保管及其

之；合夥人應分配之盈餘總
額或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業所得之盈餘總額，除獨資
、合夥組織為小規模營利事

執行業務者為執行業務
而使用之房屋及器材、設備

業者，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
得額計算外，應按核定之營

之折舊，依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之規定。執行業務費用

利事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
稅額半數後之餘額計算之。

之列支，準用本法有關營利
事業所得稅之規定；其帳簿

第二類：執行業務所得
：凡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

、憑證之查核、收入與費用
之認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技收入，減除業務所房租或
折舊、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之折舊及修理費，或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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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薪資所得：凡
公、教、軍、警、公私事業

價提供顧客使用之藥品、材
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

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
得：

員之薪資、執行業務之旅費
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

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
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

額為所得額。
執行業務者至少應設置

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
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

日記帳一種，詳細記載其業
務收支項目；業務支出，應

俸給、工資、津貼、歲費
、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

取得確實憑證。帳簿及憑證
最少應保存五年；帳簿、憑

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
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

證之設置、取得、保管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日支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
定標準者，及依第四條規

政部定之。
執行業務者為執行業務

定免稅之項目，不在此限
。

而使用之房屋及器材、設備
之折舊，依固定資產耐用年

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
自願提繳之退休金或年金

數表之規定。執行業務費用
之列支，準用本法有關營利

保險費，合計在每月工資
百分之六範圍內，不計入

事業所得稅之規定；其帳簿
、憑證之查核、收入與費用

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年金保險費部分，不適用

之認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七條有關保險費扣除
之規定。

第三類：薪資所得：凡
公、教、軍、警、公私事業

第三類：利息所得：凡
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
得：

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
貸出款項利息之所得：

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
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

一、公債包括各級政府發行
之債票、庫券、證券及憑

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
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

券。
二、有獎儲蓄之中獎獎金，

俸給、工資、津貼、歲費
、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

超過儲蓄額部分，視為存
款利息所得。

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
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

三、短期票券指期限在一年
期以內之國庫券、可轉讓

日支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
定標準者，及依第四條規

銀行定期存單、公司與公
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

定免稅之項目，不在此限
。

匯票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之短期債務憑

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
自願提繳之退休金或年金

證。
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

保險費，合計在每月工資
百分之六範圍內，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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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為利
息所得，除依第八十八條規

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年金保險費部分，不適用

定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

第十七條有關保險費扣除
之規定。

第四類：租賃所得及權
利金所得：凡以財產出租之

第四類：利息所得：凡
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租金所得，財產出典典價經
運用之所得或專利權、商標

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
貸出款項利息之所得：

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
種特許權利，供他人使用而

一、公債包括各級政府發行
之債票、庫券、證券及憑

取得之權利金所得：
一、財產租賃所得及權利金

券。
二、有獎儲蓄之中獎獎金，

所得之計算，以全年租賃
收入或權利金收入，減除

超過儲蓄額部分，視為存
款利息所得。

必要損耗及費用後之餘額
為所得額。

三、短期票券指期限在一年
期以內之國庫券、可轉讓

二、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
上權取得之各種所得，視

銀行定期存單、公司與公
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

為租賃所得。
三、財產出租，收有押金或

匯票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之短期債務憑

任何款項類似押金者，或
以財產出典而取得典價者

證。
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

，均應就各該款項按當地
銀行業通行之一年期存款

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為利
息所得，除依第八十八條規

利率，計算租賃收入。
四、將財產借與他人使用，

定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

除經查明確係無償且非供
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外

第五類：租賃所得及權
利金所得：凡以財產出租之

，應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情
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

租金所得，財產出典典價經
運用之所得或專利權、商標

所得稅。
五、財產出租，其約定之租

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
種特許權利，供他人使用而

金，顯較當地一般租金為
低，稽徵機關得參照當地

取得之權利金所得：
一、財產租賃所得及權利金

一般租金調整計算租賃收
入。

所得之計算，以全年租賃
收入或權利金收入，減除

第五類：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全年

必要損耗及費用後之餘額
為所得額。

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為所得額。

二、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
上權取得之各種所得，視

第六類：財產交易所得
：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

為租賃所得。
三、財產出租，收有押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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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所得：
一、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

任何款項類似押金者，或
以財產出典而取得典價者

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
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

，均應就各該款項按當地
銀行業通行之一年期存款

，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
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

利率，計算租賃收入。
四、將財產借與他人使用，

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二、財產或權利原為繼承或

除經查明確係無償且非供
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外

贈與而取得者，以交易時
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時

，應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情
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

或受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
利之時價及因取得、改良

所得稅。
五、財產出租，其約定之租

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
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

金，顯較當地一般租金為
低，稽徵機關得參照當地

為所得額。
三、個人購買或取得股份有

一般租金調整計算租賃收
入。

限公司之記名股票或記名
公司債、各級政府發行之

第六類：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全年

債券或銀行經政府核准發
行之開發債券，持有滿一

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為所得額。

年以上者，於出售時，得
僅以其交易所得之半數作

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
：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

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
免稅。

得之所得：
一、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

第七類：競技、競賽及
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凡

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
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

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及各種機
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皆屬之

，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
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

：
一、參加競技、競賽所支付

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二、財產或權利原為繼承或

之必要費用，准予減除。
二、參加機會中獎所支付之

贈與而取得者，以交易時
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時

成本，准予減除。
三、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

或受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
利之時價及因取得、改良

金，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
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

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
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

所得總額。
第八類：退職所得：凡

為所得額。
三、個人購買或取得股份有

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
、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

限公司之記名股票或記名
公司債、各級政府發行之

、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及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

債券或銀行經政府核准發
行之開發債券，持有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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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保險之保險給付等所得
。但個人歷年自薪資所得中

年以上者，於出售時，得
僅以其交易所得之半數作

自行繳付之儲金或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規定提繳之年金保

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
免稅。

險費，於提繳年度已計入薪
資所得課稅部分及其孳息，

第八類：競技、競賽及
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凡

不在此限：
一、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

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及各種機
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皆屬之

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一次領取總額在十五

：
一、參加競技、競賽所支付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
資之金額以下者，所

之必要費用，准予減除。
二、參加機會中獎所支付之

得額為零。
(二)超過十五萬元乘以退

成本，准予減除。
三、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

職服務年資之金額，
未達三十萬元乘以退

金，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
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

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
分，以其半數為所得

所得總額。
第九類：退職所得：凡

額。
(三)超過三十萬元乘以退

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
、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

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
分，全數為所得額。

、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及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

退職服務年資之尾數未
滿六個月者，以半年計；滿

年金保險之保險給付等所得
。但個人歷年自薪資所得中

六個月者，以一年計。
二、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

自行繳付之儲金或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規定提繳之年金保

取總額，減除六十五萬元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險費，於提繳年度已計入薪
資所得課稅部分及其孳息，

三、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
期退職所得者，前二款規

不在此限：
一、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

定可減除之金額，應依其
領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

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一次領取總額在十五

之比例分別計算之。
第九類：其他所得：不

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
資之金額以下者，所

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
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

得額為零。
(二)超過十五萬元乘以退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告發
或檢舉獎金、與證券商或銀

職服務年資之金額，
未達三十萬元乘以退

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

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
分，以其半數為所得

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
總額。

額。
(三)超過三十萬元乘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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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類所得，如為實
物、有價證券或外國貨幣，

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
分，全數為所得額。

應以取得時政府規定之價格
或認可之兌換率折算之；未

退職服務年資之尾數未
滿六個月者，以半年計；滿

經政府規定者，以當地時價
計算。

六個月者，以一年計。
二、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
如有自力經營林業之所得、

取總額，減除六十五萬元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受僱從事遠洋漁業，於每次
出海後一次分配之報酬、一

三、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
期退職所得者，前二款規

次給付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
，超過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定可減除之金額，應依其
領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

規定之部分及因耕地出租人
收回耕地，而依平均地權條

之比例分別計算之。
第十類：其他所得：不

例第七十七條規定，給予之
補償等變動所得，得僅以半

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
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

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
數免稅。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告發
或檢舉獎金、與證券商或銀

第一項第八類規定之金
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

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
計達百分之三以上時，按上

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
總額。

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
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

前項各類所得，如為實
物、有價證券或外國貨幣，

百元數四捨五入。其公告方
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準

應以取得時政府規定之價格
或認可之兌換率折算之；未

用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

經政府規定者，以當地時價
計算。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
如有自力經營林業之所得、
受僱從事遠洋漁業，於每次
出海後一次分配之報酬、一
次給付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
，超過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之部分及因耕地出租人
收回耕地，而依平均地權條
例第七十七條規定，給予之
補償等變動所得，得僅以半
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
數免稅。
第一項第九類規定之金
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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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
計達百分之三以上時，按上
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
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
百元數四捨五入。其公告方
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準
用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
第十四條之九

公司股東所獲

一、本條新增。

分配之股利總額、合作社社
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總額、合

二、目前個人綜合所得稅率最
高級距為 45%，而二代健保

夥組織營利事業之合夥人每
年度應分配之盈餘總額、獨

又規定加徵 1.91%補充保費
。而個人股東自 104 年度開

資資本主每年自其獨資經營
事業所得之盈餘總額及個人

始，就投資之營利事業已納
之所得稅，僅餘 50%可計入

一時貿易之盈餘，分開計算
應納稅額。

可扣抵稅額中，使得個人股
東取得股利之成本大為調增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獲配上項所得不併計綜合

，不利投資我國有價證券市
場，將促使資金大幅外流。

所得總額，合計未達二十七
萬元者免納所得稅，超過二

三、為使國人與外資投資人可
享有同樣稅負優惠，國內個

十七萬元以上部份按納稅義
務人綜合所得稅稅率計算稅

人股東採定額免稅及分離課
稅之累進稅率且最高稅率以

額，但最高稅率以百分之二
十為限。

不超過外資就源扣繳比率為
限，以達公平課稅原則。
四、為鼓勵民眾長期投資、長
期持有，參考現今綜所稅之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將免
稅額定為 27 萬元。

第二十四條 營利事業所得之
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

第二十四條 營利事業所得之
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修正
第五項之文字。刪除「淨額」

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
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
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改為「……所獲配之股利或盈
餘，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

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
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

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
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

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
額。」

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

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
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

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
攤；其分攤辦法，由財政部

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
攤；其分攤辦法，由財政部

定之。
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

定之。
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

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其他
各項債務，逾請求權時效尚

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其他
各項債務，逾請求權時效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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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給付者，應於時效消滅年
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

未給付者，應於時效消滅年
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

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

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

營利事業有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類利息所得中之短

營利事業有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類利息所得中之短

期票券利息所得，除依第八
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

期票券利息所得，除依第八
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

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但營
利事業持有之短期票券發票

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但營
利事業持有之短期票券發票

日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一日以後者，其利息所得應

日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一日以後者，其利息所得應

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

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

月一日起，營利事業持有依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

月一日起，營利事業持有依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

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

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

獲配之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
事業所得額課稅，不適用金

獲配之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
事業所得額課稅，不適用金

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一
條第二項及不動產證券化條

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一
條第二項及不動產證券化條

例第五十條第三項分離課稅
之規定。

例第五十條第三項分離課稅
之規定。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

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
利或盈餘，除依第八十八條

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
利淨額或盈餘淨額，除依第

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
利事業所得額。

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
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

第四十二條 公司組織之營利
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

第四十二條 公司組織之營利
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

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
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
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

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有前項規定

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
第六十六條之三規定，計入

之股利或盈餘者，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

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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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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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稅額，不得扣抵其應納所
得稅額，並不得申請退還。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一

（刪除）

第五節 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第六十六條之一 凡依本法規
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營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利事業，應自八十七年度起
，在其會計帳簿外，設置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用以記
錄可分配予股東或社員之所
得稅額，並依本法規定，保
持足以正確計算該帳戶金額
之憑證及紀錄，以供稽徵機
關查核。新設立之營利事業
，應自設立之日起設置並記
載。
左列營利事業或機關、
團體，免予設置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者。
二、獨資、合夥組織。
三、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
四、依其他法令或組織章程
規定，不得分配盈餘之團
體或組織。
第六十六條之二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二 營利事業記
載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起
訖期間，應為每年一月一日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但
營利事業之會計年度，經依
第二十三條規定核准變更者
，得申請稽徵機關核准依其
會計年度之起訖日期。
營利事業自八十七年度
起設置之當年度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之期初餘額為零；
新設立營利事業於設立時，
亦同。其以後年度股東可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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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稅額帳戶期初餘額，應等
於其上年度期末餘額。
第六十六條之三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三 營利事業下
列各款金額，應計入當年度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一、繳納屬八十七年度或以
後年度中華民國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
、經稽徵機關調查核定增
加之稅額及未分配盈餘加
徵之稅額。
二、因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
其他營利事業，獲配屬八
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股利
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可
扣抵稅額。
三、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
持有發票日在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之短期票券之利息所得
扣繳稅款，按持有期間計
算之稅額。
四、以法定盈餘公積或特別
盈餘公積撥充資本者，其
已依第六十六條之四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減除之可扣
抵稅額。
五、因合併而承受消滅公司
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
額。但不得超過消滅公司
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按
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計算之
稅額。
六、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項
目及金額。
營利事業有前項各款情
形者，其計入當年度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之日期如下：
一、前項第一款規定之情形
，以現金繳納者為繳納稅
款日；以暫繳稅款及扣繳
稅款抵繳結算申報應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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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者為年度決算日。
二、前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
，為獲配股利或盈餘日。
三、前項第三款規定之情形
，為短期票券轉讓日或利
息兌領日。
四、前項第四款規定之情形
，為撥充資本日。
五、前項第五款規定之情形
，為合併生效日。
六、前項第六款規定之情形
，由財政部以命令定之。
營利事業之下列各款金
額，不得計入當年度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一、依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
扣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以受託人身分經營信託
業務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及獲配股利或盈餘之
可扣抵稅額。
三、改變為應設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前所繳納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
四、繳納屬八十六年度或以
前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
五、繳納之滯報金、怠報金
、滯納金、罰鍰及加計之
利息。
第六十六條之四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四 營利事業下
列各款金額，應自當年度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中減
除：
一、分配屬八十七年度或以
後年度股利淨額或盈餘淨
額，依第六十六條之六規
定之稅額扣抵比率計算之
金額。
二、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
結算申報應納中華民國營
利事業所得稅，經稽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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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調查核定減少之稅額。
三、依公司法或其他法令規
定，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
、公積金、公益金或特別
盈餘公積所含之當年度已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四、依公司章程規定，分派
董監事職工之紅利所含之
當年度已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
五、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項
目及金額。
營利事業有前項各款情
形者，其自當年度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減除之日期如下
：
一、前項第一款規定之情形
，為分配日。
二、前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
，為核定退稅通知書送達
日。
三、前項第三款規定之情形
，為提列日。
四、前項第四款規定之情形
，為分派日。
五、前項第五款規定之情形
，由財政部以命令定之。
第六十六條之五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五

營利事業依

第三條之一規定，得分配予
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以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餘額
為限。
營利事業解散時，應於
清算完結分派剩餘財產後，
註銷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餘額。
營利事業合併時，因合
併而消滅之公司，應於合併
生效日註銷其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餘額。
第六十六條之六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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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屬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
之盈餘時，應以股利或盈餘
之分配日，其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
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之比率
，作為稅額扣抵比率，按各
股東或社員獲配股利淨額或
盈餘淨額計算其可扣抵之稅
額，併同股利或盈餘分配；
其計算公式如下：
稅額扣抵比率＝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累積未
分配盈餘帳戶餘額股東（或
社員）可扣抵稅額＝股利（
或盈餘）淨額ｘ稅額扣抵比
率。但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股東（或社員）之可扣
抵稅額＝股利（或盈餘）淨
額ｘ稅額扣抵比率ｘ百分之
五十。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
算之稅額扣抵比率，超過稅
額扣抵比率上限者，以稅額
扣抵比率上限為準，計算股
東或社員可扣抵之稅額。稅
額扣抵比率上限如下：
一、累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
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
者：營利事業分配屬九十
八年度以前之盈餘，為百
分之三三〃三三；分配屬
九十九年度以後之盈餘，
為百分之二十〃四八。
二、累積未分配盈餘已加徵
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
者：營利事業分配屬九十
八年度以前之盈餘，為百
分之四八〃一五；分配屬
九十九年度以後之盈餘，
為百分之三三〃八七。
三、累積未分配盈餘部分屬
九十八年度以前盈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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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九十九年度以後盈餘
、部分加徵、部分未加徵
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
者，為各依其占累積未分
配盈餘之比例，按前二款
規定上限計算之合計數。
第一項所稱營利事業帳
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指營利
事業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
之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
累積未分配盈餘。
第一項規定之稅額扣抵
比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
數點以下第四位為止；股東
或社員可扣抵稅額尾數不滿
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
第六十六條之七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七 依第六十六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免予設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者，
不得分配可扣抵稅額予其股
東或社員扣抵其應納所得稅
額。但獨資、合夥組織之營
利事業，另依本法有關規定
辦理。
第六十六條之八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八 個人或營利
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
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
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
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
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
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額，得報
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
，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
股利、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
以調整。
（刪除）

第六節

未分配盈餘

之課稅
第六十六條之九

（刪除）

第六十六條之九

除。
自八十七年

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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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
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
業所得稅。
前項所稱未分配盈餘，
自九十四年度起，係指營利
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
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下
列各款後之餘額：
一、（刪除）
二、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
年度虧損。
三、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
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四、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
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
法定盈餘公積，或已依合
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
及公益金。
五、依本國與外國所訂之條
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
際機構就經濟援助或貸款
協議所訂之契約中，規定
應提列之償債基金準備，
或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
，其已由當年度盈餘提列
或限制部分。
六、已依公司或合作社章程
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之
董、理、監事職工紅利或
酬勞金。
七、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
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
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
制分配部分。
八、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
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
。
九、（刪除）
十、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
目。
前項第三款至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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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截至各該所得年度之次
一會計年度結束前，已實際
發生者為限。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財務
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第二項所稱之稅後純益，應
以會計師查定數為準。其後
如經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
者，應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
為準。
營利事業依第二項第五
款及第七款規定限制之盈餘
，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
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
配部分，應併同限制原因消
滅年度之未分配盈餘計算，
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
稅。
第七十一條 納稅義務人應於
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

第七十一條 納稅義務人應於
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刪除
第一項可扣抵稅額、第二項可

一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

一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

扣抵稅額半數、第四項可扣抵
稅額之相關規定。

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
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

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
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

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
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

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
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

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
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

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
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

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
行繳納。但依法不併計課稅

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
，於申報前自行繳納。但依

之所得之扣繳稅款，不得減
除。

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
稅款，及營利事業獲配股利

前項納稅義務人為獨資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者，

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可扣
抵稅額，不得減除。

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
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

前項納稅義務人為獨資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者，

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
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

人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
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

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
申報前自行繳納；其營利事

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得免辦
理結算申報。但申請退還扣

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稅額
半數後之餘額，應由獨資資
委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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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稅款及可扣抵稅額者，仍
應辦理結算申報。

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
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
徵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規
模營利事業者，無頇辦理結
算申報，其營利事業所得額
，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
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
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
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
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得免辦
理結算申報。但申請退還扣
繳稅款及可扣抵稅額者，仍
應辦理結算申報。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可扣
抵稅額，指股利憑單所載之
可扣抵稅額。

第七十三條之二

（刪除）

第七十三條之二

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其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
所含之稅額，不適用第三條
之一規定。但獲配股利總額
或盈餘總額所含稅額，其屬
依第六十六條之九規定，加
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
部分實際繳納之稅額，得以
該稅額之半數抵繳該股利淨
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額
。
第八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
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

第八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
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

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
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

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
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

，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
之：

，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
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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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合作社、合夥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

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非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

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
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之
盈餘。

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
主之盈餘淨額。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
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
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

者所給付之薪資、利息、
租金、佣金、權利金、競

者所給付之薪資、利息、
租金、佣金、權利金、競

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
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

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
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

費、退職金、離職金、終
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

費、退職金、離職金、終
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

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
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
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
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
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
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
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
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
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

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
或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

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
或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

營利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

營利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
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

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
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

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
事業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或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
事業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或

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

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

，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之盈餘總額者，
應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或決算

組織合夥人之盈餘總額者，
應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或決算

、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
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扣繳

、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
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扣繳

率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
條規定繳納；其後實際分配

率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
條規定繳納；其後實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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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
定。

時，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
定。

前二項各類所得之扣繳
率及扣繳辦法，由財政部擬

前二項各類所得之扣繳
率及扣繳辦法，由財政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修正

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
務人如下：

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
務人如下：

第一項第一款「淨額」之文字
部分。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合作社分配予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分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
員之盈餘；獨資、合夥組

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社員之盈餘淨額；獨資

織之營利事業分配或應分
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分
配或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
合夥人之盈餘，其扣繳義

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

務人為公司、合作社、獨
資組織或合夥組織負責人

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
作社、獨資組織或合夥組

；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

織負責人；納稅義務人為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
營利事業股東、非中華民

人股東、總機構在中華民
國境外之營利事業股東、

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
組織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
員、合夥組織合夥人或獨

。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

資資本主。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

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
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

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
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

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
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

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
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

、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
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

、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
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

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

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
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
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

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
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

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
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

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

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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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業務者；納稅義務
人為取得所得者。

及執行業務者；納稅義務
人為取得所得者。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

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
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總

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
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總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
利事業。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
利事業。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
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
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

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
為國外影片事業。

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
為國外影片事業。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
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
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

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
機關得逕向納稅義務人徵收

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
機關得逕向納稅義務人徵收

之。

之。
機關、團體、學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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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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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

繳稅款之所得，及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

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本
法規定之扣繳範圍，而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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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每年一月
底前，將受領人姓名、住址

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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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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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免扣

，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免扣

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
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
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假日者，免扣繳憑單申報期
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免扣

假日者，免扣繳憑單申報期
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免扣

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
十五日止。

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
十五日止。

第八十九條之一 第三條之四
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扣繳

第八十九條之一 第三條之四
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扣繳

義務人應於給付時，以信託
行為之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義務人應於給付時，以信託
行為之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扣
繳義務人給付第三條之四第

，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扣
繳義務人給付第三條之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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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規定之公益信託之收入
，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

五項規定之公益信託之收入
，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

外，得免依第八十八條規定
扣繳稅款。

外，得免依第八十八條規定
扣繳稅款。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第
九十二條之一規定開具扣繳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第
九十二條之一規定開具扣繳

憑單時，應以前項各類所得
之扣繳稅款為受益人之已扣

憑單時，應以前項各類所得
之扣繳稅款為受益人之已扣

繳稅款；受益人有二人以上
者，受託人應依第三條之四

繳稅款；受益人有二人以上
者，受託人應依第三條之四

第二項規定之比例計算各受
益人之已扣繳稅款。

第二項規定之比例計算各受
益人之已扣繳稅款。

受益人為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

受益人為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

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者，應以受託人為扣繳

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者，應以受託人為扣繳

義務人，就其依第三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計算之

義務人，就其依第三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計算之

該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依
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扣繳。

該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依
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扣繳。

但該受益人之前項已扣繳稅
款，得自其應扣繳稅款中減

但該受益人之前項已扣繳稅
款，得自其應扣繳稅款中減

除。

除。
受益人為總機構在中華

受益人為總機構在中華

民國境外而在中華民國境內
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民國境外而在中華民國境內
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其信託收益中屬獲配之股
利或盈餘者，準用前項規定

，其信託收益中屬獲配之股
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者，準用

。
第三條之四第五項、第

前項規定。
第三條之四第五項、第

六項規定之公益信託或信託
基金，實際分配信託利益時

六項規定之公益信託或信託
基金，實際分配信託利益時

，應以受託人為扣繳義務人
，依前二條規定辦理。

，應以受託人為扣繳義務人
，依前二條規定辦理。

第九十二條 第八十八條各類
所得稅款之扣繳義務人，應

第九十二條 第八十八條各類
所得稅款之扣繳義務人，應

於每月十日前將上一月內所
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於每

於每月十日前將上一月內所
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於每

年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
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

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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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於二月十

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
徵機關查核；並應於二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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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
務人。每年一月遇連續三日

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
務人。每年一月遇連續三日

以上國定假日者，扣繳憑單
彙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

以上國定假日者，扣繳憑單
彙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

，扣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
二月十五日止。但營利事業

，扣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
二月十五日止。但營利事業

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
，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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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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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並於十日內向該管稽徵
機關辦理申報。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有第八十八條規定各類所得

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有第八十八條規定各類所得

時，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
款之日起十日內，將所扣稅

時，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
款之日起十日內，將所扣稅

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
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

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
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

核驗後，發給納稅義務人。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核驗後，發給納稅義務人。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
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其獲配

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
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其獲配

之股利或盈餘，準用前項規
定。

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準
用前項規定。

第一百條 納稅義務人每年結
算申報所得額經核定後，稽

第一百條 納稅義務人每年結
算申報所得額經核定後，稽

一、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
修正第一項可扣抵稅額之相

徵機關應就納稅義務人全年
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

徵機關應就納稅義務人全年
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

關規定。
二、配合刪除第一百零二條之

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申報自
行繳納稅額後之餘額，填發

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可扣抵
稅額及申報自行繳納稅額後

二條文，刪除本條第五項之
規定。

繳款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繳
納。但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

之餘額，填發繳款書，通知
納稅義務人繳納。但依法不

得之扣繳稅款，不得減除。
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

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款
，及營利事業獲配股利總額

經核定有溢繳稅款者，稽徵
機關應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

或盈餘總額所含之可扣抵稅
額，不得減除。

庫支票，退還溢繳稅款。
其後經復查、或訴願、

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
經核定有溢繳稅款者，稽徵

或行政訴訟決定應退稅或補
稅者，稽徵機關應填發繳款

機關應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
庫支票，退還溢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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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
票，送達納稅義務人，分別

其後經復查、或訴願、
或行政訴訟決定應退稅或補

退補；應補稅之納稅義務人
，應於繳款書送達後十日內

稅者，稽徵機關應填發繳款
書，或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

繳納之。
前二項應退之稅款，稽

票，送達納稅義務人，分別
退補；應補稅之納稅義務人

徵機關於核定後，應儘速填
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送

，應於繳款書送達後十日內
繳納之。

達納稅義務人，至遲不得超
過十日，收入退還書之退稅

前二項應退之稅款，稽
徵機關於核定後，應儘速填

期間以收入退還書送達之日
起三個月內為有效期間，逾

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送
達納稅義務人，至遲不得超

期不退。

過十日，收入退還書之退稅
期間以收入退還書送達之日
起三個月內為有效期間，逾
期不退。
納稅義務人依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申報之未分配
盈餘，經稽徵機關核定補稅
或退稅者，準用第一項至第
四項之規定。

第一百條之一

稽徵機關依第

第一百條之一

稽徵機關依第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修正

一百條第三項規定退還營利
事業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

一百條第三項規定退還營利
事業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

第一項，稽徵機關應於新法修
正施行後五年內，結清營利事

之所得稅款時，應就退稅時
該營利事業股東可扣抵稅額

之所得稅款時，應就退稅時
該營利事業股東可扣抵稅額

業可扣抵稅額帳戶內之未退還
餘額。

帳戶餘額內退還，其未退還
餘額，營利事業得用以留抵

帳戶餘額內退還，其未退還
餘額，營利事業得用以留抵

其以後年度應納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但自本法民國○

其以後年度應納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

年○月○日修正施行後，稽
徵機關應於五年內結清其未

依本法規定應補或應退
之稅款在一定金額以下之小

退還餘額。
依本法規定應補或應退

額稅款，財政部得視實際需
要，報請行政院核定免徵或

之稅款在一定金額以下之小
額稅款，財政部得視實際需

免退該項稅款。

要，報請行政院核定免徵或
免退該項稅款。
（刪除）
第一百零二條之一

第六節
（刪除）

盈餘申報

第一百零二條之一

委 369

依第六十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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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之一規定，應設置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之營利事業
，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上
一年內分配予股東之股利或
社員之盈餘，填具股利憑單
、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
一併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
；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股利
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
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
日者，股利憑單、全年股利
分配彙總資料彙報期間延長
至二月五日止，股利憑單填
發期間延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但營利事業有解散或合併
時，應隨時就已分配之股利
或盈餘填具股利憑單，並於
十日內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
申報。
前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應
於辦理結算申報時，依規定
格式填列上一年內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
併同結算申報書申報該管稽
徵機關查核。
但營利事業遇有解散者
，應於清算完結日辦理申報
；其為合併者，除屬第六十
六條之三第一項第五款情形
外，應於合併生效日辦理申
報。
前項所稱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指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期初餘
額、當年度增加金額明細、
減少金額明細及其餘額。
依第一項本文規定應填
發股利憑單之營利事業，已
依規定期限將憑單彙報該管
稽徵機關，且憑單內容符合
下列情形者，得免填發憑單
予納稅義務人：

委 370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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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納稅義務人為在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在中
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
所之營利事業、機關、團
體、執行業務者或信託行
為之受託人。
二、股利資料經稽徵機關納
入結算申報期間提供所得
資料查詢服務。
三、其他財政部規定之情形
。
依前項規定免填發憑單
予納稅義務人者，如納稅義
務人要求填發時，仍應填發
。
第一百零二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零二條之二

營利事業

應於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
算申報之次年五月一日起至
五月三十一日止，就第六十
六條之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
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向
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
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自
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
盈餘為零或負數者，仍應辦
理申報。
營利事業於依前項規定
辦理申報前經解散或合併者
，應於解散或合併日起四十
五日內，填具申報書，就截
至解散日或合併日止尚未加
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未分配盈餘，向該管稽徵
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
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營利事業未依規定期限申報
者，稽徵機關應即依查得資
料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
徵之稅額，通知營利事業繳
納。
營利事業於報經該管稽
徵機關核准，變更其會計年
委 371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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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者，應就變更前尚未申報
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未分配盈餘，併入變更
後會計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內
計算，並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及第
二項辦理申報時，應檢附自
繳稅款繳款書收據及其他有
關證明文件、單據。
第一百零二條之三

（刪除）

第一百零二條之三 稽徵機關
應協助營利事業依限辦理未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分配盈餘申報，並於申報期
限屆滿前十五日填具催報書
，提示延遲申報之責任。催
報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營利事業未依規定期限
，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者，
稽徵機關應即填具滯報通知
書，送達營利事業，限於接
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
內補辦申報；其逾限仍未辦
理申報者，稽徵機關應依查
得資料，核定其未分配盈餘
及應加徵之稅額，並填具核
定稅額通知書，連同繳款書
，送達營利事業依限繳納；
嗣後如經調查另行發現課稅
資料，仍應依稅捐稽徵法有
關規定辦理。
第一百零二條之四

（刪除）

第一百零二條之四 稽徵機關
接到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後，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未分配
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其調
查核定，準用第八十條至第
八十六條之規定。
第一百零八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零八條之一 營利事業
違反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
，未依限辦理未分配盈餘申
報，而已依第一百零二條之
三第二項規定補辦申報，經

委 372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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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未
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者
，應按核定應加徵之稅額另
徵百分之十滯報金。但最高
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不得
少於一千五百元。
營利事業逾第一百零二
條之三第二項規定之補報期
限，仍未辦理申報，經稽徵
機關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未分
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者，
應按核定應加徵之稅額另徵
百分之二十怠報金。但最高
不得超過九萬元，最低不得
少於四千五百元。
第一百十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一十條之二

營利事業

已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
辦理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漏稅
額一倍以下之罰鍰。
營利事業未依第一百零
二條之二規定自行辦理申報
，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
有應依規定申報之未分配盈
餘者，除依法補徵應加徵之
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
一倍以下之罰鍰。
第一百十四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一十四條之一

營利事

業依規定應設置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而不設置，或不依
規定記載者，處三千元以上
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並應
通知限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
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
定設置或記載者，處七千五
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再通知於一個月內依
規定設置或記載；期滿仍未
依照規定設置或記載者，得
按月連續處罰，至依規定設
置或記載時為止。

委 373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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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四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一十四條之二 營利事
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除。

者，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
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
補繳，並按超額分配之金額
，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一、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二第
二項、第六十六條之三或
第六十六條之四規定，虛
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
額，或短計第六十六條之
六規定之帳載累積未分配
盈餘帳戶金額，致分配予
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抵
稅額者。
二、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五第
一項規定，分配予股東或
社員之可扣抵稅額，超過
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其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者
。
三、違反第六十六條之六規
定，分配股利淨額所適用
之稅額扣抵比率，超過規
定比率，致所分配之可扣
抵稅額，超過依規定計算
之金額者。
營利事業違反第六十六
條之七規定，分配可扣抵稅
額予其股東或社員，扣抵其
應納所得稅額者，應就分配
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
業限期補繳，並按分配之金
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前二項規定之營利事業
有歇業、倒閉或他遷不明之
情形者，稽徵機關應就該營
利事業超額分配或不應分配
予股東或社員扣抵之可扣抵
稅額，向股東或社員追繳。
第一百十四條之三

（刪除）

第一百一十四條之三
委 374

營利事

配合廢除兩稅合一制，爰以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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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未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
或填發股利憑單者，除限期
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股
利憑單所載可扣抵稅額之總
額處百分之二十罰鍰，但最
高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不
得少於一千五百元；逾期自
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
。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
或填發股利憑單，營利事業
未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
應按可扣抵稅額之總額處三
倍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
超過六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三千元。
營利事業違反第一百零
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依
限申報或未據實申報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
者，處七千五百元罰鍰，並
通知限期補報；屆期不補報
者，得按月連續處罰至依規
定補報為止。

委 375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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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