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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7.12經濟部令  經企字第11104602890號)編輯組) 

修正「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
認定原則」

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行政院創新創業政策，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新創事業指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 

 且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一）國內新創事業：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設立未 

  滿八年之事業。

 （二）國外新創事業：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且設立未滿八年之事業。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受前項設立未滿八年之限制。

三、具創新能力之國內新創事業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獲得下列投（籌）資達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１、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

 ２、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之個人現金投資。

 ３、經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審議通過投資者。

 ４、政府認定之國內外或國際新創募資平台之投（籌）資。

 （二）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

 （三）申請取得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人以其發明或設計 

  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並經本部智慧財產局登記。

 （四）申請取得我國動植物品種權或命名登記，但不包括經讓與或授權實施者。

 （五）於一年內曾經實質進駐或現已實質進駐下列園區或創育機構，並經該園區或創育 

  機構推薦者：

 １、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及計畫。

 ２、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直營之創育機構，或登錄於本部國際創育機構並經本部中小企 

  業處核定及公告者。

 ３、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認定之國外創育機構。

 （六）新創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競賽或設計競賽獲獎。

 （七）新創事業或其負責人曾於國內外具指標性之國際時裝週展演參展，或曾於國內外 

  具指標性之影展、國際時尚獎項及競賽入圍或獲獎。

 （八）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四、具創新能力之國外新創事業應符合前點除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外各款規定條件之一。

五、第三點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名單，由本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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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8.08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104610670號) 

修正「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開始營業前，填具設立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五、設立分支機構。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稅籍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商業或 

  有限合夥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視為已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 

  稅籍登記；其屬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 

  物或勞務者，對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應自主管稽徵機關核准 

  之日起十五日內，向該機關申請補辦。

  營業人之管理處、事務所、工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 

  場所、展售場所、連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部、拍賣場及類 

  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如對外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依本規則規定，分別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向營業人所在地之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 

  記，並申報販賣機設備編號、放置處所及營業台數，免就販賣機放置處所逐一申請 

  稅籍登記。但販賣機放置處所設有專責管理處所或以販賣機收取停車費者，不適用 

  之。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應向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於辦理稅籍登記後，應以書面通知營業人。非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 

  登記者，並應副知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第 四 條   營業人稅籍登記，應登記事項如下：一、營業人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所在地地址。

  三、組織種類：公司、獨資、合夥、有限合夥或其他組織。

  四、資本額。

  五、營業種類。

  六、合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資種類、數額。七、有限合 

   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或法人統一編號、住所、居所、出資 

   額、出資種類及責任類型。

  八、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場所，其總機構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但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免予載明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九、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者 

   ，其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向網路服務提供業者或其他提供虛擬主機之中介業 

   者申請會員加入賣家者，併含其向各業者申請之各該會員帳號。

   非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之分支機構申請稅籍登記時，其依前項第一 

   款規定應登記之名稱，除應表明總機構名稱外，尚須附記其為分支機構之明確 

   字樣。另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名稱應標明國籍，並置於地區名或特取名稱之前。

第 四 條之一    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 

  勞務，應於其網路銷售頁面及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程式之明顯位置清楚揭露其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名稱。

第 八 條    稅籍應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 

  檢同有關證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 

  關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對於稅籍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 

  應於辦妥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變更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為之。但僅對於第四條第 

  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其自動販賣機營業台數增減、放置處所變更時，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營業人所在地稽徵機關報備。

  營業人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辦妥稅籍登記，且至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日有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 

  或勞務者，應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以前，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 

  事項，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十一條 營業人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主管稽徵機 

  關得依檢察機關通知，撤銷其稅籍登記。

  營業人登記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申請，廢 

  止其稅籍登記：

  一、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達六個月。但有正 

   當理由經核准延展者，不在此限。

  二、遷離原址，逾六個月未申請變更登記，經稽徵機關通知仍未辦理。三、登記後 

   經有關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有權人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者發生前二項應撤銷或廢止登記情事，

  主管稽徵機關應通報登記主管機關，經其辦理撤銷或廢止登記後，始得為之。

  但經登記主管機關通報營業人解散或歇業登記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自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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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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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開始營業前，填具設立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五、設立分支機構。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稅籍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商業或 

  有限合夥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視為已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 

  稅籍登記；其屬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 

  物或勞務者，對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應自主管稽徵機關核准 

  之日起十五日內，向該機關申請補辦。

  營業人之管理處、事務所、工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 

  場所、展售場所、連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部、拍賣場及類 

  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如對外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依本規則規定，分別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向營業人所在地之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 

  記，並申報販賣機設備編號、放置處所及營業台數，免就販賣機放置處所逐一申請 

  稅籍登記。但販賣機放置處所設有專責管理處所或以販賣機收取停車費者，不適用 

  之。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應向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於辦理稅籍登記後，應以書面通知營業人。非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 

  登記者，並應副知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第 四 條   營業人稅籍登記，應登記事項如下：一、營業人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所在地地址。

  三、組織種類：公司、獨資、合夥、有限合夥或其他組織。

  四、資本額。

  五、營業種類。

  六、合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資種類、數額。七、有限合 

   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或法人統一編號、住所、居所、出資 

   額、出資種類及責任類型。

  八、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場所，其總機構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但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免予載明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九、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者 

   ，其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向網路服務提供業者或其他提供虛擬主機之中介業 

   者申請會員加入賣家者，併含其向各業者申請之各該會員帳號。

   非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之分支機構申請稅籍登記時，其依前項第一 

   款規定應登記之名稱，除應表明總機構名稱外，尚須附記其為分支機構之明確 

   字樣。另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名稱應標明國籍，並置於地區名或特取名稱之前。

第 四 條之一    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 

  勞務，應於其網路銷售頁面及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程式之明顯位置清楚揭露其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名稱。

第 八 條    稅籍應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 

  檢同有關證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 

  關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對於稅籍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 

  應於辦妥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變更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為之。但僅對於第四條第 

  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其自動販賣機營業台數增減、放置處所變更時，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營業人所在地稽徵機關報備。

  營業人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辦妥稅籍登記，且至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日有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 

  或勞務者，應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以前，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 

  事項，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十一條 營業人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主管稽徵機 

  關得依檢察機關通知，撤銷其稅籍登記。

  營業人登記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申請，廢 

  止其稅籍登記：

  一、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達六個月。但有正 

   當理由經核准延展者，不在此限。

  二、遷離原址，逾六個月未申請變更登記，經稽徵機關通知仍未辦理。三、登記後 

   經有關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有權人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者發生前二項應撤銷或廢止登記情事，

  主管稽徵機關應通報登記主管機關，經其辦理撤銷或廢止登記後，始得為之。

  但經登記主管機關通報營業人解散或歇業登記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自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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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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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7.13勞動部令 勞動發特字第11105106851號) 

修正「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

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雇主持續僱用高齡者，落實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 

 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章繼續僱用之補助規定，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計畫之訂定、修正、解釋及公告事宜。

 （二）本計畫之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控事宜。

 （三）資訊管理系統之規劃、建置及管理事宜。

 （四）執行績效之統計及分析事項。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各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受理申請、審查、核定、撤銷、廢止、計酬方式變更及通知雇主審查結果等相關事 

  宜。

 （二）辦理查核、申訴受理、資料彙總、登錄及執行控管等相關事宜。

 （三）辦理補助經費核撥或核銷事宜。

 （四）辦理計畫推廣說明會、區域性行銷宣導等相關事宜。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三、本計畫補助之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

四、雇主申請繼續僱用補助者，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達其所僱用符合 

  該規定總人數之百分之三十。

 （二）繼續僱用期間達六個月以上。

 （三）繼續僱用期間之薪資不低於原有薪資。

 前項第一款所定繼續僱用之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計算期間：本計畫受理期間下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計算方式：雇主繼續僱用於前款計算期間內，預估成就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除以該期間內預估成就該規定之全部人數。

 （三）前款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五、各分署於每一年度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受理下一年度雇主申請本計畫。

 前點第二項第一款計算期間及前項受理期間，本署認有特殊情形者，得另行公告。

六、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原有薪資，指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於雇主申請本計畫前，連續僱 

 用達三個月之平均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有計薪方式變更情形，依下列標準核算原有薪資；其核算後之數額低 

 於基本工資者，以基本工資計算原有薪資：

 （一）計薪方式由按月計酬變更為按時計酬或其他計酬方式者，以雇主申請本計畫前三個 

  月，該勞工之每月平均薪資除以二百四十小時計算每小時原有薪資。

 （二）計薪方式由按時計酬或前款以外其他計酬方式變更為按月計酬者，以雇主申請本計 

  畫前三個月，該勞工平均每月所得薪資計算每月原有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辦理前項計薪方式變更，每位高齡者以一次為限，逾一次者不 

  予受理。

七、雇主申請本計畫之補助，僱用勞工總人數應至少達三人以上，且所僱用之勞工為雇主之配 

 偶或三親等內親屬者，不計入人數計算。

八、雇主自申請本計畫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不得強制繼續僱用勞工退休、 

 終止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轉換其勞工保險投保單位；違反者，該勞工不計 

 入繼續僱用比率之人數計算，並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發雇主該勞工之繼續僱用補助。

九、雇主申請本計畫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及繼續僱用計畫書。

 （二）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最近一個月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人數或其他足資證明加保之證明文件。

 （四）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最近三個月之薪資及出勤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雇主應於符合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條件之日起九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請領繼續僱用補助：

 （一）僱用證明文件。

 （二）薪資證明文件。 

 （三）原核准函影本。

 （四）領據。

 （五）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清冊。

 （六）繼續僱用之高齡者請領補助期間之出勤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一、雇主申請本計畫或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應檢附之文件、資料不齊者，應於各分署通知期間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十二、本計畫補助金額及期間，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繼續僱用之高齡者依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請假，致雇主給付薪 

  資低於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核發標準之情形，依實際獲致薪資數額發給雇主繼續僱用 

  補助。

  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補助期間之認定，自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年滿六十五歲之翌日起算， 

  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僱用日數未達三十日者不予列計。

十三、同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非營利扣繳編號之雇主，應將同一編號之僱用人數合併計算， 

  一次提出申請。

十四、同一高齡者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並均以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方 

  式約定給付薪資者，各雇主均得依規定申請本計畫並請領繼續僱用補助。但各雇主申請 

  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同一高齡者之補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各目規定之最高金額。

  前項情形，各分署應按各雇主申請送達受理之時間，依序核發。

十五、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本計畫執行情形，得查對相關文件、資料，雇 

  主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優先查核：

  （一）所申請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同時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

  （二）近三年獲繼續僱用補助人數累計達三十人。

  （三）近三年曾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應建立補助案件檔案備查，並配合受訪查相關事項，其查核結果列入賡續補助之參 

  考。

十六、雇主自受僱高齡者繼續僱用補助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有解僱、自願 

  離職、申請退休等終止勞動契約情事，自該勞工勞動契約終止日之次日起，不予核發繼 

  續僱用補助。

十七、雇主於申請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應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其他社會 

  保險養老給付之繼續僱用高齡者，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十八、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分署應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不予核發補助；已發 

  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限期命其返還：

  （一）不實請領或溢領。

  （二）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

  （三）未實質僱用高齡者。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核。

  （五）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違反本辦法規定。

  （七）其他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

  有前項第一款所定情事，各分署得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停止補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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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雇主持續僱用高齡者，落實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 

 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章繼續僱用之補助規定，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計畫之訂定、修正、解釋及公告事宜。

 （二）本計畫之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控事宜。

 （三）資訊管理系統之規劃、建置及管理事宜。

 （四）執行績效之統計及分析事項。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各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受理申請、審查、核定、撤銷、廢止、計酬方式變更及通知雇主審查結果等相關事 

  宜。

 （二）辦理查核、申訴受理、資料彙總、登錄及執行控管等相關事宜。

 （三）辦理補助經費核撥或核銷事宜。

 （四）辦理計畫推廣說明會、區域性行銷宣導等相關事宜。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三、本計畫補助之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

四、雇主申請繼續僱用補助者，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達其所僱用符合 

  該規定總人數之百分之三十。

 （二）繼續僱用期間達六個月以上。

 （三）繼續僱用期間之薪資不低於原有薪資。

 前項第一款所定繼續僱用之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計算期間：本計畫受理期間下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計算方式：雇主繼續僱用於前款計算期間內，預估成就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除以該期間內預估成就該規定之全部人數。

 （三）前款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五、各分署於每一年度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受理下一年度雇主申請本計畫。

 前點第二項第一款計算期間及前項受理期間，本署認有特殊情形者，得另行公告。

六、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原有薪資，指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於雇主申請本計畫前，連續僱 

 用達三個月之平均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有計薪方式變更情形，依下列標準核算原有薪資；其核算後之數額低 

 於基本工資者，以基本工資計算原有薪資：

 （一）計薪方式由按月計酬變更為按時計酬或其他計酬方式者，以雇主申請本計畫前三個 

  月，該勞工之每月平均薪資除以二百四十小時計算每小時原有薪資。

 （二）計薪方式由按時計酬或前款以外其他計酬方式變更為按月計酬者，以雇主申請本計 

  畫前三個月，該勞工平均每月所得薪資計算每月原有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辦理前項計薪方式變更，每位高齡者以一次為限，逾一次者不 

  予受理。

七、雇主申請本計畫之補助，僱用勞工總人數應至少達三人以上，且所僱用之勞工為雇主之配 

 偶或三親等內親屬者，不計入人數計算。

八、雇主自申請本計畫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不得強制繼續僱用勞工退休、 

 終止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轉換其勞工保險投保單位；違反者，該勞工不計 

 入繼續僱用比率之人數計算，並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發雇主該勞工之繼續僱用補助。

九、雇主申請本計畫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及繼續僱用計畫書。

 （二）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最近一個月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人數或其他足資證明加保之證明文件。

 （四）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最近三個月之薪資及出勤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雇主應於符合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條件之日起九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請領繼續僱用補助：

 （一）僱用證明文件。

 （二）薪資證明文件。 

 （三）原核准函影本。

 （四）領據。

 （五）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清冊。

 （六）繼續僱用之高齡者請領補助期間之出勤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一、雇主申請本計畫或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應檢附之文件、資料不齊者，應於各分署通知期間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十二、本計畫補助金額及期間，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繼續僱用之高齡者依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請假，致雇主給付薪 

  資低於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核發標準之情形，依實際獲致薪資數額發給雇主繼續僱用 

  補助。

  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補助期間之認定，自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年滿六十五歲之翌日起算， 

  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僱用日數未達三十日者不予列計。

十三、同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非營利扣繳編號之雇主，應將同一編號之僱用人數合併計算， 

  一次提出申請。

十四、同一高齡者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並均以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方 

  式約定給付薪資者，各雇主均得依規定申請本計畫並請領繼續僱用補助。但各雇主申請 

  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同一高齡者之補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各目規定之最高金額。

  前項情形，各分署應按各雇主申請送達受理之時間，依序核發。

十五、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本計畫執行情形，得查對相關文件、資料，雇 

  主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優先查核：

  （一）所申請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同時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

  （二）近三年獲繼續僱用補助人數累計達三十人。

  （三）近三年曾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應建立補助案件檔案備查，並配合受訪查相關事項，其查核結果列入賡續補助之參 

  考。

十六、雇主自受僱高齡者繼續僱用補助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有解僱、自願 

  離職、申請退休等終止勞動契約情事，自該勞工勞動契約終止日之次日起，不予核發繼 

  續僱用補助。

十七、雇主於申請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應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其他社會 

  保險養老給付之繼續僱用高齡者，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十八、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分署應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不予核發補助；已發 

  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限期命其返還：

  （一）不實請領或溢領。

  （二）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

  （三）未實質僱用高齡者。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核。

  （五）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違反本辦法規定。

  （七）其他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

  有前項第一款所定情事，各分署得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停止補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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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雇主持續僱用高齡者，落實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 

 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章繼續僱用之補助規定，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計畫之訂定、修正、解釋及公告事宜。

 （二）本計畫之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控事宜。

 （三）資訊管理系統之規劃、建置及管理事宜。

 （四）執行績效之統計及分析事項。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各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受理申請、審查、核定、撤銷、廢止、計酬方式變更及通知雇主審查結果等相關事 

  宜。

 （二）辦理查核、申訴受理、資料彙總、登錄及執行控管等相關事宜。

 （三）辦理補助經費核撥或核銷事宜。

 （四）辦理計畫推廣說明會、區域性行銷宣導等相關事宜。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三、本計畫補助之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

四、雇主申請繼續僱用補助者，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達其所僱用符合 

  該規定總人數之百分之三十。

 （二）繼續僱用期間達六個月以上。

 （三）繼續僱用期間之薪資不低於原有薪資。

 前項第一款所定繼續僱用之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計算期間：本計畫受理期間下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計算方式：雇主繼續僱用於前款計算期間內，預估成就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除以該期間內預估成就該規定之全部人數。

 （三）前款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五、各分署於每一年度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受理下一年度雇主申請本計畫。

 前點第二項第一款計算期間及前項受理期間，本署認有特殊情形者，得另行公告。

六、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原有薪資，指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於雇主申請本計畫前，連續僱 

 用達三個月之平均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有計薪方式變更情形，依下列標準核算原有薪資；其核算後之數額低 

 於基本工資者，以基本工資計算原有薪資：

 （一）計薪方式由按月計酬變更為按時計酬或其他計酬方式者，以雇主申請本計畫前三個 

  月，該勞工之每月平均薪資除以二百四十小時計算每小時原有薪資。

 （二）計薪方式由按時計酬或前款以外其他計酬方式變更為按月計酬者，以雇主申請本計 

  畫前三個月，該勞工平均每月所得薪資計算每月原有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辦理前項計薪方式變更，每位高齡者以一次為限，逾一次者不 

  予受理。

七、雇主申請本計畫之補助，僱用勞工總人數應至少達三人以上，且所僱用之勞工為雇主之配 

 偶或三親等內親屬者，不計入人數計算。

八、雇主自申請本計畫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不得強制繼續僱用勞工退休、 

 終止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轉換其勞工保險投保單位；違反者，該勞工不計 

 入繼續僱用比率之人數計算，並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發雇主該勞工之繼續僱用補助。

九、雇主申請本計畫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及繼續僱用計畫書。

 （二）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最近一個月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人數或其他足資證明加保之證明文件。

 （四）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最近三個月之薪資及出勤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雇主應於符合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條件之日起九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請領繼續僱用補助：

 （一）僱用證明文件。

 （二）薪資證明文件。 

 （三）原核准函影本。

 （四）領據。

 （五）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清冊。

 （六）繼續僱用之高齡者請領補助期間之出勤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一、雇主申請本計畫或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應檢附之文件、資料不齊者，應於各分署通知期間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十二、本計畫補助金額及期間，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繼續僱用之高齡者依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請假，致雇主給付薪 

  資低於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核發標準之情形，依實際獲致薪資數額發給雇主繼續僱用 

  補助。

  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補助期間之認定，自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年滿六十五歲之翌日起算， 

  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僱用日數未達三十日者不予列計。

十三、同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非營利扣繳編號之雇主，應將同一編號之僱用人數合併計算， 

  一次提出申請。

十四、同一高齡者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並均以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方 

  式約定給付薪資者，各雇主均得依規定申請本計畫並請領繼續僱用補助。但各雇主申請 

  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同一高齡者之補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各目規定之最高金額。

  前項情形，各分署應按各雇主申請送達受理之時間，依序核發。

十五、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本計畫執行情形，得查對相關文件、資料，雇 

  主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優先查核：

  （一）所申請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同時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

  （二）近三年獲繼續僱用補助人數累計達三十人。

  （三）近三年曾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應建立補助案件檔案備查，並配合受訪查相關事項，其查核結果列入賡續補助之參 

  考。

十六、雇主自受僱高齡者繼續僱用補助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有解僱、自願 

  離職、申請退休等終止勞動契約情事，自該勞工勞動契約終止日之次日起，不予核發繼 

  續僱用補助。

十七、雇主於申請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應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其他社會 

  保險養老給付之繼續僱用高齡者，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十八、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分署應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不予核發補助；已發 

  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限期命其返還：

  （一）不實請領或溢領。

  （二）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

  （三）未實質僱用高齡者。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核。

  （五）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違反本辦法規定。

  （七）其他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

  有前項第一款所定情事，各分署得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停止補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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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7.20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令環署循字第1111093079A號) 

修正「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裕處理
容量許可管理辦法」

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下簡稱處理設施）：指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自行或共同處理事業廢棄物所設之既有處理設施。

  二、設置處理容量：指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取得許可（ 

   以下簡稱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處理設施，為許可之每月處理量；其他自行 

   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為每月可處理廢棄物之最大量。

  三、餘裕處理容量：指設置處理容量扣除事業每月所產生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 

   棄物量。

  四、處理技術員：指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之人員。

第三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應取得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核發機關）核發 

  之一般餘裕量許可文件（以下簡稱一般許可文件）後，始得提供餘裕處理容量接受 

  其他事業委託處理廢棄物。

  前項處理設施已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且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之事業廢 

  棄物未超過原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廢棄物種類，得向核發機關申請簡易餘裕量許可 

  文件（以下簡稱簡易許可文件）。

第四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提報試運轉計畫書，送請核發機關核准後， 

  依試運轉計畫書進行測試：

  一、未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二、申請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超出原許可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前項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來源、數量及清運計畫。

  三、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四、緊急應變措施。

  五、質量平衡計算方式。

  第一項核准之試運轉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試運轉測試者無法於核准期限內依試運 

  轉計畫完成試運轉，得於核准試運轉期限屆滿前向核發機關申請展延，展延申請次 

  數以二次為限，且含原核准試運轉期限之試運轉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但經核發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試運轉測試者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因核發機關審查致試運轉期 

  限屆滿前無法作成展延之准駁，得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後至試運轉展延作成准駁期間 

  內，依試運轉計畫內容繼續試運轉；未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核 

  發機關於試運轉期限屆滿未作成展延之准駁，應停止試運轉。

  試運轉測試者未依核發機關核准試運轉計畫內容進行測試者，核發機關應令其改善 

  或停止試運轉，並通知限期改善。改善次數以一次為限，屆期未提改善計畫或未完 

  成改善者，核發機關應廢止已核准試運轉計畫之處分。

  第一項申請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以熱處理法處理者，得以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 

  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准文件代之，免提試運轉計畫書。

第五 條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一般許可文件，應具有至少一年之處理設施 

  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 

   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六、收受廢棄物之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規劃。

  七、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八、最近一年內之場（廠）運轉採樣及監測報告。但以熱處理法處理有害事業廢棄 

   物，經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完成試燒測試，且測試 

   報告經核發機關核准者，另應檢具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 

   准文件。

  九、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但其他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十、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 

   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十一、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試運轉測試者，另應檢附處理設施試運轉報告。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簡易許可文件，應具至少一年之處理 

   設施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三、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前二項規定檢送之文件，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供核 

   發機關審查。但必要時，核發機關得要求申請者提示正本供查核。

第六 條 核發機關審核前條申請時，除審核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外，並應審酌處理設施操作期 

  間之環保稽查取締紀錄及其他核發機關認有必要審查之事項。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一次審查完畢，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增加一 

  次審查。

  前項審查期限為六十日，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但應扣除 

  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核發機關規定之期限內補正者，核發機關得於 

  審查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第七 條 核發機關得審酌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營運操作實績及事業之處理設施相關許可 

  文件，據以許可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餘裕處理容量。

  前項許可使用之餘裕處理容量，不得大於設置處理容量百分之五十。但事業每月實 

  際接受委託處理量總額得有許可餘裕處理容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許差值。

  核發機關非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應於核發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時，副知原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許可時，亦同。 

第八 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一、事業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處理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每月許可餘裕處理容量及處理方法。

  四、場（廠）地點。

  五、許可期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九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五年，首次核發一般許可文件之許可 

  期限不得超過三年。但設置掩埋場最終處置設施或處理設施之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 

  賸餘有效期限未滿五年者，其許可期限得縮短之。

  前項許可期限屆滿後繼續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者，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 

  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許可期限依前項之規定辦理核發機關應於受理 

  前項申請後六十日內作成准駁決定；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間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但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 

  於核發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正不完全，經再次限期補 

  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 

  作成准駁之決定。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申請展延 

  者於其許可期限屆滿後，至核發機關作成展延准駁決定之期間內，得依原許可文件 

  內容辦理。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停止收受及處理已進廠之廢棄物。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文件失其效力，如 

  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十條  事業申請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展延，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 

   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原核發之許可文件。 

  六、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 

   生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十一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使用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記載事項中，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填具變更申請表， 

   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辦理變更。

  二、其他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內容之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理，並檢 

   具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變更部分審 

   查及核准。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變更時，其期限應以原核准之期限為限。

第十二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 

  技術員一人。但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置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二人，其中甲 

  級處理技術員至少一人。

第十三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應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 

  並保存三年，以備核發機關查驗。但受託處理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 

  物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頻率、場所（含廢棄物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之地 

   點及數量）。

  三、處理方法之操作條件及處理後廢棄物性質（含收集頻率、收集點及分類標準 

   ）。

  四、合約期限。

  五、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因自行停業、宣告破產或其他事由無法繼 

   續從事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四條 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應將每日廢棄物產出、收受、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情形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逐項作成營運紀錄，隨其 

  處理設施存放，以供查核。

  前項事業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項紀錄者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以書面方式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 

  月十五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季營運紀錄，跨區營運者應同 

  時向跨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 

  營運紀錄之申報後，除經核對無誤予以備查外，應要求申報者限期補正或依相關 

  規定辦理。

  事業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 

  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第十五條   事業所置之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事業應即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 

  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並應於九十日內另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負責有害 

  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甲級處理技術員，應於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員另聘時， 

  該事業應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中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

  一、處理技術員離職時，該事業未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事業場（廠）內貯存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棄物量超過設置處理容量

  三、處理設施因故障、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故導致停止運作超過三十日

  四、許可期限屆滿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延取得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 

   文件。

  五、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經廢止。

  六、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經核發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事業依前項規定中止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於中止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 

   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備查。

   事業於第一項所列之情形消失或完成改善，應報請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同意後 

   ，始得繼續接受委託處理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第十七條     事業終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或喪失廢棄物處理能力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通知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其未完成之處理業務，應於二個月內自行 

  處理完成或委託合法之處理機構代為處理，並將執行完成之報告書報請核發機關 

  備查。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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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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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下簡稱處理設施）：指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自行或共同處理事業廢棄物所設之既有處理設施。

  二、設置處理容量：指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取得許可（ 

   以下簡稱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處理設施，為許可之每月處理量；其他自行 

   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為每月可處理廢棄物之最大量。

  三、餘裕處理容量：指設置處理容量扣除事業每月所產生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 

   棄物量。

  四、處理技術員：指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之人員。

第三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應取得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核發機關）核發 

  之一般餘裕量許可文件（以下簡稱一般許可文件）後，始得提供餘裕處理容量接受 

  其他事業委託處理廢棄物。

  前項處理設施已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且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之事業廢 

  棄物未超過原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廢棄物種類，得向核發機關申請簡易餘裕量許可 

  文件（以下簡稱簡易許可文件）。

第四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提報試運轉計畫書，送請核發機關核准後， 

  依試運轉計畫書進行測試：

  一、未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二、申請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超出原許可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前項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來源、數量及清運計畫。

  三、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四、緊急應變措施。

  五、質量平衡計算方式。

  第一項核准之試運轉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試運轉測試者無法於核准期限內依試運 

  轉計畫完成試運轉，得於核准試運轉期限屆滿前向核發機關申請展延，展延申請次 

  數以二次為限，且含原核准試運轉期限之試運轉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但經核發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試運轉測試者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因核發機關審查致試運轉期 

  限屆滿前無法作成展延之准駁，得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後至試運轉展延作成准駁期間 

  內，依試運轉計畫內容繼續試運轉；未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核 

  發機關於試運轉期限屆滿未作成展延之准駁，應停止試運轉。

  試運轉測試者未依核發機關核准試運轉計畫內容進行測試者，核發機關應令其改善 

  或停止試運轉，並通知限期改善。改善次數以一次為限，屆期未提改善計畫或未完 

  成改善者，核發機關應廢止已核准試運轉計畫之處分。

  第一項申請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以熱處理法處理者，得以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 

  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准文件代之，免提試運轉計畫書。

第五 條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一般許可文件，應具有至少一年之處理設施 

  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 

   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六、收受廢棄物之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規劃。

  七、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八、最近一年內之場（廠）運轉採樣及監測報告。但以熱處理法處理有害事業廢棄 

   物，經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完成試燒測試，且測試 

   報告經核發機關核准者，另應檢具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 

   准文件。

  九、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但其他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十、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 

   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十一、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試運轉測試者，另應檢附處理設施試運轉報告。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簡易許可文件，應具至少一年之處理 

   設施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三、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前二項規定檢送之文件，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供核 

   發機關審查。但必要時，核發機關得要求申請者提示正本供查核。

第六 條 核發機關審核前條申請時，除審核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外，並應審酌處理設施操作期 

  間之環保稽查取締紀錄及其他核發機關認有必要審查之事項。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一次審查完畢，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增加一 

  次審查。

  前項審查期限為六十日，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但應扣除 

  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核發機關規定之期限內補正者，核發機關得於 

  審查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第七 條 核發機關得審酌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營運操作實績及事業之處理設施相關許可 

  文件，據以許可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餘裕處理容量。

  前項許可使用之餘裕處理容量，不得大於設置處理容量百分之五十。但事業每月實 

  際接受委託處理量總額得有許可餘裕處理容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許差值。

  核發機關非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應於核發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時，副知原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許可時，亦同。 

第八 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一、事業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處理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每月許可餘裕處理容量及處理方法。

  四、場（廠）地點。

  五、許可期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九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五年，首次核發一般許可文件之許可 

  期限不得超過三年。但設置掩埋場最終處置設施或處理設施之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 

  賸餘有效期限未滿五年者，其許可期限得縮短之。

  前項許可期限屆滿後繼續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者，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 

  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許可期限依前項之規定辦理核發機關應於受理 

  前項申請後六十日內作成准駁決定；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間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但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 

  於核發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正不完全，經再次限期補 

  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 

  作成准駁之決定。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申請展延 

  者於其許可期限屆滿後，至核發機關作成展延准駁決定之期間內，得依原許可文件 

  內容辦理。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停止收受及處理已進廠之廢棄物。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文件失其效力，如 

  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十條  事業申請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展延，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 

   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原核發之許可文件。 

  六、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 

   生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十一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使用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記載事項中，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填具變更申請表， 

   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辦理變更。

  二、其他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內容之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理，並檢 

   具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變更部分審 

   查及核准。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變更時，其期限應以原核准之期限為限。

第十二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 

  技術員一人。但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置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二人，其中甲 

  級處理技術員至少一人。

第十三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應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 

  並保存三年，以備核發機關查驗。但受託處理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 

  物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頻率、場所（含廢棄物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之地 

   點及數量）。

  三、處理方法之操作條件及處理後廢棄物性質（含收集頻率、收集點及分類標準 

   ）。

  四、合約期限。

  五、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因自行停業、宣告破產或其他事由無法繼 

   續從事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四條 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應將每日廢棄物產出、收受、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情形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逐項作成營運紀錄，隨其 

  處理設施存放，以供查核。

  前項事業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項紀錄者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以書面方式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 

  月十五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季營運紀錄，跨區營運者應同 

  時向跨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 

  營運紀錄之申報後，除經核對無誤予以備查外，應要求申報者限期補正或依相關 

  規定辦理。

  事業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 

  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第十五條   事業所置之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事業應即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 

  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並應於九十日內另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負責有害 

  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甲級處理技術員，應於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員另聘時， 

  該事業應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中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

  一、處理技術員離職時，該事業未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事業場（廠）內貯存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棄物量超過設置處理容量

  三、處理設施因故障、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故導致停止運作超過三十日

  四、許可期限屆滿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延取得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 

   文件。

  五、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經廢止。

  六、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經核發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事業依前項規定中止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於中止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 

   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備查。

   事業於第一項所列之情形消失或完成改善，應報請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同意後 

   ，始得繼續接受委託處理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第十七條     事業終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或喪失廢棄物處理能力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通知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其未完成之處理業務，應於二個月內自行 

  處理完成或委託合法之處理機構代為處理，並將執行完成之報告書報請核發機關 

  備查。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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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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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下簡稱處理設施）：指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自行或共同處理事業廢棄物所設之既有處理設施。

  二、設置處理容量：指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取得許可（ 

   以下簡稱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處理設施，為許可之每月處理量；其他自行 

   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為每月可處理廢棄物之最大量。

  三、餘裕處理容量：指設置處理容量扣除事業每月所產生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 

   棄物量。

  四、處理技術員：指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之人員。

第三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應取得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核發機關）核發 

  之一般餘裕量許可文件（以下簡稱一般許可文件）後，始得提供餘裕處理容量接受 

  其他事業委託處理廢棄物。

  前項處理設施已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且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之事業廢 

  棄物未超過原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廢棄物種類，得向核發機關申請簡易餘裕量許可 

  文件（以下簡稱簡易許可文件）。

第四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提報試運轉計畫書，送請核發機關核准後， 

  依試運轉計畫書進行測試：

  一、未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二、申請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超出原許可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前項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來源、數量及清運計畫。

  三、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四、緊急應變措施。

  五、質量平衡計算方式。

  第一項核准之試運轉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試運轉測試者無法於核准期限內依試運 

  轉計畫完成試運轉，得於核准試運轉期限屆滿前向核發機關申請展延，展延申請次 

  數以二次為限，且含原核准試運轉期限之試運轉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但經核發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試運轉測試者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因核發機關審查致試運轉期 

  限屆滿前無法作成展延之准駁，得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後至試運轉展延作成准駁期間 

  內，依試運轉計畫內容繼續試運轉；未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核 

  發機關於試運轉期限屆滿未作成展延之准駁，應停止試運轉。

  試運轉測試者未依核發機關核准試運轉計畫內容進行測試者，核發機關應令其改善 

  或停止試運轉，並通知限期改善。改善次數以一次為限，屆期未提改善計畫或未完 

  成改善者，核發機關應廢止已核准試運轉計畫之處分。

  第一項申請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以熱處理法處理者，得以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 

  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准文件代之，免提試運轉計畫書。

第五 條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一般許可文件，應具有至少一年之處理設施 

  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 

   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六、收受廢棄物之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規劃。

  七、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八、最近一年內之場（廠）運轉採樣及監測報告。但以熱處理法處理有害事業廢棄 

   物，經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完成試燒測試，且測試 

   報告經核發機關核准者，另應檢具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 

   准文件。

  九、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但其他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十、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 

   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十一、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試運轉測試者，另應檢附處理設施試運轉報告。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簡易許可文件，應具至少一年之處理 

   設施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三、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前二項規定檢送之文件，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供核 

   發機關審查。但必要時，核發機關得要求申請者提示正本供查核。

第六 條 核發機關審核前條申請時，除審核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外，並應審酌處理設施操作期 

  間之環保稽查取締紀錄及其他核發機關認有必要審查之事項。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一次審查完畢，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增加一 

  次審查。

  前項審查期限為六十日，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但應扣除 

  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核發機關規定之期限內補正者，核發機關得於 

  審查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第七 條 核發機關得審酌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營運操作實績及事業之處理設施相關許可 

  文件，據以許可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餘裕處理容量。

  前項許可使用之餘裕處理容量，不得大於設置處理容量百分之五十。但事業每月實 

  際接受委託處理量總額得有許可餘裕處理容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許差值。

  核發機關非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應於核發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時，副知原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許可時，亦同。 

第八 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一、事業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處理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每月許可餘裕處理容量及處理方法。

  四、場（廠）地點。

  五、許可期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九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五年，首次核發一般許可文件之許可 

  期限不得超過三年。但設置掩埋場最終處置設施或處理設施之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 

  賸餘有效期限未滿五年者，其許可期限得縮短之。

  前項許可期限屆滿後繼續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者，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 

  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許可期限依前項之規定辦理核發機關應於受理 

  前項申請後六十日內作成准駁決定；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間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但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 

  於核發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正不完全，經再次限期補 

  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 

  作成准駁之決定。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申請展延 

  者於其許可期限屆滿後，至核發機關作成展延准駁決定之期間內，得依原許可文件 

  內容辦理。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停止收受及處理已進廠之廢棄物。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文件失其效力，如 

  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十條  事業申請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展延，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 

   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原核發之許可文件。 

  六、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 

   生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十一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使用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記載事項中，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填具變更申請表， 

   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辦理變更。

  二、其他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內容之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理，並檢 

   具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變更部分審 

   查及核准。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變更時，其期限應以原核准之期限為限。

第十二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 

  技術員一人。但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置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二人，其中甲 

  級處理技術員至少一人。

第十三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應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 

  並保存三年，以備核發機關查驗。但受託處理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 

  物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頻率、場所（含廢棄物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之地 

   點及數量）。

  三、處理方法之操作條件及處理後廢棄物性質（含收集頻率、收集點及分類標準 

   ）。

  四、合約期限。

  五、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因自行停業、宣告破產或其他事由無法繼 

   續從事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四條 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應將每日廢棄物產出、收受、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情形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逐項作成營運紀錄，隨其 

  處理設施存放，以供查核。

  前項事業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項紀錄者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以書面方式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 

  月十五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季營運紀錄，跨區營運者應同 

  時向跨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 

  營運紀錄之申報後，除經核對無誤予以備查外，應要求申報者限期補正或依相關 

  規定辦理。

  事業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 

  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第十五條   事業所置之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事業應即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 

  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並應於九十日內另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負責有害 

  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甲級處理技術員，應於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員另聘時， 

  該事業應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中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

  一、處理技術員離職時，該事業未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事業場（廠）內貯存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棄物量超過設置處理容量

  三、處理設施因故障、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故導致停止運作超過三十日

  四、許可期限屆滿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延取得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 

   文件。

  五、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經廢止。

  六、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經核發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事業依前項規定中止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於中止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 

   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備查。

   事業於第一項所列之情形消失或完成改善，應報請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同意後 

   ，始得繼續接受委託處理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第十七條     事業終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或喪失廢棄物處理能力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通知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其未完成之處理業務，應於二個月內自行 

  處理完成或委託合法之處理機構代為處理，並將執行完成之報告書報請核發機關 

  備查。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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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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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下簡稱處理設施）：指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自行或共同處理事業廢棄物所設之既有處理設施。

  二、設置處理容量：指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取得許可（ 

   以下簡稱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處理設施，為許可之每月處理量；其他自行 

   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為每月可處理廢棄物之最大量。

  三、餘裕處理容量：指設置處理容量扣除事業每月所產生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 

   棄物量。

  四、處理技術員：指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之人員。

第三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應取得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核發機關）核發 

  之一般餘裕量許可文件（以下簡稱一般許可文件）後，始得提供餘裕處理容量接受 

  其他事業委託處理廢棄物。

  前項處理設施已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且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之事業廢 

  棄物未超過原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廢棄物種類，得向核發機關申請簡易餘裕量許可 

  文件（以下簡稱簡易許可文件）。

第四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提報試運轉計畫書，送請核發機關核准後， 

  依試運轉計畫書進行測試：

  一、未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二、申請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超出原許可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前項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來源、數量及清運計畫。

  三、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四、緊急應變措施。

  五、質量平衡計算方式。

  第一項核准之試運轉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試運轉測試者無法於核准期限內依試運 

  轉計畫完成試運轉，得於核准試運轉期限屆滿前向核發機關申請展延，展延申請次 

  數以二次為限，且含原核准試運轉期限之試運轉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但經核發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試運轉測試者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因核發機關審查致試運轉期 

  限屆滿前無法作成展延之准駁，得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後至試運轉展延作成准駁期間 

  內，依試運轉計畫內容繼續試運轉；未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核 

  發機關於試運轉期限屆滿未作成展延之准駁，應停止試運轉。

  試運轉測試者未依核發機關核准試運轉計畫內容進行測試者，核發機關應令其改善 

  或停止試運轉，並通知限期改善。改善次數以一次為限，屆期未提改善計畫或未完 

  成改善者，核發機關應廢止已核准試運轉計畫之處分。

  第一項申請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以熱處理法處理者，得以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 

  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准文件代之，免提試運轉計畫書。

第五 條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一般許可文件，應具有至少一年之處理設施 

  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 

   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六、收受廢棄物之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規劃。

  七、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八、最近一年內之場（廠）運轉採樣及監測報告。但以熱處理法處理有害事業廢棄 

   物，經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完成試燒測試，且測試 

   報告經核發機關核准者，另應檢具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 

   准文件。

  九、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但其他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十、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 

   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十一、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試運轉測試者，另應檢附處理設施試運轉報告。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簡易許可文件，應具至少一年之處理 

   設施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三、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前二項規定檢送之文件，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供核 

   發機關審查。但必要時，核發機關得要求申請者提示正本供查核。

第六 條 核發機關審核前條申請時，除審核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外，並應審酌處理設施操作期 

  間之環保稽查取締紀錄及其他核發機關認有必要審查之事項。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一次審查完畢，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增加一 

  次審查。

  前項審查期限為六十日，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但應扣除 

  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核發機關規定之期限內補正者，核發機關得於 

  審查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第七 條 核發機關得審酌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營運操作實績及事業之處理設施相關許可 

  文件，據以許可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餘裕處理容量。

  前項許可使用之餘裕處理容量，不得大於設置處理容量百分之五十。但事業每月實 

  際接受委託處理量總額得有許可餘裕處理容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許差值。

  核發機關非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應於核發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時，副知原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許可時，亦同。 

第八 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一、事業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處理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每月許可餘裕處理容量及處理方法。

  四、場（廠）地點。

  五、許可期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九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五年，首次核發一般許可文件之許可 

  期限不得超過三年。但設置掩埋場最終處置設施或處理設施之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 

  賸餘有效期限未滿五年者，其許可期限得縮短之。

  前項許可期限屆滿後繼續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者，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 

  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許可期限依前項之規定辦理核發機關應於受理 

  前項申請後六十日內作成准駁決定；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間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但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 

  於核發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正不完全，經再次限期補 

  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 

  作成准駁之決定。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申請展延 

  者於其許可期限屆滿後，至核發機關作成展延准駁決定之期間內，得依原許可文件 

  內容辦理。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停止收受及處理已進廠之廢棄物。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文件失其效力，如 

  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十條  事業申請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展延，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 

   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原核發之許可文件。 

  六、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 

   生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十一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使用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記載事項中，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填具變更申請表， 

   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辦理變更。

  二、其他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內容之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理，並檢 

   具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變更部分審 

   查及核准。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變更時，其期限應以原核准之期限為限。

第十二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 

  技術員一人。但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置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二人，其中甲 

  級處理技術員至少一人。

第十三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應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 

  並保存三年，以備核發機關查驗。但受託處理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 

  物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頻率、場所（含廢棄物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之地 

   點及數量）。

  三、處理方法之操作條件及處理後廢棄物性質（含收集頻率、收集點及分類標準 

   ）。

  四、合約期限。

  五、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因自行停業、宣告破產或其他事由無法繼 

   續從事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四條 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應將每日廢棄物產出、收受、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情形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逐項作成營運紀錄，隨其 

  處理設施存放，以供查核。

  前項事業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項紀錄者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以書面方式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 

  月十五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季營運紀錄，跨區營運者應同 

  時向跨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 

  營運紀錄之申報後，除經核對無誤予以備查外，應要求申報者限期補正或依相關 

  規定辦理。

  事業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 

  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第十五條   事業所置之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事業應即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 

  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並應於九十日內另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負責有害 

  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甲級處理技術員，應於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員另聘時， 

  該事業應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中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

  一、處理技術員離職時，該事業未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事業場（廠）內貯存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棄物量超過設置處理容量

  三、處理設施因故障、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故導致停止運作超過三十日

  四、許可期限屆滿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延取得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 

   文件。

  五、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經廢止。

  六、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經核發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事業依前項規定中止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於中止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 

   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備查。

   事業於第一項所列之情形消失或完成改善，應報請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同意後 

   ，始得繼續接受委託處理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第十七條     事業終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或喪失廢棄物處理能力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通知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其未完成之處理業務，應於二個月內自行 

  處理完成或委託合法之處理機構代為處理，並將執行完成之報告書報請核發機關 

  備查。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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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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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下簡稱處理設施）：指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自行或共同處理事業廢棄物所設之既有處理設施。

  二、設置處理容量：指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取得許可（ 

   以下簡稱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處理設施，為許可之每月處理量；其他自行 

   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為每月可處理廢棄物之最大量。

  三、餘裕處理容量：指設置處理容量扣除事業每月所產生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 

   棄物量。

  四、處理技術員：指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之人員。

第三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應取得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核發機關）核發 

  之一般餘裕量許可文件（以下簡稱一般許可文件）後，始得提供餘裕處理容量接受 

  其他事業委託處理廢棄物。

  前項處理設施已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且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之事業廢 

  棄物未超過原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廢棄物種類，得向核發機關申請簡易餘裕量許可 

  文件（以下簡稱簡易許可文件）。

第四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提報試運轉計畫書，送請核發機關核准後， 

  依試運轉計畫書進行測試：

  一、未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二、申請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超出原許可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前項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來源、數量及清運計畫。

  三、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四、緊急應變措施。

  五、質量平衡計算方式。

  第一項核准之試運轉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試運轉測試者無法於核准期限內依試運 

  轉計畫完成試運轉，得於核准試運轉期限屆滿前向核發機關申請展延，展延申請次 

  數以二次為限，且含原核准試運轉期限之試運轉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但經核發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試運轉測試者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因核發機關審查致試運轉期 

  限屆滿前無法作成展延之准駁，得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後至試運轉展延作成准駁期間 

  內，依試運轉計畫內容繼續試運轉；未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核 

  發機關於試運轉期限屆滿未作成展延之准駁，應停止試運轉。

  試運轉測試者未依核發機關核准試運轉計畫內容進行測試者，核發機關應令其改善 

  或停止試運轉，並通知限期改善。改善次數以一次為限，屆期未提改善計畫或未完 

  成改善者，核發機關應廢止已核准試運轉計畫之處分。

  第一項申請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以熱處理法處理者，得以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 

  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准文件代之，免提試運轉計畫書。

第五 條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一般許可文件，應具有至少一年之處理設施 

  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 

   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六、收受廢棄物之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規劃。

  七、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八、最近一年內之場（廠）運轉採樣及監測報告。但以熱處理法處理有害事業廢棄 

   物，經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完成試燒測試，且測試 

   報告經核發機關核准者，另應檢具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 

   准文件。

  九、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但其他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十、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 

   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十一、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試運轉測試者，另應檢附處理設施試運轉報告。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簡易許可文件，應具至少一年之處理 

   設施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三、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前二項規定檢送之文件，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供核 

   發機關審查。但必要時，核發機關得要求申請者提示正本供查核。

第六 條 核發機關審核前條申請時，除審核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外，並應審酌處理設施操作期 

  間之環保稽查取締紀錄及其他核發機關認有必要審查之事項。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一次審查完畢，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增加一 

  次審查。

  前項審查期限為六十日，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但應扣除 

  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核發機關規定之期限內補正者，核發機關得於 

  審查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第七 條 核發機關得審酌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營運操作實績及事業之處理設施相關許可 

  文件，據以許可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餘裕處理容量。

  前項許可使用之餘裕處理容量，不得大於設置處理容量百分之五十。但事業每月實 

  際接受委託處理量總額得有許可餘裕處理容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許差值。

  核發機關非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應於核發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時，副知原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許可時，亦同。 

第八 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一、事業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處理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每月許可餘裕處理容量及處理方法。

  四、場（廠）地點。

  五、許可期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九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五年，首次核發一般許可文件之許可 

  期限不得超過三年。但設置掩埋場最終處置設施或處理設施之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 

  賸餘有效期限未滿五年者，其許可期限得縮短之。

  前項許可期限屆滿後繼續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者，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 

  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許可期限依前項之規定辦理核發機關應於受理 

  前項申請後六十日內作成准駁決定；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間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但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 

  於核發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正不完全，經再次限期補 

  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 

  作成准駁之決定。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申請展延 

  者於其許可期限屆滿後，至核發機關作成展延准駁決定之期間內，得依原許可文件 

  內容辦理。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停止收受及處理已進廠之廢棄物。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文件失其效力，如 

  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十條  事業申請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展延，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 

   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原核發之許可文件。 

  六、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 

   生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十一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使用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記載事項中，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填具變更申請表， 

   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辦理變更。

  二、其他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內容之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理，並檢 

   具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變更部分審 

   查及核准。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變更時，其期限應以原核准之期限為限。

第十二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 

  技術員一人。但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置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二人，其中甲 

  級處理技術員至少一人。

第十三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應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 

  並保存三年，以備核發機關查驗。但受託處理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 

  物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頻率、場所（含廢棄物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之地 

   點及數量）。

  三、處理方法之操作條件及處理後廢棄物性質（含收集頻率、收集點及分類標準 

   ）。

  四、合約期限。

  五、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因自行停業、宣告破產或其他事由無法繼 

   續從事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四條 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應將每日廢棄物產出、收受、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情形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逐項作成營運紀錄，隨其 

  處理設施存放，以供查核。

  前項事業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項紀錄者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以書面方式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 

  月十五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季營運紀錄，跨區營運者應同 

  時向跨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 

  營運紀錄之申報後，除經核對無誤予以備查外，應要求申報者限期補正或依相關 

  規定辦理。

  事業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 

  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第十五條   事業所置之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事業應即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 

  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並應於九十日內另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負責有害 

  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甲級處理技術員，應於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員另聘時， 

  該事業應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中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

  一、處理技術員離職時，該事業未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事業場（廠）內貯存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棄物量超過設置處理容量

  三、處理設施因故障、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故導致停止運作超過三十日

  四、許可期限屆滿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延取得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 

   文件。

  五、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經廢止。

  六、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經核發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事業依前項規定中止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於中止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 

   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備查。

   事業於第一項所列之情形消失或完成改善，應報請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同意後 

   ，始得繼續接受委託處理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第十七條     事業終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或喪失廢棄物處理能力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通知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其未完成之處理業務，應於二個月內自行 

  處理完成或委託合法之處理機構代為處理，並將執行完成之報告書報請核發機關 

  備查。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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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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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7.28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100556760號) 

訂定「貨物稅產製廠商採購免稅原料
網際網路申請作業要點」

貨物稅產製廠商採購免稅原料網際網路申請作業要點

一、為便利貨物稅產製廠商（以下簡稱產製廠商）運用網際網路向所在地國稅局辦理（以下簡 

 稱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產製廠商依貨物稅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七條規 

 定辦理貨物稅採購免稅原料，於採用網路申請時，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權利義務與一般申請案件相同。

四、產製廠商應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址：https://moeaca.nat.gov.tw）核發之工商憑證 

 IC卡（以下簡稱工商憑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以下簡稱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辦理採購免稅 

 原料網路申請作業。

五、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作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資料登錄及上傳：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應以工商憑證登入稅 

  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採購免稅原料申請頁面，登錄產製廠商資料、採 

  購方式、產製廠商所屬直轄市、縣（市）與所在地國稅局、成品資訊及原料資訊 

  等申請資料後執行上傳。

 （二）收件確認：透過稅務入口網收受產製廠商前款申請，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寄送收 

   件確認訊息及案件編號至產製廠商聯絡人電子信箱。

 （三）貨物稅採購原料免稅核定書（以下簡稱核定書）下載：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審 

  核第一款申請案件無訛，產製廠商同意以電子通知者，應以電子郵件通知產製廠 

  商自行以工商憑證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核定書下載頁面，下載 

  核定書（乙、丙聯）；產製廠商不同意以電子通知者，應函送核定書（乙、丙聯 

  ）予產製廠商。

 （四）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進口免稅原料經核准者，應於報運進口免稅原料之進口 

  報單載明核定書許可文件號碼，且報單所載免稅原料之品名、型號、規格、數量 

  等欄位，應與核定書所載相符。 

六、網路申請免稅原料入廠銷案作業方式如下：

 （一）銷案資料登錄及上傳：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免稅原料入廠銷案，應於免稅原料驗 

  收入廠後，以工商憑證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免稅原料入廠銷案申 

  請頁面，逐筆登錄免稅原料入廠日期、入廠數量及原免稅照字軌號碼，並上傳加蓋 

  產製廠商自行查驗入廠戳記及註明入廠日期之免稅照正、反面電子檔。免稅照正本 

  得免依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七十七條規定送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但應妥善保存， 

  以備查核。

 （二）收件確認：透過稅務入口網收受產製廠商前款申請，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寄送收 

  件確認訊息及案件編號至產製廠商聯絡人電子信箱。

 （三）銷案備查：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審核第一款申請案件無訛，應函復產製廠商准 

  予免稅原料入廠銷案，並副知免稅原料原進口地海關或供應廠商所在地國稅局。

 （四）檔案格式：產製廠商依第一款規定上傳之免稅照正、反面電子檔，其檔案格式應 

  符合於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免稅原料入廠銷案申請頁面所載之說明。

七、申請案件補正及更正作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案件有錯誤或缺漏等情形者，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二）產製廠商自行發現網路申請案件有錯誤或重複申請等情形，應以書面申請撤回（ 

  銷）或更正。

八、產製廠商得以工商憑證或聯絡人電子信箱及案件編號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 

 」查詢頁面，查詢案件申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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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產製廠商採購免稅原料網際網路申請作業要點

一、為便利貨物稅產製廠商（以下簡稱產製廠商）運用網際網路向所在地國稅局辦理（以下簡 

 稱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產製廠商依貨物稅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七條規 

 定辦理貨物稅採購免稅原料，於採用網路申請時，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權利義務與一般申請案件相同。

四、產製廠商應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址：https://moeaca.nat.gov.tw）核發之工商憑證 

 IC卡（以下簡稱工商憑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以下簡稱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辦理採購免稅 

 原料網路申請作業。

五、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作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資料登錄及上傳：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應以工商憑證登入稅 

  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採購免稅原料申請頁面，登錄產製廠商資料、採 

  購方式、產製廠商所屬直轄市、縣（市）與所在地國稅局、成品資訊及原料資訊 

  等申請資料後執行上傳。

 （二）收件確認：透過稅務入口網收受產製廠商前款申請，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寄送收 

   件確認訊息及案件編號至產製廠商聯絡人電子信箱。

 （三）貨物稅採購原料免稅核定書（以下簡稱核定書）下載：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審 

  核第一款申請案件無訛，產製廠商同意以電子通知者，應以電子郵件通知產製廠 

  商自行以工商憑證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核定書下載頁面，下載 

  核定書（乙、丙聯）；產製廠商不同意以電子通知者，應函送核定書（乙、丙聯 

  ）予產製廠商。

 （四）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進口免稅原料經核准者，應於報運進口免稅原料之進口 

  報單載明核定書許可文件號碼，且報單所載免稅原料之品名、型號、規格、數量 

  等欄位，應與核定書所載相符。 

六、網路申請免稅原料入廠銷案作業方式如下：

 （一）銷案資料登錄及上傳：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免稅原料入廠銷案，應於免稅原料驗 

  收入廠後，以工商憑證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免稅原料入廠銷案申 

  請頁面，逐筆登錄免稅原料入廠日期、入廠數量及原免稅照字軌號碼，並上傳加蓋 

  產製廠商自行查驗入廠戳記及註明入廠日期之免稅照正、反面電子檔。免稅照正本 

  得免依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七十七條規定送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但應妥善保存， 

  以備查核。

 （二）收件確認：透過稅務入口網收受產製廠商前款申請，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寄送收 

  件確認訊息及案件編號至產製廠商聯絡人電子信箱。

 （三）銷案備查：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審核第一款申請案件無訛，應函復產製廠商准 

  予免稅原料入廠銷案，並副知免稅原料原進口地海關或供應廠商所在地國稅局。

 （四）檔案格式：產製廠商依第一款規定上傳之免稅照正、反面電子檔，其檔案格式應 

  符合於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免稅原料入廠銷案申請頁面所載之說明。

七、申請案件補正及更正作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案件有錯誤或缺漏等情形者，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二）產製廠商自行發現網路申請案件有錯誤或重複申請等情形，應以書面申請撤回（ 

  銷）或更正。

八、產製廠商得以工商憑證或聯絡人電子信箱及案件編號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 

 」查詢頁面，查詢案件申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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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8.08財政部令台財稅字第11104610671號) 

修正「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
帳簿憑證辦法」部分條文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 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 

  ，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 

  根或副本。上開原始憑證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者，應 

  儲存於媒體。

  前項所定營業事項包括營利事業之貨物、資產、勞務等交易事項。

  營利事業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供他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並向該他人或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費用之原始憑證，應載明憑以 

  計費之交易品名、交易日期、交易金額與其他財政部規定之必要交易紀錄，及 

  該等必要交易紀錄對應之付費者身分識別資料，如付費者名稱併其註冊帳號。

  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 

  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原始憑證。

  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於對外營業事項發生時，得免給與他 

  人原始憑證。

第二十四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為權責存在或應予永久保存者，應另行保管外，應依事項發 

  生之時序或按其事項之種類，依次編號黏貼或裝訂成冊。其給與他人之憑證， 

  如有誤寫或收回作廢者，應黏附於原號存根或副本之上。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以媒體儲存之原始憑證，應於記帳憑證載明 

  憑證字軌號碼，不適用前項規定。

  非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買受人取得電子發票，該買受人得自整合服務 

  平台下載列印憑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時，營利事業應在規 

  定時間內提示有關各種證明銷售額及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 

   營利事業之會計帳簿憑證採下列方式處理並儲存於媒體者，得以該部分電子 

   檔案送交調查：

   一、依商業會計法第四十條及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規定，使 

    用電子方式處理及儲存於媒體之會計帳簿、憑證。

   二、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 

    收之原始憑證。

  三、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載明必要交易紀錄及身分識別資料之原始憑 

   證。

   四、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以電子方式儲存於媒體 

  之帳簿或會計憑證。

   前項提示之電子檔案，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無法讀取或內容無 

  法完整呈現者，營利事業仍應負責列印或提供帳簿、憑證或有關文件，以供查核。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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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 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 

  ，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 

  根或副本。上開原始憑證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者，應 

  儲存於媒體。

  前項所定營業事項包括營利事業之貨物、資產、勞務等交易事項。

  營利事業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供他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並向該他人或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費用之原始憑證，應載明憑以 

  計費之交易品名、交易日期、交易金額與其他財政部規定之必要交易紀錄，及 

  該等必要交易紀錄對應之付費者身分識別資料，如付費者名稱併其註冊帳號。

  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 

  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原始憑證。

  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於對外營業事項發生時，得免給與他 

  人原始憑證。

第二十四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為權責存在或應予永久保存者，應另行保管外，應依事項發 

  生之時序或按其事項之種類，依次編號黏貼或裝訂成冊。其給與他人之憑證， 

  如有誤寫或收回作廢者，應黏附於原號存根或副本之上。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以媒體儲存之原始憑證，應於記帳憑證載明 

  憑證字軌號碼，不適用前項規定。

  非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買受人取得電子發票，該買受人得自整合服務 

  平台下載列印憑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時，營利事業應在規 

  定時間內提示有關各種證明銷售額及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 

   營利事業之會計帳簿憑證採下列方式處理並儲存於媒體者，得以該部分電子 

   檔案送交調查：

   一、依商業會計法第四十條及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規定，使 

    用電子方式處理及儲存於媒體之會計帳簿、憑證。

   二、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 

    收之原始憑證。

  三、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載明必要交易紀錄及身分識別資料之原始憑 

   證。

   四、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以電子方式儲存於媒體 

  之帳簿或會計憑證。

   前項提示之電子檔案，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無法讀取或內容無 

  法完整呈現者，營利事業仍應負責列印或提供帳簿、憑證或有關文件，以供查核。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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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8.04經濟部令  經工字第11104603290號) 

訂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

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

第一 條 本辦法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公司符合下列要件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申請審定為生技 

  醫藥公司：

  一、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從事生技醫藥之研究、發展或臨床前試驗、依法規取得國內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進行生技醫藥人體臨床試驗或田間試驗，或取得國內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發給之生技醫藥上市或製造許可證明。但生技醫藥之研究或發展工作 

    全程於國外進行者，不適用之。

  （二）提出申請年度之上一年度或當年度之生技醫藥研究與發展費用，占該公司同 

    一年度總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五以上，或占該公司同一年度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十以上。

  （三）聘僱大學以上學歷之生技醫藥專職研究發展人員至少五人。

  二、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從事生技醫藥之受託開發製造，並提出具備關鍵製程開發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提出申請當年度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製造製程 

    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且占同一年度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十以上。

   （三）聘僱大學以上學歷之生技醫藥專職研究發展人員至少五人及專職製造人員 

    至少十人。

  本部依前項規定為審定時，應邀請財政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相關 

  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參與。

第三 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如下：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要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包括投資計畫目的、投資項目、經營團隊、研究發展團隊與其職 

   掌、項目製程或研究發展流程、建廠或擴廠時間表、研究發展開始作業及項目 

   開始銷售或開始提供服務之時間表。

   公司依前項規定檢附之申請文件，有欠缺而可補正者，本部應就全案一次通知 

   補正；公司應於本部通知補正函文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未完全者，本部應為駁回之處分。

   前二項文件屬外文者，應經當地公證或認證機構公證或認證，並檢具經我國駐 

  外機構驗證之中文譯本。

第四條 經審定為生技醫藥公司者，本部應核發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並載明自核發之次日 

  起五年內有效，且有效期間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其每年 

  度之生技醫藥研究與發展費用及專職研究發展人員，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目、第三目所定之比率及人數；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生技醫藥公 

  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其每年度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 

  發製造製程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與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應符合第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所定之金額與比率及人數。

  生技醫藥公司如經本部查核發現其申請時或於該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有不符合第二條 

  第一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要件或前項規定者，本部得邀請第二條第二項機關代 

  表及學者專家再行確認後，撤銷或廢止該審定函，並副知財政部賦稅署及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稅捐稽徵機關如發現生技醫藥公司有不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三目或 

  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情形之一者，應檢具相關事證，移請本部依前項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取得本部核發之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函，且 

  至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審定函有效期間尚未屆滿者，視為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所定之生技醫藥公司。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所定研究與發展費用及總營業收入淨額，以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數額為準；其於申請審定時尚未經稅捐稽徵 

  機關核定者，以申報數為準。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所定機器設備金額，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財產 

  目錄所載專供從事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製程之數額為準，並應檢具相 

  關佐證資料。

  前條第二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每年度研究與發展費用、專職 

  研究發展人員或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製造製程之自有機 

  器設備金額、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第三目或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所定比率及人數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目所定比率，應以審定函有效期間內 

   各該年度之研究與發展費用或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 

   製造製程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占同一年度總營業收入淨額或實收資本額之比率 

   認定，實收資本額並依當年度實收資本額之期初餘額及期末餘額平均計算；年 

   度中如有減資情形，除減資彌補虧損外，其餘減資數額應自該期末餘額加回。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三目所定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 

   人員之人數，依每月平均之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之人數認定。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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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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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

第一 條 本辦法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公司符合下列要件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申請審定為生技 

  醫藥公司：

  一、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從事生技醫藥之研究、發展或臨床前試驗、依法規取得國內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進行生技醫藥人體臨床試驗或田間試驗，或取得國內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發給之生技醫藥上市或製造許可證明。但生技醫藥之研究或發展工作 

    全程於國外進行者，不適用之。

  （二）提出申請年度之上一年度或當年度之生技醫藥研究與發展費用，占該公司同 

    一年度總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五以上，或占該公司同一年度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十以上。

  （三）聘僱大學以上學歷之生技醫藥專職研究發展人員至少五人。

  二、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從事生技醫藥之受託開發製造，並提出具備關鍵製程開發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提出申請當年度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製造製程 

    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且占同一年度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十以上。

   （三）聘僱大學以上學歷之生技醫藥專職研究發展人員至少五人及專職製造人員 

    至少十人。

  本部依前項規定為審定時，應邀請財政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相關 

  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參與。

第三 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如下：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要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包括投資計畫目的、投資項目、經營團隊、研究發展團隊與其職 

   掌、項目製程或研究發展流程、建廠或擴廠時間表、研究發展開始作業及項目 

   開始銷售或開始提供服務之時間表。

   公司依前項規定檢附之申請文件，有欠缺而可補正者，本部應就全案一次通知 

   補正；公司應於本部通知補正函文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未完全者，本部應為駁回之處分。

   前二項文件屬外文者，應經當地公證或認證機構公證或認證，並檢具經我國駐 

  外機構驗證之中文譯本。

第四條 經審定為生技醫藥公司者，本部應核發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並載明自核發之次日 

  起五年內有效，且有效期間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其每年 

  度之生技醫藥研究與發展費用及專職研究發展人員，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目、第三目所定之比率及人數；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生技醫藥公 

  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其每年度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 

  發製造製程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與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應符合第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所定之金額與比率及人數。

  生技醫藥公司如經本部查核發現其申請時或於該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有不符合第二條 

  第一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要件或前項規定者，本部得邀請第二條第二項機關代 

  表及學者專家再行確認後，撤銷或廢止該審定函，並副知財政部賦稅署及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稅捐稽徵機關如發現生技醫藥公司有不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三目或 

  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情形之一者，應檢具相關事證，移請本部依前項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取得本部核發之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函，且 

  至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審定函有效期間尚未屆滿者，視為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所定之生技醫藥公司。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所定研究與發展費用及總營業收入淨額，以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數額為準；其於申請審定時尚未經稅捐稽徵 

  機關核定者，以申報數為準。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所定機器設備金額，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財產 

  目錄所載專供從事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製程之數額為準，並應檢具相 

  關佐證資料。

  前條第二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每年度研究與發展費用、專職 

  研究發展人員或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製造製程之自有機 

  器設備金額、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第三目或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所定比率及人數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目所定比率，應以審定函有效期間內 

   各該年度之研究與發展費用或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 

   製造製程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占同一年度總營業收入淨額或實收資本額之比率 

   認定，實收資本額並依當年度實收資本額之期初餘額及期末餘額平均計算；年 

   度中如有減資情形，除減資彌補虧損外，其餘減資數額應自該期末餘額加回。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三目所定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 

   人員之人數，依每月平均之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之人數認定。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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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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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8.11衛生福利部 令衛部保字第1111260247號) 

修正「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

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被保險人、受益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五十三條規定請領給付者或國民年金 

  利害關係人，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申請人資格或納保。

  二、被保險人年資。

  三、保險費或利息。

  四、各項給付。

  五、身心障礙程度。

  六、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之權益。

   應負連帶繳納義務之被保險人配偶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 

   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限期繳納被保險人保險費及其利息。

   二、正當理由認定或罰鍰。

第三條 申請人就前條所定事項之核定不服時，應於接到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之次日起六十 

  日內，經由保險人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申請審議；其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期間者，應自其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敘明遲誤原因，申請審議。

  審議之申請，以收受審議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但以郵遞方式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 

  郵戳為準。

  申請人在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向監理會或保險人表示不服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 

  申請審議，並應於三十日內補送審議申請書。

  申請人向監理會申請審議者，監理會應將審議申請書移送保險人依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第四 條 申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 

第五條 前二條申請，應填具審議申請書，並檢附保險人原核定文件影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資料為之；委任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委任書；證據為文書者，應檢附繕本或影本。

  審議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一、被保險人及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其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者，亦同。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代理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

  三、保險人原核定文件文號、收受或知悉保險人原核定之年月日。

  四、申請審議之請求事項。

  五、申請審議之事實及理由。

  六、證據。

  七、年、月、日。

第六條 保險人收到審議申請書後，應先行審查原核定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請審議為有理 

  由者，應重新核定，並通知申請人及副知監理會。

  保險人不依申請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核定者，應於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提出意見書，連同審議申請書及其他必要案卷，一併檢送監理會，並將意見書 

  副知申請人。

第七條 申請人申請審議後，於審定書送達前，得撤回之。但撤回後，不得就同一爭議事件 

  再申請審議。

第八條 監理會收到審議申請書後，認為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 

  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

  前項補正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

第九條 申請人得以書面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卷內文件。但下列文件，不包括在內：

  一、審定擬辦之文稿。

  二、審定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四、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第十條 監理會為審議爭議事件，應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監理會執行秘書， 

  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聘（派）之，並召開審議會議 

  ，以合議制方式審理之： 

  一、社會保險、保險學、國民年金、社會福利之學者專家或曾任、現任講師以上職 

   務三年以上：三人或四人。

  二、曾任或現任司法官、律師、簡任職法制工作或法學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 

   人或四人。

  三、曾任或現任公立醫院主治醫師或醫學院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人。

  四、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科級主管以上：三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由機關代表擔任之 

   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為無給職。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之委 

  員，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時止。

第十一條 審議會議，以一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十二條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決議之表決，以舉手或記名為之，必要時得以無記名投票行之。

第十三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克出席時，得提出書面意見，由主席於開會 

  時代為報告，但不得代為表決。

第十四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得請保險人派員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申請人或相關人員 

  列席說明。申請人亦得申請列席說明。

  前項人員於說明完畢時，應即離場。

第十五條 監理會於收到保險人意見書後，應即連同審議申請書交付審議。前項審議之決定， 

  應自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不 

  得逾三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補送審議申請書 

  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未為補送者，自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其依第八條規 

  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十六條 爭議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

  一、審議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申請審議逾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三、申請人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四、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五、原核定已不存在。

  六、對已審定或已撤回之爭議案件，重行申請審議。

  七、對於非行政處分或非第二條所定事項，申請審議。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而為不受理審定者，如原核定確屬違法或不當，中央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第十七條 審議之決定，應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者，於該法律關係尚未確定前，得 

  依職權或申請人之申請，暫停審議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請人。

第十八條 申請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或其他依法得繼受原核定所涉權利或利益之人，承受其 

  申請審議。

  依前項規定承受申請審議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保險人或監理會檢 

  送因申請人死亡繼受權利之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爭議事件必要時，得送請專家鑑定，審議會議開會時並得邀請列席說明。前項鑑定 

  ，得依相關法規支給鑑定費。

第二十條 申請審議無理由者，監理會應為駁回之審定。保險人原核定所憑理由雖屬不當，而 

  以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申請審議為無理由。

  申請審議有理由者，監理會應以審定撤銷保險人原核定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 

  之情節，逕為變更審定或發回保險人另為核定。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 

  得為更不利益之審定。

第二十一條 監理會應將審議結果作成審定書，並由監理會於審定後十五日內分別送達申請 

  人及保險人。

  保險人對於前項審定結果，應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執行之。

第二十二條 審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三、機關及首長。

  四、年、月、日。

  審定書應附記不服審定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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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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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被保險人、受益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五十三條規定請領給付者或國民年金 

  利害關係人，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申請人資格或納保。

  二、被保險人年資。

  三、保險費或利息。

  四、各項給付。

  五、身心障礙程度。

  六、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之權益。

   應負連帶繳納義務之被保險人配偶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 

   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限期繳納被保險人保險費及其利息。

   二、正當理由認定或罰鍰。

第三條 申請人就前條所定事項之核定不服時，應於接到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之次日起六十 

  日內，經由保險人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申請審議；其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期間者，應自其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敘明遲誤原因，申請審議。

  審議之申請，以收受審議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但以郵遞方式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 

  郵戳為準。

  申請人在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向監理會或保險人表示不服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 

  申請審議，並應於三十日內補送審議申請書。

  申請人向監理會申請審議者，監理會應將審議申請書移送保險人依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第四 條 申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 

第五條 前二條申請，應填具審議申請書，並檢附保險人原核定文件影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資料為之；委任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委任書；證據為文書者，應檢附繕本或影本。

  審議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一、被保險人及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其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者，亦同。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代理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

  三、保險人原核定文件文號、收受或知悉保險人原核定之年月日。

  四、申請審議之請求事項。

  五、申請審議之事實及理由。

  六、證據。

  七、年、月、日。

第六條 保險人收到審議申請書後，應先行審查原核定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請審議為有理 

  由者，應重新核定，並通知申請人及副知監理會。

  保險人不依申請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核定者，應於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提出意見書，連同審議申請書及其他必要案卷，一併檢送監理會，並將意見書 

  副知申請人。

第七條 申請人申請審議後，於審定書送達前，得撤回之。但撤回後，不得就同一爭議事件 

  再申請審議。

第八條 監理會收到審議申請書後，認為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 

  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

  前項補正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

第九條 申請人得以書面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卷內文件。但下列文件，不包括在內：

  一、審定擬辦之文稿。

  二、審定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四、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第十條 監理會為審議爭議事件，應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監理會執行秘書， 

  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聘（派）之，並召開審議會議 

  ，以合議制方式審理之： 

  一、社會保險、保險學、國民年金、社會福利之學者專家或曾任、現任講師以上職 

   務三年以上：三人或四人。

  二、曾任或現任司法官、律師、簡任職法制工作或法學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 

   人或四人。

  三、曾任或現任公立醫院主治醫師或醫學院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人。

  四、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科級主管以上：三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由機關代表擔任之 

   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為無給職。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之委 

  員，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時止。

第十一條 審議會議，以一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十二條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決議之表決，以舉手或記名為之，必要時得以無記名投票行之。

第十三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克出席時，得提出書面意見，由主席於開會 

  時代為報告，但不得代為表決。

第十四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得請保險人派員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申請人或相關人員 

  列席說明。申請人亦得申請列席說明。

  前項人員於說明完畢時，應即離場。

第十五條 監理會於收到保險人意見書後，應即連同審議申請書交付審議。前項審議之決定， 

  應自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不 

  得逾三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補送審議申請書 

  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未為補送者，自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其依第八條規 

  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十六條 爭議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

  一、審議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申請審議逾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三、申請人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四、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五、原核定已不存在。

  六、對已審定或已撤回之爭議案件，重行申請審議。

  七、對於非行政處分或非第二條所定事項，申請審議。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而為不受理審定者，如原核定確屬違法或不當，中央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第十七條 審議之決定，應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者，於該法律關係尚未確定前，得 

  依職權或申請人之申請，暫停審議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請人。

第十八條 申請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或其他依法得繼受原核定所涉權利或利益之人，承受其 

  申請審議。

  依前項規定承受申請審議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保險人或監理會檢 

  送因申請人死亡繼受權利之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爭議事件必要時，得送請專家鑑定，審議會議開會時並得邀請列席說明。前項鑑定 

  ，得依相關法規支給鑑定費。

第二十條 申請審議無理由者，監理會應為駁回之審定。保險人原核定所憑理由雖屬不當，而 

  以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申請審議為無理由。

  申請審議有理由者，監理會應以審定撤銷保險人原核定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 

  之情節，逕為變更審定或發回保險人另為核定。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 

  得為更不利益之審定。

第二十一條 監理會應將審議結果作成審定書，並由監理會於審定後十五日內分別送達申請 

  人及保險人。

  保險人對於前項審定結果，應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執行之。

第二十二條 審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三、機關及首長。

  四、年、月、日。

  審定書應附記不服審定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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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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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被保險人、受益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五十三條規定請領給付者或國民年金 

  利害關係人，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申請人資格或納保。

  二、被保險人年資。

  三、保險費或利息。

  四、各項給付。

  五、身心障礙程度。

  六、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之權益。

   應負連帶繳納義務之被保險人配偶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 

   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限期繳納被保險人保險費及其利息。

   二、正當理由認定或罰鍰。

第三條 申請人就前條所定事項之核定不服時，應於接到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之次日起六十 

  日內，經由保險人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申請審議；其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期間者，應自其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敘明遲誤原因，申請審議。

  審議之申請，以收受審議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但以郵遞方式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 

  郵戳為準。

  申請人在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向監理會或保險人表示不服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 

  申請審議，並應於三十日內補送審議申請書。

  申請人向監理會申請審議者，監理會應將審議申請書移送保險人依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第四 條 申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 

第五條 前二條申請，應填具審議申請書，並檢附保險人原核定文件影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資料為之；委任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委任書；證據為文書者，應檢附繕本或影本。

  審議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一、被保險人及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其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者，亦同。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代理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

  三、保險人原核定文件文號、收受或知悉保險人原核定之年月日。

  四、申請審議之請求事項。

  五、申請審議之事實及理由。

  六、證據。

  七、年、月、日。

第六條 保險人收到審議申請書後，應先行審查原核定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請審議為有理 

  由者，應重新核定，並通知申請人及副知監理會。

  保險人不依申請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核定者，應於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提出意見書，連同審議申請書及其他必要案卷，一併檢送監理會，並將意見書 

  副知申請人。

第七條 申請人申請審議後，於審定書送達前，得撤回之。但撤回後，不得就同一爭議事件 

  再申請審議。

第八條 監理會收到審議申請書後，認為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 

  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

  前項補正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

第九條 申請人得以書面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卷內文件。但下列文件，不包括在內：

  一、審定擬辦之文稿。

  二、審定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四、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第十條 監理會為審議爭議事件，應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監理會執行秘書， 

  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聘（派）之，並召開審議會議 

  ，以合議制方式審理之： 

  一、社會保險、保險學、國民年金、社會福利之學者專家或曾任、現任講師以上職 

   務三年以上：三人或四人。

  二、曾任或現任司法官、律師、簡任職法制工作或法學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 

   人或四人。

  三、曾任或現任公立醫院主治醫師或醫學院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人。

  四、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科級主管以上：三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由機關代表擔任之 

   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為無給職。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之委 

  員，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時止。

第十一條 審議會議，以一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十二條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決議之表決，以舉手或記名為之，必要時得以無記名投票行之。

第十三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克出席時，得提出書面意見，由主席於開會 

  時代為報告，但不得代為表決。

第十四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得請保險人派員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申請人或相關人員 

  列席說明。申請人亦得申請列席說明。

  前項人員於說明完畢時，應即離場。

第十五條 監理會於收到保險人意見書後，應即連同審議申請書交付審議。前項審議之決定， 

  應自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不 

  得逾三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補送審議申請書 

  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未為補送者，自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其依第八條規 

  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十六條 爭議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

  一、審議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申請審議逾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三、申請人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四、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五、原核定已不存在。

  六、對已審定或已撤回之爭議案件，重行申請審議。

  七、對於非行政處分或非第二條所定事項，申請審議。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而為不受理審定者，如原核定確屬違法或不當，中央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第十七條 審議之決定，應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者，於該法律關係尚未確定前，得 

  依職權或申請人之申請，暫停審議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請人。

第十八條 申請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或其他依法得繼受原核定所涉權利或利益之人，承受其 

  申請審議。

  依前項規定承受申請審議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保險人或監理會檢 

  送因申請人死亡繼受權利之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爭議事件必要時，得送請專家鑑定，審議會議開會時並得邀請列席說明。前項鑑定 

  ，得依相關法規支給鑑定費。

第二十條 申請審議無理由者，監理會應為駁回之審定。保險人原核定所憑理由雖屬不當，而 

  以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申請審議為無理由。

  申請審議有理由者，監理會應以審定撤銷保險人原核定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 

  之情節，逕為變更審定或發回保險人另為核定。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 

  得為更不利益之審定。

第二十一條 監理會應將審議結果作成審定書，並由監理會於審定後十五日內分別送達申請 

  人及保險人。

  保險人對於前項審定結果，應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執行之。

第二十二條 審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三、機關及首長。

  四、年、月、日。

  審定書應附記不服審定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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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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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被保險人、受益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五十三條規定請領給付者或國民年金 

  利害關係人，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申請人資格或納保。

  二、被保險人年資。

  三、保險費或利息。

  四、各項給付。

  五、身心障礙程度。

  六、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之權益。

   應負連帶繳納義務之被保險人配偶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 

   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限期繳納被保險人保險費及其利息。

   二、正當理由認定或罰鍰。

第三條 申請人就前條所定事項之核定不服時，應於接到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之次日起六十 

  日內，經由保險人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申請審議；其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期間者，應自其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敘明遲誤原因，申請審議。

  審議之申請，以收受審議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但以郵遞方式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 

  郵戳為準。

  申請人在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向監理會或保險人表示不服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 

  申請審議，並應於三十日內補送審議申請書。

  申請人向監理會申請審議者，監理會應將審議申請書移送保險人依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第四 條 申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 

第五條 前二條申請，應填具審議申請書，並檢附保險人原核定文件影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資料為之；委任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委任書；證據為文書者，應檢附繕本或影本。

  審議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一、被保險人及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其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者，亦同。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代理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

  三、保險人原核定文件文號、收受或知悉保險人原核定之年月日。

  四、申請審議之請求事項。

  五、申請審議之事實及理由。

  六、證據。

  七、年、月、日。

第六條 保險人收到審議申請書後，應先行審查原核定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請審議為有理 

  由者，應重新核定，並通知申請人及副知監理會。

  保險人不依申請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核定者，應於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提出意見書，連同審議申請書及其他必要案卷，一併檢送監理會，並將意見書 

  副知申請人。

第七條 申請人申請審議後，於審定書送達前，得撤回之。但撤回後，不得就同一爭議事件 

  再申請審議。

第八條 監理會收到審議申請書後，認為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 

  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

  前項補正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

第九條 申請人得以書面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卷內文件。但下列文件，不包括在內：

  一、審定擬辦之文稿。

  二、審定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四、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第十條 監理會為審議爭議事件，應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監理會執行秘書， 

  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聘（派）之，並召開審議會議 

  ，以合議制方式審理之： 

  一、社會保險、保險學、國民年金、社會福利之學者專家或曾任、現任講師以上職 

   務三年以上：三人或四人。

  二、曾任或現任司法官、律師、簡任職法制工作或法學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 

   人或四人。

  三、曾任或現任公立醫院主治醫師或醫學院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人。

  四、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科級主管以上：三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由機關代表擔任之 

   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為無給職。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之委 

  員，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時止。

第十一條 審議會議，以一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十二條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決議之表決，以舉手或記名為之，必要時得以無記名投票行之。

第十三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克出席時，得提出書面意見，由主席於開會 

  時代為報告，但不得代為表決。

第十四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得請保險人派員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申請人或相關人員 

  列席說明。申請人亦得申請列席說明。

  前項人員於說明完畢時，應即離場。

第十五條 監理會於收到保險人意見書後，應即連同審議申請書交付審議。前項審議之決定， 

  應自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不 

  得逾三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補送審議申請書 

  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未為補送者，自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其依第八條規 

  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十六條 爭議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

  一、審議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申請審議逾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三、申請人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四、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五、原核定已不存在。

  六、對已審定或已撤回之爭議案件，重行申請審議。

  七、對於非行政處分或非第二條所定事項，申請審議。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而為不受理審定者，如原核定確屬違法或不當，中央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第十七條 審議之決定，應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者，於該法律關係尚未確定前，得 

  依職權或申請人之申請，暫停審議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請人。

第十八條 申請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或其他依法得繼受原核定所涉權利或利益之人，承受其 

  申請審議。

  依前項規定承受申請審議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保險人或監理會檢 

  送因申請人死亡繼受權利之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爭議事件必要時，得送請專家鑑定，審議會議開會時並得邀請列席說明。前項鑑定 

  ，得依相關法規支給鑑定費。

第二十條 申請審議無理由者，監理會應為駁回之審定。保險人原核定所憑理由雖屬不當，而 

  以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申請審議為無理由。

  申請審議有理由者，監理會應以審定撤銷保險人原核定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 

  之情節，逕為變更審定或發回保險人另為核定。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 

  得為更不利益之審定。

第二十一條 監理會應將審議結果作成審定書，並由監理會於審定後十五日內分別送達申請 

  人及保險人。

  保險人對於前項審定結果，應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執行之。

第二十二條 審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三、機關及首長。

  四、年、月、日。

  審定書應附記不服審定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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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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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1.07.07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100572730號) 

修正「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

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能就近至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遺產稅申 

  報（以下簡稱跨局申辦），不受戶籍所在地限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關納稅義務人跨局申辦遺產稅及稽徵機關相關作業程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 

  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與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貳、適用對象及條件

 三、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財產及扣除額，符合下列規定並檢齊證明文件，繼承人得跨局 

  申報：

  （一）遺產總額新臺幣（下同）三千萬元以下且未列報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汽 

   、機車除外）；納稅義務人補申報案件，加計歷次核定之遺產總額三千萬元以 

   下。

  （二）財產種類：

  １、土地及房屋：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所有，且非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一視為農業用地，土地應檢附死亡當期土地登記謄本，房屋應檢附死亡當期房 

   屋評定標準價格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依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被繼承人財產 

   參考清單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產稅課稅資料參考清單（以下簡稱 

   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申 

   報非屬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之土地及房屋，應一併檢附可資證明確屬被繼承 

   人所有之文件。

  ２、現金及存款：列報之金額與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平均利息所 

   得，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換算存款短差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 

   死亡日存款餘額證明或存摺（含封面）、存單影本。但經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 

   關單一窗口受理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 

   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以下簡稱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 

   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其屬優惠存款按優惠存款利率換算短差金額， 

   應一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３、投資理財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記名式儲值卡、基金及信用合作社之社員股金 

   ：應檢附死亡日相關帳戶、卡片餘額證明、股金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 

   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 

   免檢附。

  ４、上市、上櫃及興櫃之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應檢附死亡日之有價證券餘額證明 

   、集保證券存摺影本、實體票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 

   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有限公司出資額之個別投資面 

   額不超過五百萬元：應檢附死亡日之持股餘額或出資額證明、每股面額資料及 

   最近一期之公司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６、保險：被繼承人為要保人，且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之保險，應檢附保險 

   公司出具死亡日該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 

   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７、汽（機）車：應檢附汽（機）車行車執照影本或車籍資料等證明文件。

  ８、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已申報贈與稅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應檢附贈與稅核 

   定通知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扣除額：

  １、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之扣除額：應檢附現戶戶籍資料（如國民身分證 

   、戶口名簿、護照或在臺居留證影本等）。

  ２、身心障礙扣除額：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或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為嚴重 

   病人之證明書影本。

  ３、農地農用扣除額：應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４、債權人為金融機構且未償債務合計七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借款 

   餘額證明（含原核准貸款日期、額度）。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 

   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罰金合計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繳 

   納之繳款書或繳納通知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喪葬費。

  ７、土地使用分區載明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或載明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機 

   關用地、上下水道用地、警所用地、防空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且每筆土地公告 

   現值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須註明 

   編定日期）。

 四、前點遺產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適用跨局申報：

 （一）逾期申報、代位申報、遺囑執行人申報及遺產管理人申報案件。

 （二）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之申報案件。

 （三）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案件。

 （四）列報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為遺產或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被繼承人死亡 

  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再轉繼承案件。

 （五）被繼承人遺產或繼承人身分涉及法院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案件。

 （六）被繼承人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加倍計算免稅額案件。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出售不動產，其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合計超過五 

  百萬元。

 （八）經代為收受國稅局審酌，需另行查核之案件。

 五、依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適用遺 

  產稅申報稅額試算（以下簡稱稅額試算）服務之案件，經納稅義務人填妥國稅局提 

  供之確認申報書，得於遺產稅申報期限屆滿前，跨局臨櫃遞送回復確認，其證明文 

  件應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檢視國稅局提供之稅額試算通知書，因增列遺產或扣除額等，改採自行 

  申報遺產稅者，應依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但其列報遺產及扣除額資料，與稅 

  額試算通知書所載內容相符者，得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不受第三點規定限制。

叁、作業程序

 六、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

 （一）收件

  １、各地區國稅局代為收受（以下簡稱收件局）案件管轄國稅局（以下簡稱管轄局 

   ）之遺產稅申報書及應附文件（以下簡稱申報資料），應先確認被繼承人戶籍 

   所在地，於遺產稅稅籍資料檔選取「跨局代收案件所屬國稅局」欄位，執行稅 

   籍資料建檔作業。

  ２、收件局依據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執行課稅資料建檔及申報案件處理作業，並於 

   遺產稅扣除額資料檔勾選「跨局案件自動給號」欄位，由系統自動給號（編列 

   收件案號共十四碼，第一碼至第三碼為管轄局縣市英文代號及機關代號，第四 

   碼及第五碼為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市）代號，第六碼至第八碼為申報 

   年度別代號，第九碼為申報案件代號1，第十碼為跨局申辦代號6，第十一碼至 

   第十四碼為流水號代號）。 

 （二）核定及發證

  １、收件局核對申報與建檔資料正確無誤後，將檔案傳送至管轄局，並於遺產稅申 

   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註明「資料核對無誤」後核章。

  ２、管轄局系統完成核定作業後，收件局對於核定無應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對於核定有應 

   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產稅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並 

   於完稅後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 

   收。

 七、稅額試算確認申報書之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更正案件之處理

 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查對更正之作業如下：

 （一）當月之核定案件：由收件局審查後就地建檔更正。

 （二）非當月之核定案件：由管轄局受理查對更正，申報資料如尚未移回管轄局者 

 ，收件局應先行傳真或掃描電子檔方式傳輸資料。

 九、行政救濟案件之處理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依稅捐稽徵法第三 

  十五條申請復查，應由管轄局受理。如納稅義務人向收件局遞交復查申請書，收件 

  局應於十日內將復查申請書移送管轄局，並通知納稅義務人。

 十、申報資料移送保管之處理

  收件局於次月五日前，將上月跨局申報資料連同遺產稅跨局申辦清冊移送管轄局， 

  由管轄局複核申報資料，於遺產稅申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核章。

肆、附則

 十一、績效列管

  每月結束後五日內，收件局應執行上月跨局申辦案件統計，並列印遺產稅跨局申辦 

  件數統計表送單位主管核閱；每季結束後五日內，填具「全國跨局申辦遺產稅件數 

  統計表」函送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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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能就近至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遺產稅申 

  報（以下簡稱跨局申辦），不受戶籍所在地限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關納稅義務人跨局申辦遺產稅及稽徵機關相關作業程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 

  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與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貳、適用對象及條件

 三、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財產及扣除額，符合下列規定並檢齊證明文件，繼承人得跨局 

  申報：

  （一）遺產總額新臺幣（下同）三千萬元以下且未列報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汽 

   、機車除外）；納稅義務人補申報案件，加計歷次核定之遺產總額三千萬元以 

   下。

  （二）財產種類：

  １、土地及房屋：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所有，且非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一視為農業用地，土地應檢附死亡當期土地登記謄本，房屋應檢附死亡當期房 

   屋評定標準價格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依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被繼承人財產 

   參考清單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產稅課稅資料參考清單（以下簡稱 

   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申 

   報非屬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之土地及房屋，應一併檢附可資證明確屬被繼承 

   人所有之文件。

  ２、現金及存款：列報之金額與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平均利息所 

   得，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換算存款短差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 

   死亡日存款餘額證明或存摺（含封面）、存單影本。但經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 

   關單一窗口受理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 

   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以下簡稱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 

   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其屬優惠存款按優惠存款利率換算短差金額， 

   應一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３、投資理財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記名式儲值卡、基金及信用合作社之社員股金 

   ：應檢附死亡日相關帳戶、卡片餘額證明、股金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 

   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 

   免檢附。

  ４、上市、上櫃及興櫃之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應檢附死亡日之有價證券餘額證明 

   、集保證券存摺影本、實體票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 

   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有限公司出資額之個別投資面 

   額不超過五百萬元：應檢附死亡日之持股餘額或出資額證明、每股面額資料及 

   最近一期之公司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６、保險：被繼承人為要保人，且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之保險，應檢附保險 

   公司出具死亡日該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 

   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７、汽（機）車：應檢附汽（機）車行車執照影本或車籍資料等證明文件。

  ８、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已申報贈與稅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應檢附贈與稅核 

   定通知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扣除額：

  １、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之扣除額：應檢附現戶戶籍資料（如國民身分證 

   、戶口名簿、護照或在臺居留證影本等）。

  ２、身心障礙扣除額：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或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為嚴重 

   病人之證明書影本。

  ３、農地農用扣除額：應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４、債權人為金融機構且未償債務合計七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借款 

   餘額證明（含原核准貸款日期、額度）。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 

   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罰金合計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繳 

   納之繳款書或繳納通知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喪葬費。

  ７、土地使用分區載明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或載明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機 

   關用地、上下水道用地、警所用地、防空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且每筆土地公告 

   現值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須註明 

   編定日期）。

 四、前點遺產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適用跨局申報：

 （一）逾期申報、代位申報、遺囑執行人申報及遺產管理人申報案件。

 （二）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之申報案件。

 （三）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案件。

 （四）列報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為遺產或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被繼承人死亡 

  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再轉繼承案件。

 （五）被繼承人遺產或繼承人身分涉及法院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案件。

 （六）被繼承人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加倍計算免稅額案件。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出售不動產，其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合計超過五 

  百萬元。

 （八）經代為收受國稅局審酌，需另行查核之案件。

 五、依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適用遺 

  產稅申報稅額試算（以下簡稱稅額試算）服務之案件，經納稅義務人填妥國稅局提 

  供之確認申報書，得於遺產稅申報期限屆滿前，跨局臨櫃遞送回復確認，其證明文 

  件應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檢視國稅局提供之稅額試算通知書，因增列遺產或扣除額等，改採自行 

  申報遺產稅者，應依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但其列報遺產及扣除額資料，與稅 

  額試算通知書所載內容相符者，得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不受第三點規定限制。

叁、作業程序

 六、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

 （一）收件

  １、各地區國稅局代為收受（以下簡稱收件局）案件管轄國稅局（以下簡稱管轄局 

   ）之遺產稅申報書及應附文件（以下簡稱申報資料），應先確認被繼承人戶籍 

   所在地，於遺產稅稅籍資料檔選取「跨局代收案件所屬國稅局」欄位，執行稅 

   籍資料建檔作業。

  ２、收件局依據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執行課稅資料建檔及申報案件處理作業，並於 

   遺產稅扣除額資料檔勾選「跨局案件自動給號」欄位，由系統自動給號（編列 

   收件案號共十四碼，第一碼至第三碼為管轄局縣市英文代號及機關代號，第四 

   碼及第五碼為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市）代號，第六碼至第八碼為申報 

   年度別代號，第九碼為申報案件代號1，第十碼為跨局申辦代號6，第十一碼至 

   第十四碼為流水號代號）。 

 （二）核定及發證

  １、收件局核對申報與建檔資料正確無誤後，將檔案傳送至管轄局，並於遺產稅申 

   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註明「資料核對無誤」後核章。

  ２、管轄局系統完成核定作業後，收件局對於核定無應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對於核定有應 

   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產稅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並 

   於完稅後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 

   收。

 七、稅額試算確認申報書之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更正案件之處理

 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查對更正之作業如下：

 （一）當月之核定案件：由收件局審查後就地建檔更正。

 （二）非當月之核定案件：由管轄局受理查對更正，申報資料如尚未移回管轄局者 

 ，收件局應先行傳真或掃描電子檔方式傳輸資料。

 九、行政救濟案件之處理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依稅捐稽徵法第三 

  十五條申請復查，應由管轄局受理。如納稅義務人向收件局遞交復查申請書，收件 

  局應於十日內將復查申請書移送管轄局，並通知納稅義務人。

 十、申報資料移送保管之處理

  收件局於次月五日前，將上月跨局申報資料連同遺產稅跨局申辦清冊移送管轄局， 

  由管轄局複核申報資料，於遺產稅申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核章。

肆、附則

 十一、績效列管

  每月結束後五日內，收件局應執行上月跨局申辦案件統計，並列印遺產稅跨局申辦 

  件數統計表送單位主管核閱；每季結束後五日內，填具「全國跨局申辦遺產稅件數 

  統計表」函送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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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能就近至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遺產稅申 

  報（以下簡稱跨局申辦），不受戶籍所在地限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關納稅義務人跨局申辦遺產稅及稽徵機關相關作業程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 

  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與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貳、適用對象及條件

 三、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財產及扣除額，符合下列規定並檢齊證明文件，繼承人得跨局 

  申報：

  （一）遺產總額新臺幣（下同）三千萬元以下且未列報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汽 

   、機車除外）；納稅義務人補申報案件，加計歷次核定之遺產總額三千萬元以 

   下。

  （二）財產種類：

  １、土地及房屋：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所有，且非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一視為農業用地，土地應檢附死亡當期土地登記謄本，房屋應檢附死亡當期房 

   屋評定標準價格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依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被繼承人財產 

   參考清單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產稅課稅資料參考清單（以下簡稱 

   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申 

   報非屬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之土地及房屋，應一併檢附可資證明確屬被繼承 

   人所有之文件。

  ２、現金及存款：列報之金額與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平均利息所 

   得，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換算存款短差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 

   死亡日存款餘額證明或存摺（含封面）、存單影本。但經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 

   關單一窗口受理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 

   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以下簡稱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 

   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其屬優惠存款按優惠存款利率換算短差金額， 

   應一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３、投資理財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記名式儲值卡、基金及信用合作社之社員股金 

   ：應檢附死亡日相關帳戶、卡片餘額證明、股金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 

   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 

   免檢附。

  ４、上市、上櫃及興櫃之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應檢附死亡日之有價證券餘額證明 

   、集保證券存摺影本、實體票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 

   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有限公司出資額之個別投資面 

   額不超過五百萬元：應檢附死亡日之持股餘額或出資額證明、每股面額資料及 

   最近一期之公司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６、保險：被繼承人為要保人，且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之保險，應檢附保險 

   公司出具死亡日該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 

   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７、汽（機）車：應檢附汽（機）車行車執照影本或車籍資料等證明文件。

  ８、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已申報贈與稅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應檢附贈與稅核 

   定通知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扣除額：

  １、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之扣除額：應檢附現戶戶籍資料（如國民身分證 

   、戶口名簿、護照或在臺居留證影本等）。

  ２、身心障礙扣除額：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或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為嚴重 

   病人之證明書影本。

  ３、農地農用扣除額：應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４、債權人為金融機構且未償債務合計七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借款 

   餘額證明（含原核准貸款日期、額度）。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 

   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罰金合計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繳 

   納之繳款書或繳納通知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喪葬費。

  ７、土地使用分區載明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或載明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機 

   關用地、上下水道用地、警所用地、防空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且每筆土地公告 

   現值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須註明 

   編定日期）。

 四、前點遺產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適用跨局申報：

 （一）逾期申報、代位申報、遺囑執行人申報及遺產管理人申報案件。

 （二）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之申報案件。

 （三）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案件。

 （四）列報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為遺產或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被繼承人死亡 

  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再轉繼承案件。

 （五）被繼承人遺產或繼承人身分涉及法院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案件。

 （六）被繼承人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加倍計算免稅額案件。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出售不動產，其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合計超過五 

  百萬元。

 （八）經代為收受國稅局審酌，需另行查核之案件。

 五、依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適用遺 

  產稅申報稅額試算（以下簡稱稅額試算）服務之案件，經納稅義務人填妥國稅局提 

  供之確認申報書，得於遺產稅申報期限屆滿前，跨局臨櫃遞送回復確認，其證明文 

  件應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檢視國稅局提供之稅額試算通知書，因增列遺產或扣除額等，改採自行 

  申報遺產稅者，應依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但其列報遺產及扣除額資料，與稅 

  額試算通知書所載內容相符者，得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不受第三點規定限制。

叁、作業程序

 六、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

 （一）收件

  １、各地區國稅局代為收受（以下簡稱收件局）案件管轄國稅局（以下簡稱管轄局 

   ）之遺產稅申報書及應附文件（以下簡稱申報資料），應先確認被繼承人戶籍 

   所在地，於遺產稅稅籍資料檔選取「跨局代收案件所屬國稅局」欄位，執行稅 

   籍資料建檔作業。

  ２、收件局依據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執行課稅資料建檔及申報案件處理作業，並於 

   遺產稅扣除額資料檔勾選「跨局案件自動給號」欄位，由系統自動給號（編列 

   收件案號共十四碼，第一碼至第三碼為管轄局縣市英文代號及機關代號，第四 

   碼及第五碼為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市）代號，第六碼至第八碼為申報 

   年度別代號，第九碼為申報案件代號1，第十碼為跨局申辦代號6，第十一碼至 

   第十四碼為流水號代號）。 

 （二）核定及發證

  １、收件局核對申報與建檔資料正確無誤後，將檔案傳送至管轄局，並於遺產稅申 

   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註明「資料核對無誤」後核章。

  ２、管轄局系統完成核定作業後，收件局對於核定無應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對於核定有應 

   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產稅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並 

   於完稅後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 

   收。

 七、稅額試算確認申報書之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更正案件之處理

 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查對更正之作業如下：

 （一）當月之核定案件：由收件局審查後就地建檔更正。

 （二）非當月之核定案件：由管轄局受理查對更正，申報資料如尚未移回管轄局者 

 ，收件局應先行傳真或掃描電子檔方式傳輸資料。

 九、行政救濟案件之處理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依稅捐稽徵法第三 

  十五條申請復查，應由管轄局受理。如納稅義務人向收件局遞交復查申請書，收件 

  局應於十日內將復查申請書移送管轄局，並通知納稅義務人。

 十、申報資料移送保管之處理

  收件局於次月五日前，將上月跨局申報資料連同遺產稅跨局申辦清冊移送管轄局， 

  由管轄局複核申報資料，於遺產稅申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核章。

肆、附則

 十一、績效列管

  每月結束後五日內，收件局應執行上月跨局申辦案件統計，並列印遺產稅跨局申辦 

  件數統計表送單位主管核閱；每季結束後五日內，填具「全國跨局申辦遺產稅件數 

  統計表」函送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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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能就近至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遺產稅申 

  報（以下簡稱跨局申辦），不受戶籍所在地限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關納稅義務人跨局申辦遺產稅及稽徵機關相關作業程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 

  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與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貳、適用對象及條件

 三、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財產及扣除額，符合下列規定並檢齊證明文件，繼承人得跨局 

  申報：

  （一）遺產總額新臺幣（下同）三千萬元以下且未列報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汽 

   、機車除外）；納稅義務人補申報案件，加計歷次核定之遺產總額三千萬元以 

   下。

  （二）財產種類：

  １、土地及房屋：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所有，且非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一視為農業用地，土地應檢附死亡當期土地登記謄本，房屋應檢附死亡當期房 

   屋評定標準價格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依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被繼承人財產 

   參考清單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產稅課稅資料參考清單（以下簡稱 

   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申 

   報非屬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之土地及房屋，應一併檢附可資證明確屬被繼承 

   人所有之文件。

  ２、現金及存款：列報之金額與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平均利息所 

   得，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換算存款短差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 

   死亡日存款餘額證明或存摺（含封面）、存單影本。但經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 

   關單一窗口受理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 

   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以下簡稱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 

   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其屬優惠存款按優惠存款利率換算短差金額， 

   應一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３、投資理財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記名式儲值卡、基金及信用合作社之社員股金 

   ：應檢附死亡日相關帳戶、卡片餘額證明、股金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 

   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 

   免檢附。

  ４、上市、上櫃及興櫃之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應檢附死亡日之有價證券餘額證明 

   、集保證券存摺影本、實體票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 

   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有限公司出資額之個別投資面 

   額不超過五百萬元：應檢附死亡日之持股餘額或出資額證明、每股面額資料及 

   最近一期之公司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６、保險：被繼承人為要保人，且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之保險，應檢附保險 

   公司出具死亡日該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 

   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７、汽（機）車：應檢附汽（機）車行車執照影本或車籍資料等證明文件。

  ８、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已申報贈與稅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應檢附贈與稅核 

   定通知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扣除額：

  １、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之扣除額：應檢附現戶戶籍資料（如國民身分證 

   、戶口名簿、護照或在臺居留證影本等）。

  ２、身心障礙扣除額：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或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為嚴重 

   病人之證明書影本。

  ３、農地農用扣除額：應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４、債權人為金融機構且未償債務合計七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借款 

   餘額證明（含原核准貸款日期、額度）。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 

   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罰金合計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繳 

   納之繳款書或繳納通知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喪葬費。

  ７、土地使用分區載明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或載明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機 

   關用地、上下水道用地、警所用地、防空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且每筆土地公告 

   現值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須註明 

   編定日期）。

 四、前點遺產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適用跨局申報：

 （一）逾期申報、代位申報、遺囑執行人申報及遺產管理人申報案件。

 （二）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之申報案件。

 （三）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案件。

 （四）列報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為遺產或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被繼承人死亡 

  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再轉繼承案件。

 （五）被繼承人遺產或繼承人身分涉及法院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案件。

 （六）被繼承人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加倍計算免稅額案件。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出售不動產，其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合計超過五 

  百萬元。

 （八）經代為收受國稅局審酌，需另行查核之案件。

 五、依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適用遺 

  產稅申報稅額試算（以下簡稱稅額試算）服務之案件，經納稅義務人填妥國稅局提 

  供之確認申報書，得於遺產稅申報期限屆滿前，跨局臨櫃遞送回復確認，其證明文 

  件應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檢視國稅局提供之稅額試算通知書，因增列遺產或扣除額等，改採自行 

  申報遺產稅者，應依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但其列報遺產及扣除額資料，與稅 

  額試算通知書所載內容相符者，得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不受第三點規定限制。

叁、作業程序

 六、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

 （一）收件

  １、各地區國稅局代為收受（以下簡稱收件局）案件管轄國稅局（以下簡稱管轄局 

   ）之遺產稅申報書及應附文件（以下簡稱申報資料），應先確認被繼承人戶籍 

   所在地，於遺產稅稅籍資料檔選取「跨局代收案件所屬國稅局」欄位，執行稅 

   籍資料建檔作業。

  ２、收件局依據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執行課稅資料建檔及申報案件處理作業，並於 

   遺產稅扣除額資料檔勾選「跨局案件自動給號」欄位，由系統自動給號（編列 

   收件案號共十四碼，第一碼至第三碼為管轄局縣市英文代號及機關代號，第四 

   碼及第五碼為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市）代號，第六碼至第八碼為申報 

   年度別代號，第九碼為申報案件代號1，第十碼為跨局申辦代號6，第十一碼至 

   第十四碼為流水號代號）。 

 （二）核定及發證

  １、收件局核對申報與建檔資料正確無誤後，將檔案傳送至管轄局，並於遺產稅申 

   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註明「資料核對無誤」後核章。

  ２、管轄局系統完成核定作業後，收件局對於核定無應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對於核定有應 

   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產稅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並 

   於完稅後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 

   收。

 七、稅額試算確認申報書之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更正案件之處理

 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查對更正之作業如下：

 （一）當月之核定案件：由收件局審查後就地建檔更正。

 （二）非當月之核定案件：由管轄局受理查對更正，申報資料如尚未移回管轄局者 

 ，收件局應先行傳真或掃描電子檔方式傳輸資料。

 九、行政救濟案件之處理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依稅捐稽徵法第三 

  十五條申請復查，應由管轄局受理。如納稅義務人向收件局遞交復查申請書，收件 

  局應於十日內將復查申請書移送管轄局，並通知納稅義務人。

 十、申報資料移送保管之處理

  收件局於次月五日前，將上月跨局申報資料連同遺產稅跨局申辦清冊移送管轄局， 

  由管轄局複核申報資料，於遺產稅申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核章。

肆、附則

 十一、績效列管

  每月結束後五日內，收件局應執行上月跨局申辦案件統計，並列印遺產稅跨局申辦 

  件數統計表送單位主管核閱；每季結束後五日內，填具「全國跨局申辦遺產稅件數 

  統計表」函送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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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 自110年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10年綜合所得稅報期間財政部已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提醒民眾如去年(110年)有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缴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 

 股票)，其所得應申報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 

 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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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 

 之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一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則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 

 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 

 月1日起施行，如民眾去年有交易相關標的者，應於今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併同申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 

 查核認定。

二、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防杜個人藉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盈餘不分配，規避我國稅負，配合國際 

。

 反避稅趨勢，我國於106年5月10日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建立個人FC制度。

 該分局說明，為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 

 已核定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CFC制度係完善我國公平合理稅制之一環，保障財政健全，CFC制度 

 相關法規及常見問答可於財政 部賦稅署網站（https://www.dot.gov.tw）點選「稅改專區\反 

 避稅專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查詢。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課贈與稅之適用

 王小姐來電詢問想將名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弟弟，是否得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所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之情形始有免徵贈與稅之適用。因王小姐與弟弟為旁系血親，故王小 

 姐赠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弟弟並不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问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前3個月曾贈與1筆地予母親，該筆土地是否須併入父親之遗產 

 總額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遗産稅故林先生於申报父親之遗產稅時，須將父親去 

 世前3個月贈與母親之該筆土地一併計入父親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職工福利超限只要轉列其他費用就好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規定列報職工福利支出，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皆有限額之規定，若有超限情形，將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規定予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規定，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福 

 利金提撥標準計有：

 一、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或增資資本額之5%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20%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每月營業收入總額提撥0.05%至0.15%。

 三、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僅能 

  就其實際支付費用，依上述第二、三點規定限度內列支。 

 該局指出，列報職工福利雖有限額之規定，但不論有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醫藥費 

 皆可核實認定；另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不 

 足或超過規定限度部分，則可以其他費用列支。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未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職工福利支出金額為350萬元，因計算其可列報之限額僅為300萬 

 元（營業收入總額20億×0.15%），公司在申報時遂將超過限額50萬元部分轉以其他費用列 

 支。經本局進一步查核發現該超過限額之費用不屬於「舉辦員工文康、旅遊及聚餐等性質 

 」，不符合可將超過限額50萬元轉列報為其他費用之規定，經核定剔除超限部分，補徵稅 

 額10萬元，並依所得 稅法第100條之2規定加計利息。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職工福利之列報，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員工醫藥費 

 外，皆有限額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視有無超限情形，避免遭國稅局補 

 徵稅額並加計利息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配，規避 

 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配 

 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1、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 

  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符 

  合CFC定義。

 2、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3、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後 

  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4、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 

  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5、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藉 

  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原應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反 

 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終止三七五租約給付之補償費低於標準者其差額不課贈與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其父親為三七五租約之地主，如經協議給付佃農之補償費低於平均地權条 

 例規定之標準時，差額會課贈與稅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其終止租約之認定，應以縣市 

 政府核准登記之日期為準。另地主及佃農雙方如經協議以低於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之標準給 

 付補償費者，因其差額非為債務免除情事，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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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來電詢問其父親最近過世，最遲應於何時申報遗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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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 

 遗產稅纳稅義務人具有正当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报期限居滿前申請延長，延長期 

 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Foreign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自己，規 

 避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 

 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庭、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俘、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 

  符合CFC定義。

 二、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三、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 

  後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 

  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五、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 

  藉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厚、庭、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還「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反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十、營利事業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辦營利事所得稅暫繳申請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應 

 如何申請免辦理l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符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 

 補貼補償、振興相關措施者。或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 

 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其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 

 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或 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形）者，可檢具申 

 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暫繳申報期間（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l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 

 日止﹔採特殊會計者，申報期限比照曆年制推算），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辨理111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向國稅局申請並核准免辦理109年度或110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或已申請並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或已申請並核准退還營業稅溢 

 付稅額者，即可免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無須再提出申請。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雙月刊 期210化彰 工業

- 27 -



一、 自110年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10年綜合所得稅報期間財政部已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提醒民眾如去年(110年)有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缴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 

 股票)，其所得應申報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 

 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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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 

 之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一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則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 

 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 

 月1日起施行，如民眾去年有交易相關標的者，應於今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併同申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 

 查核認定。

二、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防杜個人藉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盈餘不分配，規避我國稅負，配合國際 

 反避稅趨勢，我國於106年5月10日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建立個人FC制度。

 該分局說明，為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 

 已核定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CFC制度係完善我國公平合理稅制之一環，保障財政健全，CFC制度 

 相關法規及常見問答可於財政 部賦稅署網站（https://www.dot.gov.tw）點選「稅改專區\反 

 避稅專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查詢。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課贈與稅之適用

 王小姐來電詢問想將名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弟弟，是否得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所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之情形始有免徵贈與稅之適用。因王小姐與弟弟為旁系血親，故王小 

 姐赠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弟弟並不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问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前3個月曾贈與1筆地予母親，該筆土地是否須併入父親之遗產 

 總額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遗産稅故林先生於申报父親之遗產稅時，須將父親去 

 世前3個月贈與母親之該筆土地一併計入父親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職工福利超限只要轉列其他費用就好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規定列報職工福利支出，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皆有限額之規定，若有超限情形，將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規定予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規定，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福 

 利金提撥標準計有：

 一、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或增資資本額之5%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20%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每月營業收入總額提撥0.05%至0.15%。

 三、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僅能 

  就其實際支付費用，依上述第二、三點規定限度內列支。 

 該局指出，列報職工福利雖有限額之規定，但不論有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醫藥費 

 皆可核實認定；另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不 

 足或超過規定限度部分，則可以其他費用列支。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未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職工福利支出金額為350萬元，因計算其可列報之限額僅為300萬 

 元（營業收入總額20億×0.15%），公司在申報時遂將超過限額50萬元部分轉以其他費用列 

 支。經本局進一步查核發現該超過限額之費用不屬於「舉辦員工文康、旅遊及聚餐等性質 

 」，不符合可將超過限額50萬元轉列報為其他費用之規定，經核定剔除超限部分，補徵稅 

 額10萬元，並依所得 稅法第100條之2規定加計利息。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職工福利之列報，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員工醫藥費 

 外，皆有限額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視有無超限情形，避免遭國稅局補 

 徵稅額並加計利息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配，規避 

 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配 

 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1、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 

  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符 

  合CFC定義。

 2、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3、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後 

  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4、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 

  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5、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藉 

  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原應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反 

 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終止三七五租約給付之補償費低於標準者其差額不課贈與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其父親為三七五租約之地主，如經協議給付佃農之補償費低於平均地權条 

 例規定之標準時，差額會課贈與稅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其終止租約之認定，應以縣市 

 政府核准登記之日期為準。另地主及佃農雙方如經協議以低於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之標準給 

 付補償費者，因其差額非為債務免除情事，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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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來電詢問其父親最近過世，最遲應於何時申報遗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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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 

 遗產稅纳稅義務人具有正当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报期限居滿前申請延長，延長期 

 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Foreign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自己，規 

 避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 

 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庭、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俘、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 

  符合CFC定義。

 二、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三、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 

  後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 

  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五、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 

  藉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厚、庭、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還「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反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十、營利事業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辦營利事所得稅暫繳申請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應 

 如何申請免辦理l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符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 

 補貼補償、振興相關措施者。或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 

 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其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 

 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或 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形）者，可檢具申 

 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暫繳申報期間（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l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 

 日止﹔採特殊會計者，申報期限比照曆年制推算），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辨理111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向國稅局申請並核准免辦理109年度或110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或已申請並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或已申請並核准退還營業稅溢 

 付稅額者，即可免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無須再提出申請。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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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110年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10年綜合所得稅報期間財政部已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提醒民眾如去年(110年)有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缴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 

 股票)，其所得應申報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 

 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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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 

 之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一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則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 

 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 

 月1日起施行，如民眾去年有交易相關標的者，應於今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併同申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 

 查核認定。

二、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防杜個人藉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盈餘不分配，規避我國稅負，配合國際 

 反避稅趨勢，我國於106年5月10日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建立個人FC制度。

 該分局說明，為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 

 已核定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CFC制度係完善我國公平合理稅制之一環，保障財政健全，CFC制度 

 相關法規及常見問答可於財政 部賦稅署網站（https://www.dot.gov.tw）點選「稅改專區\反 

 避稅專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查詢。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課贈與稅之適用

 王小姐來電詢問想將名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弟弟，是否得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所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之情形始有免徵贈與稅之適用。因王小姐與弟弟為旁系血親，故王小 

 姐赠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弟弟並不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问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前3個月曾贈與1筆地予母親，該筆土地是否須併入父親之遗產 

 總額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遗産稅故林先生於申报父親之遗產稅時，須將父親去 

 世前3個月贈與母親之該筆土地一併計入父親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職工福利超限只要轉列其他費用就好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規定列報職工福利支出，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皆有限額之規定，若有超限情形，將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規定予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規定，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福 

 利金提撥標準計有：

 一、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或增資資本額之5%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20%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每月營業收入總額提撥0.05%至0.15%。

 三、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僅能 

  就其實際支付費用，依上述第二、三點規定限度內列支。 

 該局指出，列報職工福利雖有限額之規定，但不論有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醫藥費 

 皆可核實認定；另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不 

 足或超過規定限度部分，則可以其他費用列支。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未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職工福利支出金額為350萬元，因計算其可列報之限額僅為300萬 

 元（營業收入總額20億×0.15%），公司在申報時遂將超過限額50萬元部分轉以其他費用列 

 支。經本局進一步查核發現該超過限額之費用不屬於「舉辦員工文康、旅遊及聚餐等性質 

 」，不符合可將超過限額50萬元轉列報為其他費用之規定，經核定剔除超限部分，補徵稅 

 額10萬元，並依所得 稅法第100條之2規定加計利息。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職工福利之列報，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員工醫藥費 

 外，皆有限額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視有無超限情形，避免遭國稅局補 

 徵稅額並加計利息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配，規避 

 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配 

 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1、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 

  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符 

  合CFC定義。

 2、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3、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後 

  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4、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 

  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5、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藉 

  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原應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反 

 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終止三七五租約給付之補償費低於標準者其差額不課贈與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其父親為三七五租約之地主，如經協議給付佃農之補償費低於平均地權条 

 例規定之標準時，差額會課贈與稅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其終止租約之認定，應以縣市 

 政府核准登記之日期為準。另地主及佃農雙方如經協議以低於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之標準給 

 付補償費者，因其差額非為債務免除情事，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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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來電詢問其父親最近過世，最遲應於何時申報遗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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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 

 遗產稅纳稅義務人具有正当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报期限居滿前申請延長，延長期 

 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Foreign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自己，規 

 避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 

 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庭、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俘、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 

  符合CFC定義。

 二、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三、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 

  後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 

  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五、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 

  藉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厚、庭、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還「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反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十、營利事業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辦營利事所得稅暫繳申請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應 

 如何申請免辦理l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符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 

 補貼補償、振興相關措施者。或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 

 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其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 

 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或 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形）者，可檢具申 

 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暫繳申報期間（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l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 

 日止﹔採特殊會計者，申報期限比照曆年制推算），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辨理111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向國稅局申請並核准免辦理109年度或110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或已申請並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或已申請並核准退還營業稅溢 

 付稅額者，即可免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無須再提出申請。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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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110年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10年綜合所得稅報期間財政部已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提醒民眾如去年(110年)有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缴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 

 股票)，其所得應申報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 

 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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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 

 之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一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則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 

 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 

 月1日起施行，如民眾去年有交易相關標的者，應於今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併同申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 

 查核認定。

二、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防杜個人藉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盈餘不分配，規避我國稅負，配合國際 

 反避稅趨勢，我國於106年5月10日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建立個人FC制度。

 該分局說明，為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 

 已核定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CFC制度係完善我國公平合理稅制之一環，保障財政健全，CFC制度 

 相關法規及常見問答可於財政 部賦稅署網站（https://www.dot.gov.tw）點選「稅改專區\反 

 避稅專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查詢。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課贈與稅之適用

 王小姐來電詢問想將名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弟弟，是否得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所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之情形始有免徵贈與稅之適用。因王小姐與弟弟為旁系血親，故王小 

 姐赠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弟弟並不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问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前3個月曾贈與1筆地予母親，該筆土地是否須併入父親之遗產 

 總額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遗産稅故林先生於申报父親之遗產稅時，須將父親去 

 世前3個月贈與母親之該筆土地一併計入父親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職工福利超限只要轉列其他費用就好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規定列報職工福利支出，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皆有限額之規定，若有超限情形，將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規定予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規定，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福 

 利金提撥標準計有：

 一、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或增資資本額之5%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20%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每月營業收入總額提撥0.05%至0.15%。

 三、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僅能 

  就其實際支付費用，依上述第二、三點規定限度內列支。 

 該局指出，列報職工福利雖有限額之規定，但不論有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醫藥費 

 皆可核實認定；另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不 

 足或超過規定限度部分，則可以其他費用列支。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未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職工福利支出金額為350萬元，因計算其可列報之限額僅為300萬 

 元（營業收入總額20億×0.15%），公司在申報時遂將超過限額50萬元部分轉以其他費用列 

 支。經本局進一步查核發現該超過限額之費用不屬於「舉辦員工文康、旅遊及聚餐等性質 

 」，不符合可將超過限額50萬元轉列報為其他費用之規定，經核定剔除超限部分，補徵稅 

 額10萬元，並依所得 稅法第100條之2規定加計利息。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職工福利之列報，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員工醫藥費 

 外，皆有限額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視有無超限情形，避免遭國稅局補 

 徵稅額並加計利息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配，規避 

 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配 

 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1、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 

  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符 

  合CFC定義。

 2、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3、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後 

  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4、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 

  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5、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藉 

  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原應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反 

 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終止三七五租約給付之補償費低於標準者其差額不課贈與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其父親為三七五租約之地主，如經協議給付佃農之補償費低於平均地權条 

 例規定之標準時，差額會課贈與稅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其終止租約之認定，應以縣市 

 政府核准登記之日期為準。另地主及佃農雙方如經協議以低於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之標準給 

 付補償費者，因其差額非為債務免除情事，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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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來電詢問其父親最近過世，最遲應於何時申報遗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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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 

 遗產稅纳稅義務人具有正当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报期限居滿前申請延長，延長期 

 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Foreign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自己，規 

 避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 

 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庭、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俘、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 

  符合CFC定義。

 二、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三、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 

  後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 

  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五、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 

  藉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厚、庭、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還「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反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十、營利事業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辦營利事所得稅暫繳申請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應 

 如何申請免辦理l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符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 

 補貼補償、振興相關措施者。或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 

 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其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 

 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或 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形）者，可檢具申 

 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暫繳申報期間（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l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 

 日止﹔採特殊會計者，申報期限比照曆年制推算），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辨理111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向國稅局申請並核准免辦理109年度或110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或已申請並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或已申請並核准退還營業稅溢 

 付稅額者，即可免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無須再提出申請。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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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110年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10年綜合所得稅報期間財政部已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提醒民眾如去年(110年)有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缴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 

 股票)，其所得應申報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 

 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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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 

 之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一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則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 

 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 

 月1日起施行，如民眾去年有交易相關標的者，應於今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併同申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 

 查核認定。

二、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防杜個人藉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盈餘不分配，規避我國稅負，配合國際 

 反避稅趨勢，我國於106年5月10日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建立個人FC制度。

 該分局說明，為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 

 已核定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CFC制度係完善我國公平合理稅制之一環，保障財政健全，CFC制度 

 相關法規及常見問答可於財政 部賦稅署網站（https://www.dot.gov.tw）點選「稅改專區\反 

 避稅專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查詢。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課贈與稅之適用

 王小姐來電詢問想將名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弟弟，是否得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所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之情形始有免徵贈與稅之適用。因王小姐與弟弟為旁系血親，故王小 

 姐赠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弟弟並不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问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前3個月曾贈與1筆地予母親，該筆土地是否須併入父親之遗產 

 總額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遗産稅故林先生於申报父親之遗產稅時，須將父親去 

 世前3個月贈與母親之該筆土地一併計入父親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職工福利超限只要轉列其他費用就好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規定列報職工福利支出，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皆有限額之規定，若有超限情形，將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規定予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規定，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福 

 利金提撥標準計有：

 一、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或增資資本額之5%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20%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每月營業收入總額提撥0.05%至0.15%。

 三、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僅能 

  就其實際支付費用，依上述第二、三點規定限度內列支。 

 該局指出，列報職工福利雖有限額之規定，但不論有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醫藥費 

 皆可核實認定；另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不 

 足或超過規定限度部分，則可以其他費用列支。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未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職工福利支出金額為350萬元，因計算其可列報之限額僅為300萬 

 元（營業收入總額20億×0.15%），公司在申報時遂將超過限額50萬元部分轉以其他費用列 

 支。經本局進一步查核發現該超過限額之費用不屬於「舉辦員工文康、旅遊及聚餐等性質 

 」，不符合可將超過限額50萬元轉列報為其他費用之規定，經核定剔除超限部分，補徵稅 

 額10萬元，並依所得 稅法第100條之2規定加計利息。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職工福利之列報，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員工醫藥費 

 外，皆有限額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視有無超限情形，避免遭國稅局補 

 徵稅額並加計利息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配，規避 

 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配 

 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1、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 

  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符 

  合CFC定義。

 2、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3、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後 

  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4、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 

  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5、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藉 

  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原應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反 

 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終止三七五租約給付之補償費低於標準者其差額不課贈與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其父親為三七五租約之地主，如經協議給付佃農之補償費低於平均地權条 

 例規定之標準時，差額會課贈與稅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其終止租約之認定，應以縣市 

 政府核准登記之日期為準。另地主及佃農雙方如經協議以低於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之標準給 

 付補償費者，因其差額非為債務免除情事，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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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來電詢問其父親最近過世，最遲應於何時申報遗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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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 

 遗產稅纳稅義務人具有正当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报期限居滿前申請延長，延長期 

 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Foreign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自己，規 

 避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 

 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庭、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俘、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 

  符合CFC定義。

 二、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三、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 

  後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 

  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五、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 

  藉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厚、庭、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還「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反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十、營利事業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辦營利事所得稅暫繳申請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應 

 如何申請免辦理l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符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 

 補貼補償、振興相關措施者。或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 

 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其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 

 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或 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形）者，可檢具申 

 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暫繳申報期間（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l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 

 日止﹔採特殊會計者，申報期限比照曆年制推算），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辨理111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向國稅局申請並核准免辦理109年度或110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或已申請並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或已申請並核准退還營業稅溢 

 付稅額者，即可免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無須再提出申請。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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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110年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10年綜合所得稅報期間財政部已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提醒民眾如去年(110年)有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缴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 

 股票)，其所得應申報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 

 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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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 

 之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一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則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 

 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 

 月1日起施行，如民眾去年有交易相關標的者，應於今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併同申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 

 查核認定。

二、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防杜個人藉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盈餘不分配，規避我國稅負，配合國際 

 反避稅趨勢，我國於106年5月10日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建立個人FC制度。

 該分局說明，為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 

 已核定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CFC制度係完善我國公平合理稅制之一環，保障財政健全，CFC制度 

 相關法規及常見問答可於財政 部賦稅署網站（https://www.dot.gov.tw）點選「稅改專區\反 

 避稅專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查詢。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課贈與稅之適用

 王小姐來電詢問想將名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弟弟，是否得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所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之情形始有免徵贈與稅之適用。因王小姐與弟弟為旁系血親，故王小 

 姐赠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弟弟並不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问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前3個月曾贈與1筆地予母親，該筆土地是否須併入父親之遗產 

 總額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遗産稅故林先生於申报父親之遗產稅時，須將父親去 

 世前3個月贈與母親之該筆土地一併計入父親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職工福利超限只要轉列其他費用就好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規定列報職工福利支出，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皆有限額之規定，若有超限情形，將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規定予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規定，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福 

 利金提撥標準計有：

 一、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或增資資本額之5%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20%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每月營業收入總額提撥0.05%至0.15%。

 三、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僅能 

  就其實際支付費用，依上述第二、三點規定限度內列支。 

 該局指出，列報職工福利雖有限額之規定，但不論有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醫藥費 

 皆可核實認定；另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不 

 足或超過規定限度部分，則可以其他費用列支。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未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職工福利支出金額為350萬元，因計算其可列報之限額僅為300萬 

 元（營業收入總額20億×0.15%），公司在申報時遂將超過限額50萬元部分轉以其他費用列 

 支。經本局進一步查核發現該超過限額之費用不屬於「舉辦員工文康、旅遊及聚餐等性質 

 」，不符合可將超過限額50萬元轉列報為其他費用之規定，經核定剔除超限部分，補徵稅 

 額10萬元，並依所得 稅法第100條之2規定加計利息。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職工福利之列報，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員工醫藥費 

 外，皆有限額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視有無超限情形，避免遭國稅局補 

 徵稅額並加計利息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配，規避 

 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配 

 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1、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 

  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符 

  合CFC定義。

 2、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3、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後 

  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4、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 

  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5、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藉 

  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原應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反 

 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終止三七五租約給付之補償費低於標準者其差額不課贈與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其父親為三七五租約之地主，如經協議給付佃農之補償費低於平均地權条 

 例規定之標準時，差額會課贈與稅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其終止租約之認定，應以縣市 

 政府核准登記之日期為準。另地主及佃農雙方如經協議以低於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之標準給 

 付補償費者，因其差額非為債務免除情事，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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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來電詢問其父親最近過世，最遲應於何時申報遗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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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 

 遗產稅纳稅義務人具有正当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报期限居滿前申請延長，延長期 

 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Foreign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自己，規 

 避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 

 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庭、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俘、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 

  符合CFC定義。

 二、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三、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 

  後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 

  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五、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 

  藉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厚、庭、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還「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反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十、營利事業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辦營利事所得稅暫繳申請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應 

 如何申請免辦理l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符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 

 補貼補償、振興相關措施者。或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 

 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其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 

 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或 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形）者，可檢具申 

 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暫繳申報期間（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l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 

 日止﹔採特殊會計者，申報期限比照曆年制推算），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辨理111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向國稅局申請並核准免辦理109年度或110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或已申請並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或已申請並核准退還營業稅溢 

 付稅額者，即可免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無須再提出申請。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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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7月～8月）

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溪州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本會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實務基礎」培訓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１６、２ 

 ３日，安排﹝白天班、４天、３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尤 

 芃程、林玉禎、游銅錫、張基郁、張淑敏、陳相訓、賴坤明、陳元科等８位老師擔任，有３ 

 ３人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８場「國際貿易操作人員實務初階」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日上午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秘書淑 

 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２８日開訓，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 

 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０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５、１１、１８日，安 

 排﹝白天班、３天、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呂 

 尤琴、梁淑紋、高鈺婷、林珈均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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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 

 加。

6.本會辦理「運用Excel輕鬆處理會計帳務及製作財務報表」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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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淑惠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 

 白天班、３天、２１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丘蔚興、伍耀 

 璋、桂美俊、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８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埔心廠 

 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 

 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 

 ８人參加。

10.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３、１４日，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11.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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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３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 

 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２２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啟泉電機工程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４場「如何成為主管得力助手與做好 

 自我當責管理」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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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就業平等宣導計畫～第２場「就業平等」宣導會，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溪湖鎮農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楊博勛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課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說明探討、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就 

 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及Q&A。

1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９場「商業會計法及證交法投資人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０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８日開訓，聘請靖永彬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８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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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人 

 參加。

18.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尤理事長山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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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議 

 案。

19.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９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 

 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尤理事長山泉主持，彰化縣政府林副 

 縣長田富、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張總幹事啟楷、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陳處長等 

 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 

 議案。

2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埔心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５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翰霖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

22.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柯昭德、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廖振魁、戴宗坤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１ 

 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 

 任，有６７人參加。研習課程：資遣通報與態樣分析及Q&A。

2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５場「請假及各項假別爭議～如何合 

 法規劃與預防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25.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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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人參加。

2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億鋼架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 

 聘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４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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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參加。

29.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大成棕織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８、１５日﹝白天班、３天、 

 １６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呂尤琴、高鈺婷、郭翰霖、 

 楊雁凌、林珈均、梁淑紋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６場「雙贏談判及議價技巧實戰技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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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計有２６人參加。

3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外籍移工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印尼、 

 越南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假英發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研習課程：製造業機械作業危 

 害預防暨Q&A問題研討。

3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５場「國際商用英文會議議程與簡報技巧訓練 

 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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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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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人參加。

3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６場「LinkedIn國際業務開發與經營」講習，於 

 １１１年８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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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蘇書平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36.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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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年８月１０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羅健原、陳新福、張國田、林東民、楊昇儒、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張宏棋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４４人參加。

37.本會辦理第３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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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人 

 參加。

38.本會辦理第２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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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一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40.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二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２人。

41.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2.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三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９人。

43.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３場「國際 

 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指揮手」訓練 

 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４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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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田、楊昇儒、戴宗坤、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４ 

 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四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０人。

46.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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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 

 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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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五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４人。

4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六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１人。

50.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９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周雯華等２位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專業內部講師職能」培訓班，開訓 

 典禮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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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 

 ，訂於９月２７日結訓。

5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境外公司與OBU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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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3.本會辦理第２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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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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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溪州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本會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實務基礎」培訓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１６、２ 

 ３日，安排﹝白天班、４天、３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尤 

 芃程、林玉禎、游銅錫、張基郁、張淑敏、陳相訓、賴坤明、陳元科等８位老師擔任，有３ 

 ３人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８場「國際貿易操作人員實務初階」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日上午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秘書淑 

 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２８日開訓，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 

 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０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５、１１、１８日，安 

 排﹝白天班、３天、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呂 

 尤琴、梁淑紋、高鈺婷、林珈均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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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 

 加。

6.本會辦理「運用Excel輕鬆處理會計帳務及製作財務報表」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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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淑惠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 

 白天班、３天、２１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丘蔚興、伍耀 

 璋、桂美俊、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８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埔心廠 

 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 

 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 

 ８人參加。

10.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３、１４日，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11.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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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３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 

 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２２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啟泉電機工程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４場「如何成為主管得力助手與做好 

 自我當責管理」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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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就業平等宣導計畫～第２場「就業平等」宣導會，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溪湖鎮農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楊博勛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課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說明探討、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就 

 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及Q&A。

1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９場「商業會計法及證交法投資人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０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８日開訓，聘請靖永彬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８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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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人 

 參加。

18.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尤理事長山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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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議 

 案。

19.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９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 

 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尤理事長山泉主持，彰化縣政府林副 

 縣長田富、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張總幹事啟楷、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陳處長等 

 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 

 議案。

2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埔心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５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翰霖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

22.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柯昭德、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廖振魁、戴宗坤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１ 

 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 

 任，有６７人參加。研習課程：資遣通報與態樣分析及Q&A。

2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５場「請假及各項假別爭議～如何合 

 法規劃與預防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25.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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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人參加。

2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億鋼架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 

 聘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４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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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參加。

29.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大成棕織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８、１５日﹝白天班、３天、 

 １６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呂尤琴、高鈺婷、郭翰霖、 

 楊雁凌、林珈均、梁淑紋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６場「雙贏談判及議價技巧實戰技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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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計有２６人參加。

3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外籍移工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印尼、 

 越南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假英發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研習課程：製造業機械作業危 

 害預防暨Q&A問題研討。

3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５場「國際商用英文會議議程與簡報技巧訓練 

 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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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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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人參加。

3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６場「LinkedIn國際業務開發與經營」講習，於 

 １１１年８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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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蘇書平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36.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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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年８月１０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羅健原、陳新福、張國田、林東民、楊昇儒、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張宏棋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４４人參加。

37.本會辦理第３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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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人 

 參加。

38.本會辦理第２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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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一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40.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二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２人。

41.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2.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三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９人。

43.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３場「國際 

 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指揮手」訓練 

 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４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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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田、楊昇儒、戴宗坤、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４ 

 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四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０人。

46.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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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 

 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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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五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４人。

4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六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１人。

50.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９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周雯華等２位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專業內部講師職能」培訓班，開訓 

 典禮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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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 

 ，訂於９月２７日結訓。

5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境外公司與OBU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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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3.本會辦理第２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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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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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溪州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本會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實務基礎」培訓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１６、２ 

 ３日，安排﹝白天班、４天、３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尤 

 芃程、林玉禎、游銅錫、張基郁、張淑敏、陳相訓、賴坤明、陳元科等８位老師擔任，有３ 

 ３人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８場「國際貿易操作人員實務初階」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日上午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秘書淑 

 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２８日開訓，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 

 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０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５、１１、１８日，安 

 排﹝白天班、３天、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呂 

 尤琴、梁淑紋、高鈺婷、林珈均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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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 

 加。

6.本會辦理「運用Excel輕鬆處理會計帳務及製作財務報表」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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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淑惠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 

 白天班、３天、２１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丘蔚興、伍耀 

 璋、桂美俊、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８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埔心廠 

 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 

 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 

 ８人參加。

10.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３、１４日，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11.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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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３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 

 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２２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啟泉電機工程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４場「如何成為主管得力助手與做好 

 自我當責管理」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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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就業平等宣導計畫～第２場「就業平等」宣導會，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溪湖鎮農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楊博勛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課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說明探討、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就 

 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及Q&A。

1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９場「商業會計法及證交法投資人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０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８日開訓，聘請靖永彬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８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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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人 

 參加。

18.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尤理事長山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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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議 

 案。

19.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９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 

 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尤理事長山泉主持，彰化縣政府林副 

 縣長田富、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張總幹事啟楷、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陳處長等 

 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 

 議案。

2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埔心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５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翰霖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

22.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柯昭德、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廖振魁、戴宗坤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１ 

 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 

 任，有６７人參加。研習課程：資遣通報與態樣分析及Q&A。

2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５場「請假及各項假別爭議～如何合 

 法規劃與預防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25.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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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人參加。

2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億鋼架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 

 聘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４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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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參加。

29.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大成棕織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８、１５日﹝白天班、３天、 

 １６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呂尤琴、高鈺婷、郭翰霖、 

 楊雁凌、林珈均、梁淑紋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６場「雙贏談判及議價技巧實戰技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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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計有２６人參加。

3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外籍移工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印尼、 

 越南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假英發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研習課程：製造業機械作業危 

 害預防暨Q&A問題研討。

3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５場「國際商用英文會議議程與簡報技巧訓練 

 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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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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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人參加。

3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６場「LinkedIn國際業務開發與經營」講習，於 

 １１１年８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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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蘇書平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36.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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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年８月１０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羅健原、陳新福、張國田、林東民、楊昇儒、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張宏棋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４４人參加。

37.本會辦理第３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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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人 

 參加。

38.本會辦理第２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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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一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40.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二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２人。

41.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2.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三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９人。

43.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３場「國際 

 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指揮手」訓練 

 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４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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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田、楊昇儒、戴宗坤、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４ 

 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四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０人。

46.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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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 

 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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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五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４人。

4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六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１人。

50.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９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周雯華等２位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專業內部講師職能」培訓班，開訓 

 典禮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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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 

 ，訂於９月２７日結訓。

5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境外公司與OBU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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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3.本會辦理第２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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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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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溪州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本會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實務基礎」培訓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１６、２ 

 ３日，安排﹝白天班、４天、３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尤 

 芃程、林玉禎、游銅錫、張基郁、張淑敏、陳相訓、賴坤明、陳元科等８位老師擔任，有３ 

 ３人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８場「國際貿易操作人員實務初階」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日上午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秘書淑 

 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２８日開訓，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 

 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０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５、１１、１８日，安 

 排﹝白天班、３天、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呂 

 尤琴、梁淑紋、高鈺婷、林珈均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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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 

 加。

6.本會辦理「運用Excel輕鬆處理會計帳務及製作財務報表」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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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淑惠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 

 白天班、３天、２１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丘蔚興、伍耀 

 璋、桂美俊、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８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埔心廠 

 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 

 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 

 ８人參加。

10.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３、１４日，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11.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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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３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 

 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２２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啟泉電機工程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４場「如何成為主管得力助手與做好 

 自我當責管理」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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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就業平等宣導計畫～第２場「就業平等」宣導會，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溪湖鎮農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楊博勛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課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說明探討、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就 

 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及Q&A。

1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９場「商業會計法及證交法投資人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０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８日開訓，聘請靖永彬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８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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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人 

 參加。

18.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尤理事長山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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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議 

 案。

19.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９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 

 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尤理事長山泉主持，彰化縣政府林副 

 縣長田富、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張總幹事啟楷、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陳處長等 

 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 

 議案。

2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埔心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５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翰霖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

22.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柯昭德、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廖振魁、戴宗坤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１ 

 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 

 任，有６７人參加。研習課程：資遣通報與態樣分析及Q&A。

2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５場「請假及各項假別爭議～如何合 

 法規劃與預防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25.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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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人參加。

2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億鋼架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 

 聘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４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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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參加。

29.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大成棕織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８、１５日﹝白天班、３天、 

 １６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呂尤琴、高鈺婷、郭翰霖、 

 楊雁凌、林珈均、梁淑紋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６場「雙贏談判及議價技巧實戰技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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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計有２６人參加。

3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外籍移工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印尼、 

 越南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假英發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研習課程：製造業機械作業危 

 害預防暨Q&A問題研討。

3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５場「國際商用英文會議議程與簡報技巧訓練 

 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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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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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人參加。

3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６場「LinkedIn國際業務開發與經營」講習，於 

 １１１年８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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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蘇書平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36.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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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年８月１０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羅健原、陳新福、張國田、林東民、楊昇儒、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張宏棋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４４人參加。

37.本會辦理第３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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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人 

 參加。

38.本會辦理第２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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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一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40.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二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２人。

41.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2.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三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９人。

43.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３場「國際 

 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指揮手」訓練 

 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４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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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田、楊昇儒、戴宗坤、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４ 

 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四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０人。

46.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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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 

 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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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五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４人。

4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六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１人。

50.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９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周雯華等２位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專業內部講師職能」培訓班，開訓 

 典禮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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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 

 ，訂於９月２７日結訓。

5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境外公司與OBU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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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3.本會辦理第２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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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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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溪州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本會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實務基礎」培訓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１６、２ 

 ３日，安排﹝白天班、４天、３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尤 

 芃程、林玉禎、游銅錫、張基郁、張淑敏、陳相訓、賴坤明、陳元科等８位老師擔任，有３ 

 ３人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８場「國際貿易操作人員實務初階」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日上午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秘書淑 

 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２８日開訓，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 

 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０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５、１１、１８日，安 

 排﹝白天班、３天、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呂 

 尤琴、梁淑紋、高鈺婷、林珈均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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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 

 加。

6.本會辦理「運用Excel輕鬆處理會計帳務及製作財務報表」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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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淑惠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 

 白天班、３天、２１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丘蔚興、伍耀 

 璋、桂美俊、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８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埔心廠 

 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 

 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 

 ８人參加。

10.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３、１４日，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11.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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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３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 

 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２２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啟泉電機工程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４場「如何成為主管得力助手與做好 

 自我當責管理」講習，於１１１年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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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就業平等宣導計畫～第２場「就業平等」宣導會，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溪湖鎮農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楊博勛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課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說明探討、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就 

 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及Q&A。

1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９場「商業會計法及證交法投資人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０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８日開訓，聘請靖永彬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８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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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人 

 參加。

18.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尤理事長山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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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議 

 案。

19.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９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 

 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尤理事長山泉主持，彰化縣政府林副 

 縣長田富、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張總幹事啟楷、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陳處長等 

 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 

 議案。

2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埔心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５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翰霖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

22.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柯昭德、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廖振魁、戴宗坤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１ 

 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 

 任，有６７人參加。研習課程：資遣通報與態樣分析及Q&A。

2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５場「請假及各項假別爭議～如何合 

 法規劃與預防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25.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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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人參加。

2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億鋼架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 

 聘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４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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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參加。

29.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大成棕織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８、１５日﹝白天班、３天、 

 １６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呂尤琴、高鈺婷、郭翰霖、 

 楊雁凌、林珈均、梁淑紋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６場「雙贏談判及議價技巧實戰技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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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計有２６人參加。

3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外籍移工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印尼、 

 越南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假英發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研習課程：製造業機械作業危 

 害預防暨Q&A問題研討。

3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５場「國際商用英文會議議程與簡報技巧訓練 

 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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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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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人參加。

3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６場「LinkedIn國際業務開發與經營」講習，於 

 １１１年８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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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聘請蘇書平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36.本會辦理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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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年８月１０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羅健原、陳新福、張國田、林東民、楊昇儒、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張宏棋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４４人參加。

37.本會辦理第３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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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人 

 參加。

38.本會辦理第２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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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一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40.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二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２人。

41.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2.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三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９人。

43.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３場「國際 

 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指揮手」訓練 

 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４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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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田、楊昇儒、戴宗坤、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４ 

 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四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０人。

46.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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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人 

 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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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五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４人。

4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六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１人。

50.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９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周雯華等２位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專業內部講師職能」培訓班，開訓 

 典禮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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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 

 ，訂於９月２７日結訓。

5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境外公司與OBU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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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3.本會辦理第２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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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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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11/07/01至111/08/19，共14家

公司名稱/地址 電 話 生產產品

康喬科技有限公司

展益興業有限公司

永沛成工業社

禾振企業社

旭祥塑膠實業有限公司

志灯股份有限公司

佺立企業有限公司

正宸印刷有限公司

豐新精密有限公司

晁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源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宥維食品有限公司

旺東國際有限公司

昌海金屬企業社

電線電纜.線材加工

PCV塑膠再生粒

鎖仁

銅.不鏽鋼加工配件

金屬刀具.手工具.汽車零件

汽車零件(車灯加工)塑膠製品(汽車塑膠配件製品)

紙製品.食品墊紙

紙類印刷品生產

汽機車.自行車零件

蔬果加工(泡菜)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一般建築用砂.碎石)

食品製造業

染整.紡織品(旗幟)印刷

螺絲.螺帽.螺絲釘.金卯釘

04-7777627

04-7556321

04-7243823

04-7511685

04-7682324

04-7785251

04-8818868

04-8732121

04-8737198

04-8898777

04-8794355

04-8890038

04-8872398

04-758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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