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類所得稅扣繳申報規定 

※依身分類別區分： 

所得受款人 領款項目 領款金額 扣繳稅率 備註 

校內專任教職員工 固定薪資  填具配偶、受扶養親屬表 

校內專任教職員工 加班費 均以「全月給付總額」為準，由薪資

所得人自行選定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 

(須由薪資所得人填報─薪資所得受領

人免稅額申報表）或依 5%扣繳。 

 

 

 

 

 

男性員工，每月加班總時

數(合計數)不超過 46小

時之部分，得免列入所得

申報；女性員工，每月加

班總時數(合計數)不超

過 24小時之部分，得免

列入所得申報。 

本國人(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  

 

 

 

兼任鐘點費、超鐘點

費、講座鐘點費、工作

費、主持費、出席費、

生活費、引言費、評審

費、評論費、 

 

演講費、論文發表費、

論文指導費、論文審查

費、個人稿費  

20,000元以上  10%  

 

外國人

(非中華

民國境

內居住

之個人) 

居留滿 183 

天 
兼任鐘點費、講座鐘點

費、工作費、主持費、

出席費、生活費、引言

費、評審費、評論費 

 

 

 

 

   

 

應每月併同固定薪資計算，全月薪資

給付總額是否已大於行政院核定每月

基本工資 1.5 倍以下($ 31,513) 

自 99 年 1月 1日起，以「全月薪資給

付總額」按下列方式扣繳： 

1.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倍以

下($ 31,513 )者，按給付額扣取 6% 

2.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1.5倍

($ 31,513)者，按給付額扣取 18% 

3.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之員工，所領政府

發給之薪資超過 30,000 元按全月給

付額扣取 5% 

 

※106年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為

21,009 

※※ 

未滿 183天 

 
不論多寡  20%  

居留滿 183

天  

演講費、論文發表費、

論文指導費、論文審查

費、個人稿費 

20,000元以上 10% 

未滿 183天 

 

5,000元以上 20% 



※※1.請先注意當年度是否在台灣居住實際住滿 183天(中間若有離境，須扣除)，再加以區分稅率。 

2.未滿 183天者，務必請於給付款項後 3天之內，向會計室辦理結報。(※因會計室須於─業務

執行單位給付款項後 10天之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稽徵機關申報核

驗。) 

依所得類別區分： 

 

 

 

所得類別 本國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  外國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備註 

薪資所得  1.自 97年 3月 7日起，薪資所得無須再區分

是否按月給付、非固定性或兼職所得，均以

「全月給付總額」為準，由薪資所得人自行

選定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 (須由薪資所得人

填報─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報表 )或依 

5%扣繳。 

2.97年 3月 7日以後給付之薪資，就要按「全

月給付總額」辦理扣繳。 

3.薪資應扣繳稅額 (每月累計 )不超過新臺

幣 2,000元者，免予扣繳。  

自 99 年 1月 1日起，以「全月薪資給

付總額」按下列方式扣繳： 

1. 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以下($31,513 )者，按給付額扣

取 6% 

2.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31,513)者，按給付額扣取 18% 

※106年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為

$21,009 

 

加班費  1. 視同薪資所得，並併入「全月給付薪資

總額」計算扣繳稅額。 

2. 須為校內專任教職員工。  

3. 每月加班總時數(合計數)不超過 46小時

之部分，得免列入所得申報。 

 

不適用。  

租金所得  按給付額扣繳 10%。  按給付額扣繳 20%。  

權利金  按給付額扣繳 10%。(97/3/5修正)  按給付額扣繳 20%。  

競技競賽機會

中獎獎金  

按給付額扣繳 10%。(97/3/5修正)  按給付額扣繳 20%。  

執行業務所得  國內人員每次給付額不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得免予扣繳﹝須予申報﹞，每次給付額

超過新台幣 20,000元，按給付額扣取 10%。  

按給付額扣取 20%。 ◎個人稿費、

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講

演之鐘點費之收入，每次給付不超過

新台幣 5,000元者，得免予扣繳，但

應予申報。 

 

 



 

 

 

1.區分「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下列兩種人是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1.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 2.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天(含)以上者〈一課稅年度係指：01月01日

~12月 31日〉。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不屬前項所稱的個人，即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2.需檢附身分證件影本： 

所得受款人 身分證影本 (正反面) 護照影本 居留證影本 大陸人民證影本 

本國人

(中華民

國境內

居住之

個人)  

校內同仁 ˇ    

校外人士 ˇ    

外國人

(非中華

民國境

內居住

之個人 ) 

外籍人士   ˇ ˇ  

大陸人士    ˇ ˇ 

3.需填具基本資料： 

所得受款人 中文名 英文名  ID NO.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

日 
國籍 

戶籍或在台地

址 

本國人

(中華

民國境

內居住

之個

人)  

校內同仁  ˇ  
身分證字

號     ˇ 

校外人士  ˇ 
 身分證字

號  

   
ˇ 

外國人

(非中

華民國

境內居

住之個

人 ) 

外籍人士   ˇ 統一證號  ˇ ˇ ˇ ˇ 

大陸人士  

 
ˇ 統一證號  ˇ ˇ ˇ ˇ 

 

 



 

 

4.扣繳稅額報繳期限： 

所得受款人 報繳規定(依：所得稅法第九十二條)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 

各類所得稅款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 10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於每

年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

關查核；並應於二月 10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 

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核驗。 

 

5.罰責： 

法規依據 罰則 

「所得稅法」第一百

一十四條 

扣繳義務人如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處罰：一、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十

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外，並按

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之罰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不

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二、扣繳義務人已依

本法扣繳稅款，而未依第九十二條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除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外，應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萬二千五百元，

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

報或填發扣繳憑單，扣繳義務人未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應按扣繳稅額處三倍之罰

鍰。但最高不得超過四萬五千元，最低不得少於三千元。三、扣繳義務人逾第九十二條

規定期限繳納所扣稅款者，每逾二日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 

「稅捐稽徵法」第四

十二條 

代徵人或扣繳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匿報、短報、短徵或不為代徵或扣繳稅捐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代徵人或扣繳義務

人侵占已代徵或已扣繳之稅捐者，亦同。  

 

 

 

 

 

 

 



 

 

 

 

 

 

 

 

 

 

 

 

 

(十二)軍事教官兼課鐘點費不在免稅之列，應依法扣繳申報薪資所得稅款。 

 

 

 

備註：  

(一)大專校院博、碩士班研究生撰寫論文，發給指導教授之「論文指導費暨車馬費」及學校教師升等審查著作時發

給審查人員之「審查費」可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二十三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二)辦理試務人員之「試務工作費」，閱卷教授之「閱卷費」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二十四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三)演獎鐘點費與授課鐘點費之區分：  

1.鐘點費：(薪資所得 )  

 (1)業務講習會、訓練班及其他類似具有招生性質之活動。  

 (2)不論有無收費，皆須照排定之課程上課，且有固定之上課地點。  

 (3)講授課程名為專題演講(含同步翻譯者之酬勞)，因係在上課場合為之，有上課之性質者。  

2.演講費：(執行業務所得)  

聘請專家、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之專題演講，無固地之場所、無特定對向、非排定學生。  

(四)交通費與差旅費之區分：  

1.交通費：(薪資所得 )  

 屬補助費，是其在職務上取得之報酬。 

 

2.差旅費： 

為校內同仁，因公執行職務，出差前得先行申請相關程序。  

(五)教育部或田徑協會發給選手之獎助學金免稅。  

(六)運動比賽績優者獎學金與教練獎勵金免稅。  

(七)大陸地區人士來台講學及研究之定額生活費應就源扣繳；屬薪資所得，按給付總額 10%扣繳稅款。  

(八)公教人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免稅。公教人員子女教育獎學金之發給，既係以在校之學業及操行成績為一定條件，

與一般子女教育補助費性質不同，准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予以免稅。  

(九)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如以成績為條件者免稅。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如係以在校之學業及操行成績為一定條

件，可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八款規定免稅。  

(十)軍公教人員依法支領之主管職務加給免稅。  

(十一)專科以上導師之鐘點費比照特支費免稅。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兼任導師，因教學需要增發之導師費 

〈每週二小時以內鐘點費〉，可比照特支費，免納所得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