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暨所屬各分局、稽徵所之服務地址、電話、傳真號碼一覽表
單位
地址
財政部
(403409)
中區國稅局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68號
(360017)
苗栗分局
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玉清路386號
(350007)
竹南稽徵所
苗栗縣竹南鎮福德路135號3樓
(420213)
豐原分局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515號
(433202)
沙鹿稽徵所
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10巷1號
(423020)
東勢稽徵所
臺中市東勢區北興里正二街臨1號
(412231)臺 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
633號(一辦)
大屯稽徵所
(412004)臺 中市大里區德芳路1段
63號5、6樓(二辦)
(407663)
臺中分局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99號
(406041)
東山稽徵所
臺中市北屯區豐樂路2段168號
(403401)
民權稽徵所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68號1-2樓
(403302)
大智稽徵所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5號8~9樓
(540024)
南投分局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7號
(545202)
埔里稽徵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2段252號3、4樓
(557017)
竹山稽徵所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路106號
(500203)
彰化分局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187號
(510203)
員林稽徵所
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319號
(521055)
北斗稽徵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2段309號
(640206)
雲林分局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5號3樓
(632204)
虎尾稽徵所
雲林縣虎尾鎮光明路118號4樓
(651007)
北港稽徵所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58號

電話

傳真電話

04-23051111 04-23017062
037-320063 037-320084
037-460597 037-460600
04-25291040 04-25291030
04-26651351 04-26651347
04-25881178 04-25881175
04-24852934

04-24853134
04-2482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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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588181 04-22580939
04-24225822 04-24227358
04-23051116 04-23051159
04-22612821 04-22602987
049-2223067 049-2222057
049-2990991

049-2990909
049-2999716

049-2641914 049-2641844
04-7274325 04-7274343
04-8332100 04-8332102
04-8871204 04-8871209
05-5345573 05-5345585
05-6338571 05-6338591

臺北

05-7820249 05-7820240

北區

本局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網際網路位址：www.ntbca.gov.tw
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不宜作援引之依據
購物消費，請多利用載具儲存雲端發票

Q A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南區
高雄

國稅小幫手
111.7 中區 2,330本
10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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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 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為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
（一）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
繳制度，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的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
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並繳納稅款
的一種制度。（等到年度結算或年
度中決算申報時，此項繳納之稅款
，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如
抵繳有剩餘，並可抵繳上一年度未
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
（二）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
1. 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
時，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
2. 便利國庫資金調度。

二、有 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
報？何時申報？
（一）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
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只有營利
事業單位，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
司。
（二）申報時間自每年9月1日起至9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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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末日遇例假日，順延至下一
個上班日），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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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
算，例如採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
事業，應於3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
辦理暫繳申報。

三、暫繳申報，如因資料準備不及，可
不可以申請延期？
不可以，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
報的規定。

四、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
理暫繳申報？
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
申報：
（一）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
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
暫繳稅額，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
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
暫繳稅額者，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
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二）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
法第98條之1之規定，應由營業代
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
（三）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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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
業。（凡本年度1至6月份原核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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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小規模營利事業，嗣於7月1日
起經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也
可以免辦理暫繳申報。）
（四）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
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公有事
業。
（五）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
（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
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
（七）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
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情事，
其依所得稅法第75條規定，應辦
理當期決算申報者。
（八）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
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
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2,000元以下
者，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
稅款。
（九）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

五、 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如何
辦理申報？
（一）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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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1日起1個月內，按其上
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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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自行
繳納暫繳稅款，並填具暫繳稅額申
報書，檢附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
額抵減證明資料，一併向稽徵機關
（向申報時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
局、稽徵所或服務處）辦理暫繳申
報。
（二）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合作社或醫
療社團法人，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使用所得稅法第77條所稱藍色申
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
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當年度前6
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
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
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當
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稅額。
（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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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9條及
企業併購法第45條（104年7月8日
修正公布前第40條）規定，採合
併辦理申報者，其當年度所得稅暫
繳申報，應合併辦理；若前一年度
的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
申報規定，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
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
報者，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
應個別辦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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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
暫繳申報外，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
理暫繳申報（逾期申報及特殊會
計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
報）。

六、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
減稅額，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
？
（一）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
款，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
繳稅額外，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
本，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
（二）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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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5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條例第29條；新市鎮開發條
例第14條、第24條；都市更新條
例第70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
布前第49條）；科學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第21條（107年6月6日修正
公布前第18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第37條；發展觀光條
例第50條；企業併購法第42條（
104年7月8日修正公布前第37條）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3條；生
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5條；產業
創新條例第10條、第10條之1及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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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選擇抵減
自當年度起3年內各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規定，於每年5月份
辦理上年度結算申報時，已送請公
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
抵減稅額者，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
度暫繳申報時，可檢附指定機關核
發之證明文件、購置成本之原始憑
證影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全額抵
繳應納暫繳稅額。
（三）暫繳申報前，取得稽徵機關依廢止
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8條、獎勵
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33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0條
、電影法第7條、104年6月10日修
正公布前電影法第39條之1或生技
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110年12
月30日修正公布前第6條)及相關法
規所核發之「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
減稅額證明書」，業經稽徵機關核
定之投資抵減稅額，營利事業於辦
理暫繳申報時，可檢附證明文件及
投資抵減明細表，全額抵繳應納暫
繳稅額。
（四）公司上年度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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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5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第37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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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條例第29條、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第23條、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
、第10條之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35條選擇抵減自當年度起3年內
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規定
，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
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
統之支出，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額而未經核
定者，其尚未抵減餘額，准予抵減
本年度之暫繳稅額，惟需檢附該年
度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損益及稅額
計算表）影本及「研究與發展及人
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明細表」
或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
系統投資抵減明細表影本【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免明
細表）第A15頁、第A15-1頁、第
A15-2頁、第A15-3頁及第A14頁
】供核。
（五）符合107年2月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
第100條之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
稅額，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
（六）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67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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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試算當年度前6個月之營利事
業所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所試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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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
境外之所得、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
列報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
收益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
業分配之投資收益，於當年度法定
暫繳申報截止日前，已依所得來源
國、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
繳納之所得稅，得備妥相關證明文
件，自暫繳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
，不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而依
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
額。

七、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會
受到何種損失？
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
申報者外，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會
受到下列損失：
（一）營利事業未依第67條第1項規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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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辦理暫繳申報，或自行向國庫繳
納暫繳稅款，而於111年10月31日
以前已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
稅額者，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
止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
止，按其暫繳稅額，依各年度1月
1日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
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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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利事業逾111年10月31日仍未依
規定辦理暫繳者，除經查明當年度
1至6月份無營業額外，稽徵機關
應就營利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
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
暫繳稅額，並依各年度1月1日郵
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加計1個月之利息，一併填具暫繳
稅額核定通知書，通知該營利事業
於15日內自行繳納。

八、如何繳納暫繳稅款？
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
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便利商店
繳納，或使用自動櫃員機（ATM）、晶
片金融卡、活期存款帳戶（僅限使用工
商憑證IC卡以網路申報之案件）透過網
際網路繳納，各種繳納方式說明如下：
（一）臨櫃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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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
代收）：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
自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
所得稅暫繳電子申報系統或至財
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s://www.
etax.nat.gov.tw），列印條碼繳
款書後，持現金或支票至代收稅
款金融機構繳納。特別提醒納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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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繳款書資料有異動，即
須重新列印繳款書，不可直接於
繳款書上塗改，避免繳納資料與
繳款書之條碼內容不一致。
2. 便利商店繳納：納稅義務人於營
利事業所得稅暫繳電子申報系
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
https://www.etax.nat.gov.tw）
列印條碼繳款書後，其應自行繳
納稅額在3萬元以下者，於繳納
期限內，可至統一、全家、萊爾
富、來來（OK）等便利商店繳
納，並免負擔手續費。另人工填
寫之無條碼繳款書是無法到便利
商店繳納，請特別注意。
（二）轉帳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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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晶片金融卡繳納：納稅義務人可
利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
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
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
稅暫繳電子申報系統或登入網路
繳稅服務網站（https://paytax.
nat.gov.tw），即時扣款轉帳繳
稅。
2. 自動櫃員機繳納：納稅義務人於
繳納期限內，可持郵局或開辦自
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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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
＋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
機繳納，繳納類別代號15031，
惟每筆最高限額為200萬元，同
一帳號當日累計限額如金融機構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3. 活期存款帳戶繳納：採網路申報
案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事業
開立之活期存款帳戶，以工商憑
證IC卡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
業所得稅暫繳電子申報系統，即
時扣款轉帳繳納。
（三）逾法定繳納期限（如遇例假日則順
延）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金融
機構繳納。

九、因財務困難，如何申請分期繳納稅
款？
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
困難，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
稅款，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可於
應納稅款之繳納期間內（111年9月1日
至111年9月30日），檢附申請書及相
關證明文件，具體敘明無法一次繳清稅
款之原因及聲明同意加計利息，向管轄
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提出
申請。每筆申請分期繳納稅款案件以申

1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手冊內頁.ind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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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1次為限，分期繳納之期數，視稅款
金額而定，每期以1個月計算。應繳稅
款在新臺幣200萬元以上，稅捐稽徵機
關得要求營利事業提供相當擔保。其適
用條件如下：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繳納期間
屆滿之日前一年內，營利事業連續
4個月營業收入淨額合計較前一年
度同期減少30%以上。
（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連續4個月收入及附屬作業組織
所得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30%
以上。
（三）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
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應繳稅款。

十、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
有疑問，可向何處查詢？
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
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電話一覽表
）查詢。

※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不宜作援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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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暨所屬各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服務地址及電話號碼一覽表
機關名稱
服務地區
服務地址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
財政部北區
新竹縣、基隆市、宜蘭縣 (330221）桃園市桃園區三元街156號
國稅局
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
(220237)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48號
板橋區、樹林區、三峽區 (營所遺贈稅課、銷售稅課、服務管理課)
板橋分局
鶯歌區、土城區
(220248)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43號3樓
(綜所稅課)
三重稽徵所 三重區、蘆洲區
(241202)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75號3-9樓
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
(251201）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29之10號
淡水稽徵所
金山區、萬里區、八里區
新店區、坪林區、烏來區
新店稽徵所
(23100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6號16樓
深坑區、石碇區
瑞芳區、雙溪區、平溪區
瑞芳服務處
(224001）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42號4樓
貢寮區
(221221）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8號
汐止稽徵所 汐止區
9樓
(235208）新北市中和區安邦街18號
中和稽徵所 中和區、永和區
新莊區、泰山區、林口區 (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
新莊稽徵所
3、4樓
五股區
桃園區、蘆竹區、大園區
桃園分局
(330201）桃園市桃園區三元街150號
八德區、龜山區
(326009)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2段318號
楊梅稽徵所 楊梅區、新屋區
(320210)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28號
(營所遺贈稅股、綜所稅股、服務管理股)
中壢稽徵所 中壢區、平鎮區、觀音區
(320211)桃園市中壢區中平路115號
(銷售稅股)
大溪稽徵所 大溪區、復興區、龍潭區 (335019）桃園市大溪區公園路16號
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
(302099)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20號
竹北分局
新埔鎮、關西鎮
竹東鎮、芎林鄉、橫山鄉
竹東稽徵所 尖石鄉、北埔鄉、峨眉鄉 (310007)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28號2樓
五峰鄉、寶山鄉
(300191)新竹市北大路90之2號
(營所遺贈稅課、服務管理課)
新竹分局 東區、北區、香山區
(300191)新竹市中央路112號6樓
(綜所稅課、銷售稅課)
基隆分局 仁愛區、中山區、安樂區 (204211)基隆市安樂路2段162號
七堵稽徵所 七堵區、暖暖區
(206216)基隆市光明路21號5樓
信義稽徵所 中正區、信義區
(201012)基隆市信二路176號1、2樓
宜蘭市、頭城鎮、礁溪鄉
(260009)宜蘭市泰山路65號
宜蘭分局
員山鄉、壯圍鄉
(265001)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6號1、3、4、
羅東鎮、蘇澳鎮、冬山鄉 8樓(營所遺贈稅股、綜所稅股、服務管理股)
羅東稽徵所 五結鄉、三星鄉、大同鄉
(265001)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32號2樓
南澳鄉
(銷售稅股)
花蓮市、鳳林鎮、吉安鄉
花蓮分局 新城鄉、秀林鄉、壽豐鄉 (970010)花蓮市明禮路131號
光復鄉、豐濱鄉、萬榮鄉
玉里鎮、瑞穗鄉、富里鄉
玉里稽徵所
(981002)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52號
卓溪鄉
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
金門稽徵所
(893010)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46號
金寧鄉、烈嶼鄉、烏坵鄉
南竿鄉、北竿鄉、東引鄉
馬祖服務處
(209002)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141號2樓
莒光鄉

本局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電話號碼
(03)3396789

(02)29683569
(02)82873300
(02)26251532
(02)29182010
(02)24969641
(02)26486301
(02)2243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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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956789
(03)3396511
(03)4311851
(03)2805123
(03)4225171
(03)3900265
(03)5585700
(03)5946640

(03)5336060
(02)24331900
(02)24551242
(02)24286511
(03)9357201

(03)9546508

(03)8311860
(03)8881070

臺北

(082)323984

北區

(0836)2586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統一發票領獎新風潮 App兌獎快速又時髦

南區
高雄

111.7 北區 2,840本
10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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