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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應如何辦理年度結餘款保留 

    張玉惠  協 理 

 

非營利組織在做資源連結時，應先考量本身執行專案規劃的條件，根據通

盤規劃並搭配本身的資源條件，以決定需要預留的資源。對於資源規劃應透過

對於資源使用的管理，以減少資源浪費的可能。 

機關團體每年度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占其基金之每年孳息

及其他各項收入之比率未達 60％，且當年度結餘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50萬元者，

如何辦理結餘款保留？ 

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下稱免稅標準）

有關支出比率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下稱機關團體）當

年度如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占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比

率未達 60%，且其結餘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50萬元者，應檢附當年度全部結餘款

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 4年內之使用計畫(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等相關資料，

向主管機關提出免受支出比率規定限制之申請。 

一、機關團體編列結餘款使用計畫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結餘款使用計畫應含計畫項目、金額及期限，使用計畫之期限以次年

度起算 4年為限，如使用計畫之運用年度跨 2個年度以上，應編列各年度計畫

金額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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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餘款使用計畫項目應具體明確，並與章程所載之設立宗旨或應辦理

業務相符；總金額應與當年度收支決算表所載全部結餘款金額相符，且應就該

金額編列具體使用計畫，不得僅就某特定專案收入編列。 

三、結餘款如作為購置不動產使用，該項不動產之用途，應與章程所載設

立宗旨或應辦理業務相符。 

四、結餘款如轉列基金（或財產總額），經主管機關核發同意函後，應向法

院辦妥財產總額變更登記，並將變更後之法人登記證書檢送稽徵機關供核。 

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者，最遲

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3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主管

機關查明同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期間合計仍以 4年為限。 

當年度結餘款若未依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

使用完竣，或其支用有不符合免稅標準相關規定者，稽徵機關應就當年度全部

結餘款依法課徵所得稅。再者，若結餘款使用計畫最後年度為 110年度，因年

度即將結束，應注意其執行情形，以免不符免稅標準規定而遭補稅。 

辦理程序： 

(一)如需辦理年度經費保留使用，應提具保留使用計畫，經董事會議通過

後，報請主管機關同意，並轉知財政部。  

(二)應辦事項： 

1.於年度決算確認經費使用情形後，年度結餘經費依行政院發布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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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8款規定，辦理年度

結餘款保留申 請，需就全部結餘款保留，不可以僅保留部分結餘款。 

2.可選擇轉納入基金(即須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或是保留至後續 4個

年度使用。(如 109年度收入，可保留於 110年至 113年度使用) 

3.應檢附文件： 

  (1)董事會議紀錄(含簽到冊)。 

  (2)年度決算書。 

  (3)保留經費使用計畫，敘明保留金額、及依年度使用計畫 

註：1.機關團體每年度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占其基金之每年

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比率未達 60％，且當年度結餘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50萬

元者，得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1

項第 8款第 2目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免受同條項款支出比率規定之限制。 

2.申請結餘經費保留案，需檢送申請書（公文）1份、年度經費收支結算

表、結餘經  費運用具體計畫書（表格）等一式 2份報主管機關辦理。 

3.結餘款使用計畫應含計畫項目、金額及期限，使用計畫之期限以次年度

起算 4年為限，如使用計畫之運用年度跨 2個年度以上，應編列各年度計畫金

額明細；保留計畫經費的合計數額需等於年度結餘款。 

4.結餘款使用計畫項目應具體明確並與章程所載之設立宗旨或應辦理之

業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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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餘款使用計畫總金額應與當年度收支決算表所載全部結餘款金額相

符。 

財團法人○○○基金會 

○○○年度結餘經費運用具體計畫書 

一、○○○年度結餘經費共計：                    （A）元。 

二、結餘經費使用計畫如下：（請於□內勾選，三種選擇：選 1或 2或 1＋2） 

□1.【轉  納  基  金】  合計                 （B） 元。 

□2.【保留至往後年度業務使用】  合計                 （C）元 

 ⊙勾選 2.者請填寫保留款使用計畫詳如下表： 

三、使用計畫 

編

號 

預支年度 計畫名稱 內容簡述 經費 備註 

 ○○○年     

 ○○○年     

 ○○○年     

總計 新臺幣○○○元整 

 

四、留用計畫說明及目標與預期效益 

編號 內容詳述 活動期間 活動地點 
參加人數 

(受益人數) 
符合捐助章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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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條第○項第○款 

     第○條第○項第○款 

★填表說明： 

 1.機關團體每年度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占其基金之每年孳
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比率未達 60％，且當年度結餘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者，得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2 目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免受同條項款支出比率
規定之限制。 

 2.申請結餘經費保留案，需檢送申請書（公文）1 份、年度經費收支結算
表、結餘經費運用具體計畫書（本表格）等一式 3份報部辦理。 

 3.結餘款使用計畫應含計畫項目、金額及期限，使用計畫之期限以次年度
起算 4年為限，如使用計畫之運用年度跨 2個年度以上，應編列各年度
計畫金額明細；保留計畫經費的合計數額需等於年度結餘款（即金額 B
＋金額 C＝金額 A）。 

 4.結餘款使用計畫項目應具體明確並與章程所載之設立宗旨或應辦理之
業務相符。 

 5.結餘款使用計畫總金額應與當年度收支決算表所載全部結餘款金額相

符。 

6.結餘經費若屬轉納基金，經本部同意後須另檢具董事會議紀錄及財產總

清冊（含存放憑證）各一式 3份報部辦理財產總額變更事宜。 

二、行政院頒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3條） 

1.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須符合下列規定，其本身之所得及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1)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

機關登記或立案。 

(2)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

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3)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團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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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

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

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4)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5)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公

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

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

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但由營利事業捐助

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之股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 

(6)主要捐贈人及其配偶及 3 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其人數不超過

全體董監事人數 1/3。 

(7)與其捐贈人及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 

(8)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

各項收入 60%。但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 

A.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 50萬元以下。 

B.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

4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9)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

經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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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除應

符合上述第(1)點至第(9)點之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

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又上述第(6)點所稱主要捐贈人，係指原始捐助人或捐

贈總額達基金總額 1/2以上之個人或營利事業。 

2. 符合上述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銷售貨物或勞

務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

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報備作業流程 編列結餘經費保留使用計畫 

(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收入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支出後之餘

額)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國稅局管制追踨使用情形。申請變更最遲應於原使

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 

法規名稱：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修正日期： 民國 102年 02月 26日 

法規類別： 行政＞財政部＞賦稅目 

第 1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訂定之。 

第 2條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一、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

案。 

二、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

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

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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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

限制。 

四、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

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

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之股

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 

六、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人數不

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 

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 

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

之六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內與

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

關查核屬實。 

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除應符合前項各款規定外，

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額達基金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個

人或營利事業；第八款但書各目所稱結餘款，指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合計數

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 

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之

情形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最遲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三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所定結餘

款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期間合計仍以該目規定之四年為限。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當年度結餘款未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前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使用完竣，或其支用有不符合本

標準相關規定之情形者，主管稽徵機關應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依法課徵所得稅。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第四項規定核發同意函時，應副知該機關或團體所在

地之主管稽徵機關。 

第 3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除銷

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

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符合前條規定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學校財團法人或私立學校法中華民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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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以下簡稱財團法人私

立學校），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但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之附屬機

構，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由該學校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擬訂使用計

畫，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洽商財政部同意，並於所得發生年度結束後三年內使用完

竣，屆期未使用部分，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第 4條 

由各級政府機關籌設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不受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八款之限制。前項所稱各級政府機關籌設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指由各級政府機關捐助成立而其所捐助之財產達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第 5條 

本標準修正發布生效日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本標準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第 6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