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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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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2015年
2月6日院臺字
第1040122674

號令，訂定發
布「中小企業
增僱員工薪資
費用加成減除
辦法」 

第三十六條之二（新增） 

為因應國際經濟情勢變化，促進國內中小企業投資意願及提升國
內就業率，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
之中小企業達一定投資額，增僱一定人數之員工且提高該企業整
體薪資給付總額時，得就其每年增僱之本國籍員工所支付薪資金
額之百分之一百三十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
減除。 

中小企業於本條適用期間，不符合前項要件，自不符合要件之年
度起，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第一項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適用期間、投資額、增僱員工
之對象及人數、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
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103年5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03年6月4日總統公布施行 

 
 

•第四十條-本次新增修條文，施行日期自103.5.20起十年止。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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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子法架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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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用主體與經濟景氣指數標準。               （第二條） 

二、啟動條件及優惠適用期間。                       （第三條） 

三、申請優惠之企業應具備之資格要件。       （第四條） 

四、企業應切結聲明之事項。                           （第五條） 

五、本辦法之申請程序及期限。                       （第六條） 

六、雙重優惠之避免。                                       （第七條） 

七、取消優惠之情形。                                       （第八條） 

八、本辦法首次優惠適用期間之特別規定。   （第九條） 

九、本辦法施行日期。                                       （第十條）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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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主體 &經濟景氣指數標準  §2 

 

「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  
 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或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一百人者。  
    (參考條文：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2條) 
 

•適用主體：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之事業。但不

包括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免課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經濟景氣指數標準：指行政院主計總處按月發布之失業率連續六個月高於一定數值，

且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定之。中央主管機關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應每兩年檢討調整

之。 

說明：申請獎勵優惠之事業需屬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對象，依財政部現行規定， 

每月營業額在20萬以下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無須繳交營利事業所得稅。 

 適用主體 & 經濟景氣指數標準  §2 

要件說明（1/7）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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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2條之立法理由 

•本標準第二條現行規定原則上製造業、營 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以
資本額作為認定指標，而其他行業以營業額作為認定指標，但基於輔
導業務需要時可例外採取員工數作為認定指標。惟本標準採用「原則
、例 外」之認定方式以來，並無機關明文規定以資本額（或營業額）
或員工數作為認定之 依據，實務上各機關皆認為企業只需「兩項標準
符合其中之一」即屬中小企業。 

•此外 ，各國之認定標準以有明確規定「各項標準須同時符合」，或「
各項標準符合其中一 項」即屬中小企業者為多數，本標準現行「原則
、例外」之認定方式較為罕見。鑒於 現行認定方式造成企業規模於例
外時方採員工數認定，使其判定似不易明確，紛紛尋求主管機關認定
其是否符合中小企業資格，徒增主管機關行政成本。爰修正本標準第
二條為，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其實收資本額或經常
僱用員工數二項標準符合其中之一，除上述之其他行業，其前一年營
業額或經常僱用員工數二項標準符合其中之一，均屬本標準所稱之中
小企業，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提高認定透明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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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6條之視同中小企業有無適用？ 

 一、中小企業經輔導擴充後，其規模超過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自擴充之日 起，二年內
視同中小企業。 

 二、中小企業經輔導合併後，其規模超過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自合併之日 起，三年內
視同中小企業。   

 三、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辦理中小企業行業集中輔導，其中部 分企業超過
第二條所定基準者，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認為 有併同輔導之必要時，在集
中輔導期間內，視同中小企業。  

※增僱員工V.S以員工數認定企業規模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2條-不區分本國籍與外國籍 

本辦法第4條第1項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2條-限本國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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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之認定 

 

 本標準所稱營業額，係以認定時前一年度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其未
經核定者，以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以事業加蓋稅捐稽徵機關收件戳之最近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列之營業
收入之數額為準。  

 二、事業未取得前款之證明文件者，以最近全年度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之銷售額扣除受託代銷及非營業收入後之數額為準。  

 三、依法由稅捐稽徵機關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前一年度之營業額推定為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  

 事業於前一年度始登記設立未滿一年或當年度設立登記者，依各期已申報 之
數額換算為全年度之數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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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條件&優惠適用期間 §3 

  

 

 

 

 

 

 

 

 

•我國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時，自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連續適用二年。 

申請優惠之企業應具備之資格要件 §4 

企業態樣之限制：杜絕企業利用組織型態之轉換而並未實質增僱員工之弊端。 

資本額要求：確保經濟效益與稅式支出之衡平，依稅式支出評估結果以50萬為門檻。 

增僱員工人數：依中小企業平均就業人數，要求至少新增僱2名員工。 

企業本國籍員工平均數比較：避免企業利用裁撤原有員工再另新聘員工規避實質提升

就業率之立法目的。 

企業薪資給付總額比較：避免企業不當扣減員工薪資，降低全體員工平均薪資水準，  

   故參考日本法訂定比較薪資水準總額作為防弊門檻。 

增僱員工薪資水平：需等於或高於當年度中央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 

 

例外：因應新設公司尚在起步之特殊狀態，無須比較總體員工平均數和薪資給付總額。 

※全部要件都需符合 

要件說明（2/7） 

(經濟部104年2月16日經企字第10404600930號公告：首次優惠期間自103年5月20日至105年

5月19日止。)p.s. 本辦法設有施行期間，故末次優惠適用期間可能不足兩年（§3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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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條件&優惠適用期間 §3 

  

 

 

 

 

 

 

 

 

申請優惠之企業應具備之資格要件 §4 

企業態樣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經濟指數達一定情形之生效日起，依法完成公司或商業設立登記或增資

變更登記，不包含原企業合併、分割、轉讓、或解散而未實質增僱員工者。 

資本額之要求 

•新設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既有公司之增資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且企業淨

值應為正值。 

增僱員工人數 

•當年度自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之生效日起，增僱兩名以上本國籍員

工。 

企業總體員工平均數比較 

•當年度本國籍員工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人數較前一會計年度本國籍員工勞工保險平均月投

保人數高出兩人以上；如於會計年度中增僱未滿一年者，以該會計年度增僱後之經常僱用

員工數較增僱前之經常僱用員工數高出兩人以上。 

要件說明（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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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僱用員工數如何計算？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5 

 本標準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係以臺閩地區勞工保險機構受理事業最近十二個
月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4IV 

  第1項第4款後段所定經常僱用員工數，以該會計年度增僱時點前後之中小企
業本國籍員工每月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人數比較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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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條件&優惠適用期間 §3 

  

 

 

 

 

 

 

 

 

申請優惠之企業應具備之資格要件 §4 

企業薪資給付總額比較 

•當年度增僱本國籍員工後之整體薪資給付總額高於比較薪資水準總額；如於會計年度中增   

僱未滿一年者，其比較薪資水準總額應按增僱期間相當全年之比例計算，增僱期間不滿一

月者，以一月計算。 

•比較薪資水準總額，指前一年度薪資給付總額，加計前一年度薪資給付總額乘以基準僱用

比例之百分之三十計算之總額；所稱基準僱用比例，指當年度增僱本國籍員工人數占前一

年底總僱用人數之比例。比較薪資水準總額計算公式如下： 

前一年度薪資給付總額+ （前一年度薪資給付總額                               30%）。 

•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應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七十一條規定之範圍為準，但不包

含非本國籍員工薪資給付額之部分。 

增僱員工薪資水平 

•增僱本國籍員工之薪資相當或高於當年度中央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 

當年度增僱本國籍員工人數 

前一年度總僱用人數 

要件說明（4/7）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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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啟動條件&優惠適用期間 §3 

  

 

 

 

 

 

 

 

 

企業應切結聲明之事項  §5 

中小企業有前開任一情形者，不得申請本辦法之優惠。 

 

工作地點位於中華民國境內。 

增僱工作機會不得為部分工時或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企業非屬八大行業或人力派遣服務業。 

企業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或於三年內有欠繳已確定應納稅捐情事。 

增僱員工之行為，並非是因收購他企業之營業或財產，或是關係企業間的人員 

 流動。 

非屬惡意挖角並經主管機關處分確定或司法機關判決確定行為（民§184、公交

§19、24、營§ 10）。 

最近三年內並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經

主管機關處分確定或司法機關判決確定。 

要件說明（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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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條件&優惠適用期間 §3 

  

 

 

 

 

 

 

 

 

申請程序與期限  §6 

中小企業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相關文件，

送請公司或商業登記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加成減除營利

事業所得稅之數額。 

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中小企業依第一項規定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期限屆滿前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雙重優惠之避免  §7 
中小企業申請本辦法之優惠，其薪資費用支出，不包括政府補助款在內，且應以稅捐稽徵

機關核定數為準。 

取消優惠之情形  §8 

中小企業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通知財政部停止並追回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加成減除營利

事業所得額之優惠待遇。 
參考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之。 

要件說明（6/7）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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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條件&優惠適用期間 §3 

  

 

 

 

 

 

 

 

 

本辦法首次優惠適用期間之特別規定  §9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40條明定同法36條之2施行期間自103年5月20日起算，故 

若企業於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中央主管機關首次公告前（啟動要件）的過渡期間 

已成就要件，應讓企業能申請優惠，故本辦法第9條配合第3條第1項規定，於 

首次優惠適用期間例外排除配合本辦法有關登記、增資或增僱員工等起算時點 

規定之限制。 

 

 
 
§3Ⅰ 經濟景氣達一定情形時，除第九條情形外，自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

起連續二年內，中小企業符合本辦法規定增僱本國籍員工者，得申請適用本條

例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加成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優惠。  

§9  中央主管機關首次公告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時，優惠適用期間溯及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日起，連續適用兩年。   

要件說明（7/7）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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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1/2) 

 申請適用之積極資格要件 §4-經常僱用員工數之計算   「企業總體員工平均數比較」案例說明（條文4Ⅰ④） 

原則：比較前後會計年度本國籍員工的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人數 

例外： 將當年度以某一時點做切割，進行經常僱用員工數之比較 

 

A企業 

103年 
全年勞保月平均投保人數 

情形一：3人 

情形二：5人 

104年（員工數） 

 

1 ~ 4 月 ： 5 人 

5 ~ 9 月  ： 6 人 

1 0 ~ 1 2月： 8人 

 

全年勞保月平均投保人數：(5*4+6*5+8*3)/12=6人。 

•情形一，A企業得享有租稅優惠    （6-3>2） 

•情形二，A企業無法享有租稅優惠（6-5<2） 

為解套情形二，算式設計如下： 

1~9月經常僱用員工數 P.K 10~12月 經常僱用員工數 

(5*4+6*5)/9=   5 人(無條件捨去)        P.K    8 人 

當年度平均月投保 

人數應較前一年高 

出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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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2/2) 

 申請適用之積極資格要件 §4-經常僱用員工數之計算   「企業薪資總額給付比較」案例說明（條文4Ⅰ⑤） 

Key：以比較薪資水準總額作為比較基準，得避免低薪僱用及降低原有員工之薪資。   

          維持企業平均薪資水準。 

 

 

 
A企業 

103年度 

原有員工：5名 

薪資總額：550萬 

 

104年度 

新增員工：2名 

 

若當年度2名增僱員工增僱期間為1年，依計算公式： 

前一年度薪資給付總額+前一年度薪資給付總額(當年度增僱

本國籍員工人數÷前一年總僱用人數)  30%＝

550+550*(2/5)*30%＝616（比較薪資給付總額） 

※A企業104年度薪資給付總額不得低於：616萬 

若當年度2名增僱員工9月才到職，則按全年比例計算（增
僱期間(9月至12月)僅佔全年的3分之1）： 

550+550*(2/5)*30%*(4/12)＝572（比較薪資給付總額） 

※A企業104年度薪資給付總額不得低於：57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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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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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大綱 

背景 
•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立法研革 

 

 專題一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修正案 

 

 

專題二 

 

•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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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  立法沿革 

 

 

 

 

 

 

 

105.1.6 104.2.6 103.6.4 

•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公布第36條之2

第2~第5項規定 

行政院訂定「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
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104.12.4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子法實施檢討會議  

1.新增第2項，擴大增僱24歲以下員工   

  租稅優惠。 

2.新增第3項，增訂替基層員工加薪之 

  租稅優惠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第36條之2，
第1項規定中小企業在一定要件下增
僱員工，其薪資費用得加成30% 後
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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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  立法沿革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增訂第2項) 

Ⅰ 為因應國際經濟情勢變化，促進國內中小企業投資意願及提升國內就業率，經濟景氣指數 

達一定情形下，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之中小企業達一定投資額，增僱一定人數之員工且提 

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時，得就其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所支付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三 

十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Ⅱ  前項員工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者，得就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支付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 

十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增訂第3項員工加薪租稅優惠規定) 

Ⅲ 中小企業於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調高基層員工之平均薪資給付水準時，得就每年
非因法定基本工資調整而增加支付本國籍現職基層員工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三十限度內，
自其增加薪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因增僱員工所致增加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
前二項規定者，不得重複計入。 

修正「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訂定「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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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最新修正 

一. 修正本辦法訂定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修正增僱員工對象依年齡不同，享有不同之租稅優惠。(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修正申請優惠之中小企業應具備之資格要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修正中小企業應以切結書聲明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配合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新訂第二項，修正申請之依據及簡化受理程序
。(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 配合所得稅法，明定減除金額後之當年度課稅所得額不得為負數。(修正條
文第七條) 

七. 配合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新訂第二項，修正追回租稅優惠之依據。(修正
條文第八條) 

八. 配合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六項規定修正施行期間。(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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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4 
辦法啟動 

§2,3 
效果 

•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 
(失業率超過半年達3.78%以上) 

•經濟部公告，每次施行2年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增修重點 1/2) 

修正：新設企業僅於設立登記「第1年」

不受人數及薪資比較之限制(第4條第2項) 

申請文件 
§6 

切結聲明
事項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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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增修重點 2/2) 

增僱辦法其他增、修要點 

 

 

 

 

 

 

 

 

 

 

 

 

01 
配合現行租稅法規，增補所得稅法§24、§39條相關規定(第7條)： 

本優惠僅得減除至當年課稅所得額為零止，且依所得稅法§24

計算課稅所得額為負數者，不適用本辦法規定。 

02 
配合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第6項對施行日
期的特別規定進行修正(第10條)： 

本辦法原則上自發布日起施行至113年5月19日，
但第3條第2項(增僱24歲員工擴大優惠)及第4項(申
請資格)回溯自105年1月1日起施行。 

修法效益：降低青年失業率、鼓勵企業給予舊員工穩定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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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試算案例 1/2) 

•中小企業要申請適用增僱辦法，當年度必須(§4)： 

增資50萬(105.3.15會議決議：持續觀察本年度受理案件情形再檢討修正) 

增僱2人以上 

當年度經常僱用員工數較前一年度增加2人以上，或當年度增僱後多於增僱前2人以
上 

當年度增僱後整體薪資給付總額高於比較薪資水準總額(增僱未滿一年者，比較薪資
水準總額按相當全年比例計算) 

 

•經常僱用員工數：一定期間內的「本國籍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人數」，但不含部分工
時和定期契約員工。 

•整體薪資給付總額：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1條範圍，但不含非本國籍、部
分工時和定期契約員工的薪資。 

•比較薪資水準總額：前一年整體薪資給付總額+前一年整體薪資給付總額 × 

                                                       

                                                       

當年度增僱經常僱用員工數 

前一年度經常僱用員工數 

× 30%。於會計年度中增僱未滿一年者，應按增僱期間相當於全年     

               之比例計算。(§4Ⅰ⑤，§4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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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試算案例  2/2) 

期間 
員工/薪資費用 

5名正職員工 1名定期契約員工 2名外籍員工 

105年 年薪：100萬 年薪50萬 年薪50萬 

105年度整體薪資給付總額：500萬 

106年7~12月 5名正職員工 

 

7月時轉任為 

不定期契約員工 

2名外籍員工 

 

7月時增僱1名 

23歲正職員工 

年薪：100萬 年薪：100萬 年薪50萬 年薪：100萬 

106年整體薪資給付總額：600萬 

經常僱用員工數比較 

(增僱前v.s 增僱後) 

5名(106年1~6月勞保平均月投保人數)  v.s  7名(106年7~12月勞保平均月投保

人數) 

符合增僱後較增僱前增加2人以上 

增僱後整體薪資給付

總額需高於比較薪資

水準總額 

比較薪資水準總額：500+500×(2/5) ×30%× (1/2)=530（萬） 

106年度整體薪資給付總額為600萬，高於比較薪資水準總額530萬，符合要

件。 

加成抵減營所額之總

數額 

定期轉不定：50萬×130%＝65萬；23歲正職：50萬×150%＝75萬 

65萬+75萬＝1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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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諮詢專線：0800-589-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