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運動產業發
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現 行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運動產業發
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營利事業：指公營、私營
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
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
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
他組織方式之工、商、
農、林、漁、牧、礦冶等
營利事業。
二、體育團體：
(一)國民體育法第三條
第一款所定之體育
團體。
(二)以推展體育為宗旨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營利事業：指公營、私營
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
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
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
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
林、漁、牧、礦、冶等營
利事業。
二、體育團體：指以體育推展
為宗旨而依人民團體法
設立之非營利性社會團
體。
三、運動事業：指從事運動產

說
明
一、本條未修正。
二、依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修正公布運動產業發
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六條規定「(第一
項)營利事業合於下列之
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三
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以費用
列支，不受金額限制：一、
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
育團體。二、培養支援運
動團隊或運動員。三、推
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
活動。四、捐贈政府機關
及各級學校興設運動場館
設施或運動器材用品。
五、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
動賽事門 票，並經由學校
或非營利性之團體捐贈學
生或弱勢團體。(第二項)
前項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財政部定之。」
，其中原
第二項所定「主管機關」
已修正為「中央主管機
關」
，爰併配合修正本辦法
各條條文。
一、第一款所定營利事業，依
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營利事業係指公
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
營利為目的，具備營業牌
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
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
工、商、農、林、漁、牧、
礦冶等營利事業。」及有
限合夥法之對象，爰配合
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依本條例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本條例所稱
體育團體，指以體育推展

之財團法人。
(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
三、運動團隊：指依法成立之
組織或團體，組成經常性
從事體育運動訓練之運
動隊伍。
四、運動員：指經教育部（以
下簡稱本部）認可持續接
受運動訓練之選手，且參
加下列運動賽事之一者：
（一）國 際 綜 合 性 運 動
會。
（二）國 際 單 項 運 動 錦
標賽（包括公開
賽、巡迴賽、大獎
賽、排名賽或經典
賽）。
（三）全 國 綜 合 性 運 動
會。
（四）全 國 性 單 項 運 動
錦標賽最優級組。
（五）經 本 部 核 定 辦 理
之學生聯賽最優
級別或組別。
（六）職 業 運 動 聯 盟 主
辦之職業比賽。
五、國際綜合性運動會：指下
列運動賽事之一者：
（一）第一類賽事：奧林
匹克運動會、帕拉
林匹克運動會、亞
洲運動會、亞洲帕
拉林匹克運動
會、世界大學運動
會及青年奧林匹
克運動會。
（二）第二類賽事：世界
運動會、達福林匹
克運動會、亞洲室
內及武藝運動
會、亞洲沙灘運動
會、亞洲青年運動
會及東亞青年運
動會。
（三）第三類賽事：經本

業之法人、合夥、獨資
或個人。
四、國際綜合性運動會：指由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
下簡稱中華奧會）、中華
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
會、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
運動協會、中華民國智障
者體育運動協會、中華民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
下簡稱大專體總）或中華
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總會（以下簡稱高中體
總）所代表國家組團參加
之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
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東
亞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
動會、聽障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特殊奧林匹克運動
會、亞洲帕拉運動會、亞
太地區聽障者運動會、世
界大學運動會、青年奧林
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
動會、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或亞洲新興綜合性運動
會。
五、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指
下列運動賽事之一者：
（一）經中華奧會承認或
認可加入國際體育
組織之我國單項體
育團體（以下簡稱單
項協會），其依據國
際體育組織之規定
參加世界及亞洲單
項運動錦標賽。
（二）由大專體總組隊參
加國際大學運動總
會主辦之世界大學
單項運動錦標賽。
（三）由高中體總組隊參
加國際學校體育總
會主辦之世界中學
生單項運動錦標
賽。
（四）由中華民國殘障體

為宗旨，依法設立之非營
利性組織。」
，考量「非營
利性組織」不甚明確，又
配合實務運作，舉辦運動
賽事或活動者，多為以推
展體育為宗旨之財團法
人、非營利性社團及中華
奧林匹克委員會，爰併參
考國民體育法第三條第一
款規定，分目明定本辦法
所稱之體育團體之定義。
三、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本條例所稱運動事業，
指從事運動產業之法人、
合夥、獨資或個人。」
，現
行條文第三款無重複訂定
之必要，爰予刪除。
四、鑒於現行條文第八款及第
九款屬運動團隊及運動員
之定義，而現行條文第四
款至第七款係規範運動員
所參加各種運動賽事之規
定，為利明確及符合體
例，爰將現行條文第八款
及第九款移列為第三款及
第四款，其餘款次順移。
五、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六、第四款，明定運動員係指
經本部認可持續接受運動
訓練且參加各目之運動賽
事為目標；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另第六目所定職業
運動聯盟，依我國目前職
業運動實務執行現況，職
業運動聯盟僅有中華職業
棒球大聯盟。
七、第五款，參照重點國際運
動賽事擇定及協助作業辦
法第三條之規定，分目明
定國際綜合性運動會共分
三類賽事；又由何者組團
參加並非運動賽事定義之
必要條件，爰配合刪除。
八、第六款，參照大型運動設
施範圍及認定標準第五條
第二款規定「國際單項運

部公告之其他綜
合賽事。
六、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指
國際單項運動組織認可
之各該世界、亞洲正式單
項運動錦標賽。
七、全國綜合性運動會：指全
國運動會、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
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
八、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
最優級組：指經本部備
查，且由各特定體育團體
所辦理全國性單項運動
錦標賽之最優級別或組
別。
九、非營利性之團體：指合
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
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法
令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
為限。
十、弱勢團體：指依法設立
或登記專門協助身心障
礙者、原住民及其他弱勢
族群團體。

育運動總會、中華
民國聽障者體育運
動協會及中華民國
智障者體育運動協
會參加國際身心障
礙運動總會主辦之
世界身心障礙運動
錦標賽。
六、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
最優級組：指經體育主管
機關核備（查）而由各該
單項協會所辦理全國性
單項運動錦標賽之最優
級別或組別。
七、全國綜合性運動會：指全
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或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八、運動團隊：指依法成立之
組織或團體組成經常性
從事體育運動訓練之運
動隊伍。
九、運動員，指為從事體育運
動競賽之現役運動選手
且參加下列運動賽事之
一者：
(一)國際綜合性運動會。
(二)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
（含公開賽、巡迴
賽、大獎賽、排名賽
或經典賽）。
(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
(四)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
賽最優級組。
(五)經教育部核定辦理之
學生聯賽（限最優級
別或組別）。
(六)職業運動聯盟主辦之
職業比賽。
十、非營利性之團體：指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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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

動錦標賽：指國際單項運
動組織認可各該世界、亞
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
賽」
，爰修正明定國際單項
運動錦標賽之範圍，又由
何者組團參加並非運動賽
事定義之必要條件，爰配
合刪除。
九、第七款，酌作文字修正。
十、修正條文第八款依國民體
育法第三條第二款明定特
定體育團體「指具國際體
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
國性體育團體」
，為明確所
辦理之對象，爰修正「各
該單項協會」為「特定體
育團體」
；另實務運作上，
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最
優級組，係參考所屬國際
組織訂定相關競賽規程，
並依該賽事之選手參賽資
格及競技強度最高者。
十一、第九款所稱非營利性之
團體係指依各該法令
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
者，爰增列「目的事
業」，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十二、第十款由現行第十一款
移列，內容未修正。

第三條 營利事業對經政府登
記有案符合前條第二款規定
體育團體所為之捐贈，得依
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以費用列支。
第四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
員，以符合下列規定者為
限，得以費用列支：
一、選手營養費。
二、教練指導費。
三、課業輔導費。
四、運動科學支援費。
五、運動防護費。
六、訓練器材裝備費。
七、參賽報名費。
八、移地訓練費。
九、選手零用金。
十、參賽旅運費。

第五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
活動，以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為限，得以費用列支：
一、成立運動團隊且定期舉
辦活動。
二、舉辦員工運動會或體育
活動。
第六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
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動器材
用品，以符合下列規定者為
限，得以費用列支：
一、室內、外運動場館。
二、練習場及運動器材設備

限。
十一、弱勢團體：指依法設立
或登記專門協助身心
障礙者、原住民及其他
弱勢族群團體。
第三條 營利事業對經政府登
記有案符合第二條規定體育
團體所為之捐贈，得依本條
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以費用列支。
第四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
所為之捐贈，得以費用列
支，並以教練選手營養費、
教練指導費、課業輔導費、
運動科學支援費、運動傷害
防護費、訓練器材裝備費、
參賽報名費、移地訓練費、
選手零用金及參賽旅運費等
費用為限。

第五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
活動所為之捐贈，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得以費用列
支：
一、成立運動團隊且定期舉
辦活動。
二、舉辦員工運動會或體育
活動。
第六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
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動器材
用品者，以室內外運動場
館、練習場及運動器材設備
用品為限，得以費用列支。

配合第二條第二款之修正，明
定營利事業對符合第二條第二
款規定之體育團體為捐贈時，
得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以費用列支。
一、 為利明確，明定營利事業
培養運動團隊或運動員之
費用，以各款所定費用項
目為限，得以費用列支。
二、 第一款，現行條文第四條
所定「教練選手營養費」，
經審酌使用對象及用途應
為「選手營養費」
，爰刪除
「教練」二字。
三、 第五款，配合本部其他法
規之體例，將「運動傷害
防護費」修正為「運動防
護費」。
四、 第 九 款 所 定 「 選 手 零 用
金」
，其意旨為支援運動員
參與國際運動賽事之選
拔、培訓及參賽過程之生
活費用。
配合第四條之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為利明確，爰明定營利事業捐
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設運
動場館設施或運動器材用品
者，以各款所定事項為限，得
以費用列支，並酌作文字修正。

用品。
第七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
門票，經由學校或非營利性
之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者，以購買運動賽事種類性
質報經本部同意者為限，得
以費用列支。

第八條 營利事業依第三條至
前條規定之支出，其相關之
交易或捐贈行為，有所得稅
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及營利事
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
查核準則所定不合常規交易
者，不得依本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認列費用。
第九條 營利事業捐贈符合第
三條、第四條有關培養支援
運動團隊、第五條或第六條
規定，並列為當年度費用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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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營利事業
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其數額。

第七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
門票，經由學校或非營利性
之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之費用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得以費用列支：
一、於我國舉辦且對外公開
並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備（查）之運動賽事。
二、運動賽事門票經由學校
或非營利性之團體轉送學
生或弱勢團體。

第八條 營利事業依第三條至
第七條規定之支出，其相關
之交易或捐贈行為如有所得
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及營利
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
價查核準則所定不合常規交
易之情形，不得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認列費
用。
第九條 營利事業捐贈符合第
三條、第四條有關培養支援
運動團隊、第五條或第六條
規定，並列為當年度費用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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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營利事業所
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
數額。

一、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購買於國
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
並經由學校或非營利性之
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
體」，已明定得以費用列
支，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
款及第二款。
二、為確保營利事業捐贈門票
之運動賽事為學生或弱勢
團體所適宜觀賞，爰明定
營利事業應於購買捐贈門
票賽事，並經由學校或非
營利性之團體捐贈學生或
弱勢團體者，並應報本部
同意其運動賽事種類及性
質，始得作為費用列支，
以健全稅務運作，並便利
稅捐稽徵機關稽查。
酌作文字修正。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營利事業捐贈符合第
四條有關培養支援運動員或
第七條規定，並列為當年度
費用者，應於各該捐贈支出
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
依下列規定，檢附申請書及
文件，向本部申請核發捐贈
證明文件，逾期應予駁回：
一、第四條有關培養支援運
動員之相關證明文件及
其他經本部所定應檢附
之文件。
二、第七條購買國內所舉辦
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
學校或非營利性之團體
捐贈予學生或弱勢團體
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他
本部所定應檢附之文
件。
前項證明文件，由本部
審查認定後核發，並副知營
利事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
關。
第十一條 前條營利事業應於
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
報，並檢附本部核發之證明
文件、支出憑證及相關資
料，由營利事業所在地之稅
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接受捐贈
或核轉捐贈之學校、機關、
團體、運動事業，應妥善管
理及運用捐贈款，並將核轉
捐贈之對象姓名、受贈金
額、日期、指定捐贈項目及
辦理情形，於捐贈、舉辦或
核轉後三十日內以網際網路
或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第十三條 本部應將本辦法所
定各項捐贈款運用情形等相
關資訊，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式公告。但有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應
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性質

第十條 營利事業捐贈符合第
四條有關培養支援運動員或
第七條規定，並列為當年度
費用者，應於各該捐贈支出
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
依下列規定，檢附申請書及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捐贈證明文件，逾期應予駁
回：
一、第四條有關培養支援運
動員之相關證明文件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應
檢附之文件。
二、第七條購買國內所舉辦
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
學校或非營利性之團體
捐贈予學生或弱勢團體
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他
主管機關所定應檢附之
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由主管
機關審查認定後核發，並副
知營利事業所在地之稅捐稽
徵機關。
第十一條 前條營利事業應於
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
報，並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支出憑證及相關
資料，由營利事業所在地之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接受捐贈
或核轉捐贈之學校、機關、
團體、運動事業，應妥善管
理及運用捐贈款，並將核轉
捐贈之對象姓名、受贈金
額、日期、指定捐贈項目及
辦理情形，於捐贈、舉辦或
核轉後三十日內以網際網路
或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應將本辦
法所定各項捐贈及捐款運用
情形等相關資訊以適當方式
公告。但其有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
開或不予提供性質者，不在

一、配 合 本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中
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為免混淆，
爰於第一項增列明定應向
本部申請證明文件。
二、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之修
正，將「主管機關」修正
為「本部」。

配合第十條之修正，將所定「主
管機關」修正為「本部」
；其餘
酌作文字修正。

本條未修正。

依本條例第二條規定，本辦法
之中央主管機關為本部，爰配
合修正，並酌作文字修正。

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此限。
第十四條
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本條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