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問答集
更新時間 109.01.10

類型

項次
1

問題(Q)

回應內容(A)

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的
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政策，適度減輕中低所得家
目的為何？
庭照顧身心失能者的負擔。
資料來源：財政部

2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的法律
108 年 7 月 24 日總統公布修正所得稅法第 17 條，新
依據為何及何時開始施行？ 增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施行，納稅
義務人 109 年 5 月申報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資料來源：財政部

3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度及訂
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
定理由為何？
適用資格者，每人每年定額扣除 12 萬元，其額度比照幼
兒學前特別扣除額，以因應近年來人口結構改變，少子女
化及人口老化日趨嚴重，減輕家庭養育子女及照顧身心失
能者的負擔，同等重要，爰兩項扣除額度相同。
資料來源：財政部

稅務
問題

4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符合
須長期照顧的身心失能者，如同時領有身心障礙證
身心失能適用資格者，只能 明，除可扣除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0 萬元，並得再扣除長
擇一扣除額嗎？
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2 萬元，合計可減除 32 萬元，對於有
身心失能照護需求的家庭，提供適切的協助。
涉及稅務相關問題可撥打稅務諮詢專線 0800-000-321
資料來源：財政部

5

申報期間可以向國稅局臨櫃
向國稅局申請查詢或上網下載扣除額資料如有列示
查詢或自行上網下載列報長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者，可免檢附證明文件，如資料查詢
期照顧特別扣除額資料嗎？ 不到，但申報戶成員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的身
心失能者，於申報時應自行檢附規定的證明文件據以列報
扣除該項扣除額。
涉及稅務相關問題可撥打稅務諮詢專線 0800-000-321
資料來源：財政部

6

請問採標準扣除額者是否適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係屬特別扣除額之範圍，只要符
用?
合規定得申報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者，無論採用標準扣除
額或列舉扣除額者，均可以申報扣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涉及稅務相關問題可撥打稅務諮詢專線 0800-000-321
資料來源：財政部

資格
條件

1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
哪些人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
額之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
，自 108 年 1 月 1 日
除額?
起，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只要符合以下身心失
能資格其中 1 項，且未被所得稅法第 17 條所訂排富標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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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次

2

3

問題(Q)

身心失能者是否一定要聘僱
家庭看護或入住住宿式服務
機構才能列報長期照顧特別
扣除額？
有關長照給付及支付服務使
用者須檢附課稅年度使用指
定服務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何謂「指定服務」?

入住何種住宿式機構得列報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又排
除安養床機構之理由為何？

4

5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是否訂
定排富規定？

回應內容(A)
排除就可以適用，每人每年定額扣除新臺幣(以下同) 12
萬元。
1. 符合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者。
2. 符合長照失能等級第 2 至第 8 級，並使用長期照顧給
付及支付基準服務。
3. 入住適格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 90 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只要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
者，無論是聘僱看護、使用政府長照 2.0 給付之服務、使
用長照機構服務或由家人自行照顧，均可依規定列報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資料來源：財政部
指定服務係指使用「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
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給付及支付基準」之服務，即「長照 4 包錢」，包
含：居家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家庭托顧服務、專業
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及喘息服務。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 適格之住宿式服務機構如下：
(1) 老人福利機構(安養床除外)
(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安養
床除外)
(3) 身心障礙住宿式機構
(4) 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
(5)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6) 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2. 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 2 條有關安養機構之規
定，係以需他人照顧或無扶養義務親屬或扶養義務親
屬無扶養能力，且日常生活能自理之老人為照顧對
象，與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適用對象係須長期照顧之
身心失能者有別，故入住安養型之住宿式機構不能認
列。
資料來源：財政部
鑑於政府資源有限，為使有限資源運用於刀口上，
比照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訂定排富規定，納稅義務人辦
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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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次

6

7

問題(Q)

領有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
補助者是否可享長期照顧特
別扣除額?

請問經評估不符合聘僱外籍
家庭看護工資格者如何適用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請問在家自己照顧家人要如
何適用長期 照顧特別 扣除
額?

8

9

榮譽國民之家(養護床)及榮
總分院附設護理之家的公務
預算補助身分住民是否可申
請？

如何取得失能等級評估證明
及申請長期照顧服務？
10

回應內容(A)
期照顧特別扣除：
1. 經減除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
人或其配偶適用稅率在 20%以上。
2. 納稅義務人選擇就其申報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
28%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3. 納稅義務人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之扣除
金額（108 年度為 670 萬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係針對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
者，給予的稅賦減免，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則係針
對入住住宿式機構有實際支出的家庭給予補貼，係不同之
政策新制，符合資格者兩者皆可適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如經評估不符合聘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且未使用
長照給支付服務、或入住住宿式機構，則不符合長期照顧
特別扣除額之申報資格。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如係由家人自行在家照顧，且無使用政府補助之長
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則可洽指定醫療機構進行
專業評估，如符合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則不須實際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即可享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另108年度考量制度係首年實施，故放寬第一年取得
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之時程，身心失能者在108年度所得
稅申報期限(109年6月1日)前取得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
書，可列報108年度長照扣除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可以，只要符合下列條件，公務預算補助身分住民
也可申報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 108 年度曾入住榮譽國民之家養護床(失能、失智皆可)
或榮總分院附設護理之家(含公務預算病床)累計達 90
天(不限同一機構)。
2. 無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3 項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排富
規定情形。
資料來源：退輔會
申請長期照顧服務管道有下列 3 種:
1. 可撥打 1966 長照服務專線，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專
員會到府評估失能等級並依照顧對象之需求，量身定
做照顧計畫。
2. 親自洽詢當地之照顧管理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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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次

問題(Q)

回應內容(A)
3. 住院者如有長照需求，可於出院前由出院準備服務團
隊或照管專員與病患、家屬溝通，提供照顧資訊並直
接在醫院內評估長照服務需求，出院後就可快速取得
長照資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

證明
文件

2

申報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應
各類適用對象應檢具之證明文件如下：
檢具什麼證明文件?
1.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有效期限內之聘僱許可函影
本
2. 長照失能等級 2-8 級並使用給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
基準服務：課稅年度使用服務繳費收據影本一張（須註
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失能
等級；免部分負擔無收據者檢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
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3. 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者：課稅年度入住適格機構累計
達 90 日之繳費收據影本（須註記機構名稱、住民姓
名、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床位類型；受全額補助無
收據者檢具地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4. 在家自行照顧無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使用上述服務
需求：
(1)課稅年度至指定醫療機構進行專業評估，並符合聘僱
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課稅年度取得之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影本為證明文件
(2)符合可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特定身障項目重度(或極
重度)等級項目，或鑑定向度之一者：有效期限內之身
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
另108年度考量制度係首年實施，故放寬第一年取得
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之時程，身心失能者在108年度所得
稅申報期限(109年6月1日)前取得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
書，可列報108年度長照扣除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證明文件如 遺失該如 何處
請洽核發證明文件之單位申請補發，如聘僱許可請洽
理?
勞動部，繳費收據則請洽原服務提供單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3

證明文件未註記應具備的相
如證明文件未註記應具備的相關資訊(如：繳費收據未
關資訊該如何處理?
註記失能等級、身分證字號等)，則請洽原服務提供單位協
助重新開立，或由服務提供單位以手寫註記並加蓋單位戳
章方式補上。

4

繳費收據是需要全部使用服

因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係採定額扣除，故只要符合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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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次

問題(Q)

回應內容(A)

務的收據嗎?還是任一張即 能等級第 2 至第 8 級並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
可?
務，檢具任一項長照服務之繳費收據一張即可，不須收集
所有單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5

6

如係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
付基準而免部分負擔無繳費
收據者，或入住住宿式機構
而受有公費安置全額補助無
繳費收據者，應檢具什麼證
明文件?

失能等級第 2 至第 8 級並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
準服務、免部分負擔無收據者請洽原評估之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開立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入住住宿式機構而接受公
費安置之全額補助而無繳費收據者，請洽地方政府開立公
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何謂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收
「床位類型」係指養護型、失智型等床位分類，如
據應註記「床位類型」?
非屬老人福利機構或榮譽國民之家之住宿式服務機構，未
有床位類型之分別，則可不須註記。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7

以「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
考量部分醫院僅提供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予民眾，
為證明文件者是否一定要附 未附巴氏量表，且依 CDR 評估可聘外看者亦未進行巴氏量
上巴氏量表?
表評估，故以符合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之「病症暨失
能診斷證明」即可作為申報長照扣除額之證明文件，不須
另附巴氏量表或 CDR 量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8

有關民眾遺失繳費收據，機
如機構可協助民眾開立入住證明，內容包含應註記
構是否得以開立入住證明代 之相關資訊(含機構名稱、住民姓名、身分證字號、入住
替?
期間及床位類型)，供稅務人員進行驗證，亦可作為資格
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9

10

有關長照失能等級第 2-8 級
如係長照失能等級第 2-8 級且僅使用輔具服務者、無
且僅使用輔具服務者，其收 法出具繳費收據者，應由地方政府協助開立證明文件，並
據已送地方政府核銷，應以 載明為長照失能者使用給付及支付基準之輔具服務。
何者為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之費用
機構開立之收據仍請載明當月預計之入住期間，並
係預先收取，故無法確知當 請依個案實際入住情形登打「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管理資
月之入住期間，則應如何註 訊系統」，後續將由財政部透過資料比對驗證實際入住天
記?
數是否符合規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1

各榮總分院附設護理之家的

於 108 年度曾入住各榮總分院附設護理之家(含公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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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次

問題(Q)

回應內容(A)

住民如果沒有相關繳費收據 預算病床)之住民，由各分院提供「108 年度入住榮總分
時如何申請？
院附設護理之家證明書」，供住民及家屬申報 108 年度綜
合所得稅時使用。
資料來源：退輔會

12

聘僱
外籍
家庭
看護
工

有關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態 1. 公費養護(全部供給制)：榮家全額補助、無繳納收據之
住民，皆可提供核定公函，並註記機構名稱、住民姓名、
樣(榮民之家養護床)全額補
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及床位類型等相關資訊。
助、無繳費收據之住民，可
否由輔導會提供核定函或其 2. 自費養護(部分供給制)：榮家部分補助、無繳納收據之
住民，經核定入住事實及現況符合規定，則開立相關證
他證明文件。
明文件。
資料來源：退輔會
符合審查標準第 22 條規定
得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包
含哪些人?應檢具申報文件
為何?

適用

應檢具文件

備註

資格
聘僱外

檢附課稅年度有效之

籍家庭

聘僱許可函影本

看護工
者
在家自

1.

行照顧

家 庭 看 護 工 之 特 列條件之一者：

者，

1

符 合 可 聘 僱 外 籍 身心失能者應符合下
定 身 心 障 礙 重 度 1. 符合重度或極重度

但符合

或極重度等級項

等級特定身心障礙

聘僱外

目，或鑑定向度之

項目或鑑定向度之

籍家庭

一者：檢附有效之

一。

看護工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或 2. 經指定醫療機構專

資格者

手冊影本。

業評估結果符合下

經指定醫療機構

列情形之一：

2.

進 行 專 業 評 估 符 (3) 年齡未滿 80 歲且
合聘僱外籍家庭

有全日照護需要。

看護工資格(如右 (4) 年齡滿 80 歲以上
列情形)者：檢附

且有嚴重以上依

課稅年度內取得

賴照護需要。

之 病 症 暨 失 能 診 (5) 年齡滿 85 歲以上
斷證明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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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輕度以上依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問答集
更新時間 109.01.10

類型

項次

問題(Q)

回應內容(A)
3.

已取得本部核發

賴照護需要。

之招募許可函者： (6) 經 醫 療 專 業 診 斷
(1) 屬初次、重新或遞

巴氏量表評為 0 分

補招募者，檢附

且於 6 個月內病

108 年度有效(指

情無法改善。

招募許可函發文
日起 6 個月期間涵
括 108 年度)之招
募許可函影本。
(2) 屬 申 請 延 長 前 開
初次、重新或遞補
招募者，除檢附原
核發之招募許可
函影本外，應併同
檢附 108 年度有效
(指核准延長招募
許可函發文日起 3
個月期間涵括 108
年度)之延長招募
許可函影本。

2

3

資料來源：財政部、勞動部
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何謂可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之特定身障項目重度(或極 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22 條第 3 項，
特定身心障礙項目包含平衡機能障礙、智能障礙、植物
重度)或鑑定向度?
人、失智症、自閉症、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其他
先天缺陷、精神病、肢體障礙（限運動神經元或巴金森氏
症等二類疾病。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在此
限。）、罕見疾病（限運動神經元疾病。但曾聘僱外籍家
庭看護工者，不在此限。）、多重障礙（至少具有前十一
項身心障礙項目之一），共 12 項。鑑定向度則請參照勞動
部公告：https://reurl.cc/W4zY25。
資料來源：勞動部
因遺失聘僱(或接續聘僱)許
雇主如欲補發之聘僱許可函原係委任仲介公司辦
可函申請補發，後續相關程 理，倘雇主與仲介公司委任關係存續中，應委任仲介公司
7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問答集
更新時間 109.01.10

類型

項次

問題(Q)
序應如何辦理？

回應內容(A)
辦理；但如已與仲介公司解除委任關係，可檢附與原委任
仲介公司解除委任關係之契約書影本、併同申請表件（雇
主聘僱外國人申請書，表格代號：NAF-022-3，可至勞動
部專區下載 https://reurl.cc/M7Q8eW），自行提出申
請。
資料來源：勞動部

4

雇主檢附之解除委任關係契
解除委任關係契約書影本無固定格式範本，但須注
約書影本，有無固定格式範 意與原受委任仲介公司之解約日應在辦理申請補發許可函
本或須注意事項？
之日前完成，如有加註與外國人之解約事由，亦請一併改
以「改以自行辦理方式申請」。
資料來源：勞動部

5

雇主應如何 申請補發 許可 1. 雇主可採線上申請(網址：
https://fwapply.wda.gov.tw/efpv/wSite/Control?
函？
function=IndexPage)，(1)補發聘僱許可，申請項目
勾選為 30-3E；(2)補發接續聘僱許可，申請項目請勾
選 30-3F。
2. 雇主如自行辦理，因故無法以線上方式申請，則可填
具申請書表格代號：NAF-022-3 補發申請書，並加附
說明函改採臨櫃親送或郵寄本部以紙本方式申請。
註：勞動部受理申請外國人來臺工作業務服務時間：週一
至週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受理親自送件服
務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39 號 10 樓；電
話：02-89956000
資料來源：勞動部
雇主申請補發許可函，是否
雇主申請補發聘僱許可函或接續聘僱許可函，每件
需要繳交審查費？
應繳納 100 元整。

6

註：審查費郵政劃撥資訊。戶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聘
僱許可收費專戶，劃撥帳號：19058848。
資料來源：勞動部

7

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函申
勞動部受理聘僱外國人案件，按規定網路傳輸方式
請補發需多久?
申請，審核期間為自本部收受案件次日起 7 個工作日；採
書面送件申請者，審核期間為自本部收受案件起 12 個工
作日。
資料來源：勞動部

8

指定之醫療機構包含哪些? 1. 可至衛生福利部長照專區>最新消息>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檢具文件及評估醫院資訊
評估費用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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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問答集
更新時間 109.01.10

類型

項次

問題(Q)

回應內容(A)
(https://1966.gov.tw/LTC/cp-4108-50302201.html)查詢，包含評估醫院地址、聯絡方式、評
估費用等資料，評估費用為新台幣 300 元至 2,600 元
不等。
2. 若對於長照特別扣除額評估醫院有相關疑義或洽詢到
宅評估事宜等問題亦可洽上開醫院諮詢窗口。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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