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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可透過行動裝置

同步接收最新會計、稅務、公司法等訊息。 

 德光官網 https://www.tktcpa.com.tw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 cpa@tktcpa.com.tw 或德光 LINE@一對一諮詢。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官方稅務新聞》 

1. 
富豪嫁女贈豪宅當嫁妝，幸福繳稅 

https://goo.gl/UQVyRE 

2. 
透過行動支付 e指通，繳納 5月綜所稅 easy pay！ 

https://goo.gl/WLBqkK 

3. 納稅義務人除有查調之所得，有其他應稅所得仍應誠實申報 
https://goo.gl/a2VqbM 

4. 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新規定 
https://goo.gl/2WoCe3 

5. 舉發逃漏稅 應提供具體事證 
https://goo.gl/amwuo1 

6. 營業人將購買預售屋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應開立發票課徵營業稅 
https://goo.gl/18cJAe 

7. 財政部對工商界建議政府規劃自由經濟特區等意見之說明(澄清稿) 
https://goo.gl/2iQRe1 

8. 營利事業以電子方式提示帳簿資料，簡便快速享優惠 
https://goo.gl/Mkvi32 

9. 非按進銷項差額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外銷貨物不適用零稅率 
https://goo.gl/7ANHEH 

《報章稅務新聞》 

1. 綜所稅難一次繳清 加計利息分期付款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2段 172號 11樓 

TEL︰2516-7989    FAX︰2506-6189 

日期︰10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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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電子報 
〈稅務、會計及公司法令〉 
  

  T. K. TSAI & CO., CPAS 

https://www.tktcpa.com.tw/
mailto:cpa@tktcpa.com.tw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https://goo.gl/UQVyRE
https://goo.gl/WLBqkK
https://goo.gl/a2VqbM
https://goo.gl/2WoCe3
https://goo.gl/amwuo1
https://goo.gl/18cJAe
https://goo.gl/2iQRe1
https://goo.gl/Mkvi32
https://goo.gl/7ANH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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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1nChD5 

2. 
34號公報台胞境外所得從寬計稅 藝人台商風險仍高 

https://goo.gl/3iXdCm 

3. 
台幹福音陸個所稅有六年豁免期 

https://goo.gl/Vzw1Ts 

4. 
企業出讓買預售屋權利 須開含稅發票繳營業稅 

https://goo.gl/tDr9nd 

5. 
所得稅申報規定有重大變動 這四種族群都要小心 

https://goo.gl/geqrJq 

6. 報稅季省荷包 四大族群看這邊 
https://goo.gl/a5aG6K 

7. 今年報稅小確辛 小資族存股族留意稅制新規 
https://goo.gl/pP7AAK 

 

1. 富豪嫁女贈豪宅當嫁妝，幸福繳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3/15】 

高雄國稅局表示：豪門婚姻一直是大家注目的話題，父母如欲贈與價值數億的

豪宅當嫁妝，記得申報繳納贈與稅。 

該局提醒大家，父母於子女婚嫁時，除了各自享有 220萬元的贈與稅免稅額外，

還能再各自贈與子女財物 100 萬元添妝，也就是父母當年度分別各自有 320 萬元的

免稅額度，其餘部分應適用以下累進稅率申報繳稅。 

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的財物，不限銀行存款，在國人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下，

也能贈與土地及房屋；至於價值的評定方式，則依贈與時的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

定標準價格來計算。 

舉例來說，A君女兒預定於 109年元旦結婚，A君夫妻在 108年年底可先各贈與

220萬元，結婚時再各贈與 220萬元及婚嫁不計入總額各 100萬元，所以夫妻給女兒

的嫁妝總金額 1,080萬元，均可免課贈與稅。【#047】 

贈與淨額（106年 5月 12日生效之案件） 稅率 累進差額（元） 

25,000,000元以下 10% 0 

https://goo.gl/1nChD5
https://goo.gl/3iXdCm
https://goo.gl/Vzw1Ts
https://goo.gl/tDr9nd
https://goo.gl/geqrJq
https://goo.gl/a5aG6K
https://goo.gl/pP7A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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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淨額（106年 5月 12日生效之案件） 稅率 累進差額（元） 

25,000,001-50,000,000元 15% 1,250,000 

50,000,001元以上 20% 3,750,000 

提供單位：綜合規劃科 聯絡人：陳科長素珠 聯絡電話：(07)7115563 

撰稿人:洪璽羽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777 

 

2. 透過行動支付 e指通，繳納 5月綜所稅 easy pay！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3/1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即將於 108年 5月 1日開

跑，以往民眾習慣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ATM、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或委託取款轉帳

等 e化方式繳納稅款，108年繳稅工具大躍進，有結合智慧型手機的行動支付工具加

入 e化繳稅管道，進一步擴展繳稅的便利性與安全性；民眾只要下載台灣行動支付、

ezPay簡單付及 i繳費 App，載入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或使用八大銀行之行動銀行

App(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兆豐

銀行及臺灣企銀)，輸入完相關個人資料後，即時完納稅款，安全、便利、免出門。 

該局進一步表示，為推廣行動支付繳納綜所稅，凡設籍高雄市之民眾採用行動

支付工具繳納 5 月份綜合所得稅，就有機會帶走該局提供的優渥大獎，獎項豐富，

千萬不要錯過大好機會喔！【#052】 

提供單位：徵收科 聯絡人：黃翠瑩 科長 聯絡電話：(07)7115453 

撰稿人：林奕成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636 

 

3. 納稅義務人除有查調之所得，有其他應稅所得仍應誠實申報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3/1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民眾於結算申報期間，利用電子憑證查詢、下載或

向各地區國稅局及其所屬分局、稽徵所臨櫃查詢之所得資料，僅 包含扣繳義務人依

規定於同年法定申報期限前，彙報稽徵機關之各類所 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或執行業

務所得屬稿費及業別屬一般經紀人之各類 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等，均僅供申報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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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得稅時參考，如尚有其他來源有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結算申報。 

該局舉例說明，納稅義務人甲君於辦理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漏未

申報出租予「個人承租人」之土地租賃所得，因該筆所得非屬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

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範圍，並無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規定免罰之適用，

除補稅外，並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規定對甲君裁處罰鍰。 

該局進一步說明，民眾辦理結算申報時，除申報向國稅局查得課稅年度之所得

資料外，應自我審視有無未列入該所得資料清單之所得（例如財產交易所得、個人

間之租賃所得、執行業務所得、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其他非屬扣免繳憑單範圍之所

得等），並依法一併辦理申報。【#054】 

提供單位：法務二科 聯絡人：陳美琳科長 聯絡電話：(07)7165696 

撰稿人: 林宛琦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8751 

 

4. 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新規定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3/1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自 107年度起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下

稱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刪除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規定，並停止適用其原得自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之規定。 

該局說明，機關或團體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係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若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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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規定者，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於計算課稅所得額時，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先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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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餘額，始予課稅。惟因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業已修訂機關或團

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課稅，即不得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

除，以維護租稅公平。 

該局另表示，機關或團體購買股票或基金必須符合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若購買國外股票或基金，則不符合規定，全數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舉例說明，財團法人甲基金會 107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新臺幣(下同)80

萬元(包含國內上市櫃公司股利 50 萬元)，而與創設目的有關的活動支出為 120 萬

元，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 200 萬元，則甲基金會 107 年度之課稅所得額為 160 萬元

〔200萬元-(80萬元-120萬元)〕。【#055】 

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聯絡人：劉德慶科長 聯絡電話：(07)72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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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黃淑珍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48 

 

5. 舉發逃漏稅 應提供具體事證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3/1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隨著 3C產品使用普及、資訊媒體多元化，民眾常藉由

網路、電視節目及報章雜誌獲知店家營業情形，便以本身臆測或引述報章雜誌內容

及下載網路公開資訊，檢舉個人或營利事業涉嫌逃漏稅，但並未就檢舉內容提供違

章漏稅的具體事實及明確證據，稽徵機關無法進一步追查。 

該局指出，依據財政部訂定「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

第 16點規定，檢舉人以網路、報章雜誌、政府公報、廣播電視或其他一般民眾皆可

取得之各項公開資訊提出檢舉，而無違章漏稅事實及可供偵查之具體事證者，稽徵

機關應通知檢舉人限期提供具體事證，例如：交易明細、物流單據、合約書及付款

憑證等，逾期未提供，該檢舉案即無法成案。 

該局呼籲，為有效防杜逃漏懲處不法，且避免造成徵納雙方困擾，民眾在向稽

徵機關檢舉時，務必詳述逃漏稅事由，並提供具體事證，以利共同打擊不法逃漏，

維護租稅公平。【#056】 

提供單位：審查三科 聯絡人：翁明興科長 聯絡電話：(07)7161047 

撰稿人:黃雅蘭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8652 

 

6. 營業人將購買預售屋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應開立發票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3/1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將購買預售屋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所取得之收

入，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所稱之

銷售勞務，應開立應稅統一發票，並課徵營業稅。 

該局說明，營業人購買預售屋，在尚未繳清價款亦未取得預售屋產權前，將其

購屋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係為「權利讓與」，按財政部 81 年 9 月 2 日台財稅第

810824931號函釋規定，應依讓與價格（房屋及土地款）開立應稅統一發票。 

該局舉例，甲公司於 103 年間向乙建設公司預購房屋 1 戶及車位 1 位，在尚未

繳清價款亦未取得預售屋產權前，於 104 年將其預售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丙，讓

與價格 3,000萬餘元（含房屋、土地及車位），未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並漏報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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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獲後，按讓與價格核定漏開立統一發票及漏報銷售額，補徵營業稅額近 150 萬

餘元，另按營業稅法第 51 條與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就所漏稅額處 5 倍以下罰

鍰及未依法給與他人憑證金額處 5%罰鍰，擇一從重處罰。 

該局呼籲，營業人將購買預售屋之權利義務讓與他人而取得之收入，如未依法

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營業稅者，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前，請儘速依法補報繳營業稅，以免受罰而影響自身權益。 

(聯絡人：中南稽徵所段股長；電話 2506-3050分機 4250) 

 

7. 財政部對工商界建議政府規劃自由經濟特區等意見之說明(澄清稿)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3/15】 

有關工商協進會林理事長伯豐建議政府規劃自由經濟特區等意見，財政部就涉

及關務及賦稅部分澄清如下： 

一、提供便捷優惠措施，促進自由貿易港區發展 

(一)為發展全球運籌管理模式，提升國家競爭力並促進經濟發展，我國自 92年

推動設置自由貿易港區，分布地點包括六海港及一空港，其中中部地區為台中港，

南部地區為高雄港及安平港，均屬境內關外之經濟特區，區內提供自國外運入港區

內供營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等相關稅費。在通關方

面，提供貨物控管、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得實施自主管理；課稅區貨物運

入自由貿易港區視同出口，得申請減徵、免徵或退還相關稅費；港區事業之貨物進

出保稅區、課稅區，得申請以「按月彙報」方式通關；自由貿易港區免稅貨物、機

器、設備輸往課稅區進行修理、檢驗、測試、加工，得免提供稅款擔保，及委託加

工之國外貨品進口時，得於貨物卸存地完成通關後，逕運往區外廠商等通關便捷措

施，業足以降低業者之通關成本，提升產業之競爭力。 

(二)另「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29條提供類同租稅協定營業利潤免稅

優惠，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僅從事準備或輔助性質之活動，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

之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其銷售貨物（不分境內、外）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有利企業利用臺灣優越地理位置，設立物流中心即時供貨，促進我國產業

發展。 

二、提供相關租稅優惠，協助企業投資臺灣，並兼顧租稅健全 

(一)鼓勵臺商匯回資金實質投資 

為因應臺商海外資金回臺投資需求，財政部與相關部會刻研議提供海外回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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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特別租稅措施，將從遵循洗錢防制國際規範，不影響亞太防制洗錢組織評鑑結果；

資金應導向實質投資，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及避免引發國內廠商課稅公平

性爭議等 3大原則，審慎研議相關課稅事宜。 

(二)協助留攬國外優秀人才 

為引進國外高階優秀人才，「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9條規定，符合一

定條件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來臺工作並成為我國居住者且薪資所得超過新臺

幣(下同)300 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 3 年期間，其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部分半數免

稅，且其海外所得無須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課徵個人基本稅額，提供租稅優惠，

以協助企業轉型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 

 (三)鼓勵加速產業智慧升級轉型、持續優化產業創新環境 

財政部與經濟部刻規劃於「產業創新條例」，提供企業購置智慧機械及 5G 系統

投資抵減、研發支出投資抵減、智慧財產權入股緩課、創作人配獲學研機構股票緩

課、員工獎酬緩課採孰低課稅優惠、放寬有限合夥創投事業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適

用要件及個人天使投資人等租稅優惠措施。另為進一步鼓勵企業將保留盈餘進行實

質投資，以提升經濟動能，刻研議提供企業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部分，可列

為未分配盈餘計算之減除項目，免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 

三、推動所得稅優化稅制，大幅縮小內外資股利所得稅負差距 

107 年起實施股利所得課稅新制，搭配適度提高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為 20%與外資

股利扣繳率為 21%，內資企業主要投資人股利所得兩階段之最高總稅負由 49.68%調

降為 42.4%，外資股利所得總稅負則由 33.6%提高為 36.8%，內外資稅負差距由 16.08%

大幅降低為 5.6%，倘再考量在免稅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外國法人進行租稅規避

須負擔之避稅成本及稅務風險成本，新制下，內、外資股東股利所得稅負尚屬衡平，

有助提高投資意願，大幅降低利用假外資規避稅負誘因，並同時兼顧租稅公平。 

四、配合國際趨勢及我國國情，適時檢討貨物稅課稅項目 

我國貨物稅課稅項目有橡膠輪胎、水泥、飲料品、平板玻璃、油氣、電器及車輛 7

類，主要係對影響健康（如含糖飲料品）、耗用能源（如油氣、冷暖氣機）及矯正外

部不利益（如水泥、橡膠輪胎、汽機車）之貨物課稅，尚符國際間對是類性質貨物

課稅之趨勢。另貨物稅總收入之 10％由中央統籌分配給地方，宜就整體稅制通盤考

量、整體評估，財政部業將貨物稅課稅項目之檢討，列為研議能源稅之配套措施，

並將賡續參酌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之政策擬議，配合我國減碳路徑、非租稅工

具運用成效及國內外經濟情勢，持續聽取各方意見，蒐集國外相關課稅經驗，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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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公平並創造友善租稅環境。至印花稅為 100%直轄市及縣(市)稅，是地方政府重

要財源，在目前財政不寬裕且無替代財源之際，尚不宜廢止印花稅，以免影響地方

施政。 

財政部說明，自由經濟特區或其他經濟特區之理念，係在鬆綁相關法令，俾促進人

流、物流及金流流動。考量我國已設立自由貿易港區且相關法令規範及運作機制甚

為完善，建議在現行基礎下，賡續推動該區發展多元營運模式，創造高附加價值產

業，以促進經濟發展。 

另近年國際組織對相關國家租稅優惠制度進行檢視，各國運用租稅工具之態度漸趨

保守，歐盟日前更新「稅務不合作國家名單」，我國甫自觀察名單中除名，未來提供

之相關租稅優惠應符合國際檢視標準，以避免構成有害租稅慣例，致被國際組織列

入稅務不合作名單，影響國家競爭力。 

新聞稿聯絡人：劉科長旭峯(財政部賦稅署) 

              魏科長明憲(財政部關務署) 

聯絡電話：2322-7556 

            2550-5500#2724 

 

8. 營利事業以電子方式提示帳簿資料，簡便快速享優惠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3/18】 

為提升電子化服務效能，減少徵納雙方依從成本，並落實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鼓勵營利事業多多利用網路平臺上傳或媒體遞送帳簿資料電子

檔，除了省時、便捷外，還可適用多項獎勵措施。 

該分局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除了會計師簽證申報案件、機關或團

體申報案件、決算申報案件及清算申報案件等 4 種類別的申報案件無法適用以網路

或媒體遞送帳簿資料電子檔案外，其餘類型的申報案件，如經國稅局調帳查核時，

均可利用電子方式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案。 

國稅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如於稽徵機關所定提示帳簿資料期間或核准展延

期間內，以網路或媒體方式提示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案者，可適用下列獎勵措施: 

一、除經審核有異常項目者外，免再提示憑證供核。 

二、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其後 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得以書面審

核，免列入選案查核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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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稽徵機關查獲當年度短漏報所得稅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10萬元，或短漏報

課稅所得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率不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

捐，並繳清稅款及罰鍰者。 

(二)當年度經稽徵機關調整全年所得額未達新臺幣 100萬元者。 

(三)其後 2年度未經人檢舉或未涉嫌違章短漏報所得額情事者。 

三、得由各地區國稅局指定專人協助解決或指導有關稅務法令及實務問題。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 路徑：首頁>非個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帳簿上傳)

下載營利事業電子帳簿上傳系統，帳簿資料電子檔經軟體審核無誤後，即可以網路

上傳或另燒錄於光碟送交國稅局，簡便又快速。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可撥

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國稅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課方課長  08-7311166轉 100 

 

9. 非按進銷項差額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外銷貨物不適用零稅率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3/18】 

營業人外銷貨物，一般可向國稅局申報銷售額適用零稅率，退還可扣抵之進項

稅額，但並不是所有營業人外銷貨物都可適用零稅率。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

所表示，營業人必須是屬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按進、銷項差

額課徵營業稅者，其外銷貨物才可適用零稅率。 

國稅局進一步指出，小規模營業人外銷貨物收入或保險業承受國外保險業分保

之再保費收入，因小規模營業人及保險業均非屬前揭規定之營業人，所以不能按同

法第 7條規定適用零稅率。 

舉例來說，甲服飾店是查定課徵營業稅之小規模營業人，於 108 年 1 月外銷出

口 8 萬元服飾，因該店非屬按進、銷項差額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故該店 108 年 1

月外銷取得 8萬元收入，不能向國稅局主張適用零稅率申報退稅。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股許淑貞  06-7230284轉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