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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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對今(4/23)日中國時報(A6)報導「資金匯回專法 恐成防洗錢漏洞」及聯合

報(A11)報導「拿國庫去貼原本就要匯回的錢」之說明（澄清稿） 
http://bit.ly/2UziS9l 

2. 
108年期房屋稅將於 108年 5月 1日開徵，繳納期限至 5月 31日 
http://bit.ly/2Uy3vxR 

3. 
財政部已發布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等 107年度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http://bit.ly/2UzqWHg 

4. 
執行業務者 e化報稅免煩惱 
http://bit.ly/2UtuuKZ 

5. 
財政部已發布稽徵機關核算 107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及費用標準 
http://bit.ly/2vjQT3c 

6. 
被繼承人死亡時，只要有遺產就要申報遺產稅 
http://bit.ly/2vhnFSu 

7. 
外僑居住者列報受扶養親屬免稅額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http://bit.ly/2vjPBFo 

《報章稅務新聞》 

1. 
房屋稅 5月開徵 稅額將創高 
http://bit.ly/2UzXQY7 

2. 
凱博觀點／在陸股權轉讓 稅務面面觀 
http://bit.ly/2Uz4g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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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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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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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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宿補助 按實售房價課稅 
http://bit.ly/2UBDyxw 

4. 
開錯的發票仍有效！ 中獎一樣可以領 
http://bit.ly/2UzYFjF 

5. 
申報股利所得 菜籃族也受惠 
http://bit.ly/2UvoqSl 

6. 
房屋稅 5月開徵 稅收創新高 
http://bit.ly/2UD4L2F 

7. 報稅新制上路 股利申報有 3大重點 
http://bit.ly/2UAeUgL 

 

1. 財政部對今(4/23)日中國時報(A6)報導「資金匯回專法 恐成防洗錢漏洞」及聯合

報(A11)報導「拿國庫去貼原本就要匯回的錢」之說明（澄清稿）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4/23】 

今日中國時報(A6)及聯合報(A11)有關資金匯回之報導，恐有誤解，財政部詳予

說明如下： 

一、為引導臺商境外資金於符合國際規範下回國投資，挹注我國產業及金融市場，

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發展，財政部在洗錢防制、促進經濟發展及維護公平三原則

下，研擬「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下稱本條例)報經行政院

於今(108)年 4 月 18 日核轉立法院審議。本條例擬訂 10%及 8%適用稅率，完成

實質投資者可退還 50%稅款，尚不致滋生過度優惠及公平性問題： 

(一)現行個人各類海外所得推計課稅之平均所得率約 51%，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

個人適用稅率 20%計算，爰訂定適用稅率為 10%；另為鼓勵個人加速將境外資金

匯回投資，對第 1 年即匯回者予以酌減按 8%稅率課徵。又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與個人基本稅額稅率同為 20%，爰定明營利事業適用本條例之稅率與個人相同。 

(二)個人及營利事業適用本條例課稅之境外資金或轉投資收益，其已依來源地稅法

規定繳納之所得稅，不得扣抵本條例之應納稅額，且該匯回之資金與依一般所

得稅制按 20%稅率課稅後即得自由運用不同，適用本條例之資金應於專戶內依規

定年限及方式管理運用，爰本條例擬訂 10%及 8%適用稅率，尚屬合宜。 

(三)本條例規定匯回之資金經經濟部核准且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實質投資者，得退還

50%稅款(即享有 4%或 5%優惠稅率)，係為引導境外資金匯回從事實質投資，促

進我國相關產業及整體經濟發展，基於本條例係屬 2 年短期租稅措施，且輔以

完善管理運用監管機制，有助引導資金用於國內投資，對我國產業及金融市場

http://bit.ly/2UBDyxw
http://bit.ly/2UzYFjF
http://bit.ly/2UvoqSl
http://bit.ly/2UD4L2F
http://bit.ly/2UAeUgL


台灣會員所 

 

3 

發展具正面影響，對租稅公平之衝擊較小。 

二、另為符合國際洗錢防制規定，本條例明定匯回之資金應符合洗錢防制法、資恐

防制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亦即本條例實務執行(包含所有審核、查核及通報作

業)，均無豁免洗錢及資恐防制相關措施，且適用本條例之資金，無論在申請適

用階段或後續管理運用階段，均受政府嚴格之審查及監管，以有效防制及嚇阻

洗錢與資恐犯罪，不致衍生洗錢疑慮： 

(一)申請適用階段：個人及營利事業向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本條例時，稽徵機關將就

適用要件進行初審，並洽受理專戶開立之銀行依洗錢及資恐防制相關規範進行

審核，前開審核均通過後，申請人始得至銀行開立「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

及將資金匯回存入該專戶；未通過審核者，不得適用本條例規定。 

(二)管理運用階段：為有效控管資金流向，並確保資金依規定運用，資金存入專戶

後，應定期將資金管理運用情形報財政部、經濟部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另如發現有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或可疑交易，將依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通報

予法務部調查局進行後續查核作業。 

財政部表示，本條例主要係為協助引導臺商匯回境外資金，於符合國際規範下

回國投資產業，部分資金也可投資金融市場，對於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將有相當助益，

也可增加民眾就業機會，該部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並加強對外宣導說

明凝聚共識，俾早日完成立法。 

 

2. 108年期房屋稅將於 108年 5月 1日開徵，繳納期限至 5月 31日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4/23】 

財政部賦稅署表示，今(108)年期房屋稅將於今年 5月 1日開徵，繳納期限至今

年 5月 31日，請納稅義務人如期繳納，以免逾期被加徵滯納金。 

該署說明，今年期開徵之房屋稅，係徵收 107年 7月 1日至今年 6月 30日之房

屋稅額。房屋稅繳款書，由直轄市及縣(市)地方稅稽徵機關填發郵寄納稅義務人。

為利稅款繳納，財政部提供多元化繳稅管道，納稅義務人可持繳款書至代收稅款金

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金或票據繳納，稅額在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下者，也可以

到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便利商店繳納；或透過自動櫃員機(ATM）、信用

卡、電話語音、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轉帳、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等方式進行繳

稅。但利用信用卡繳稅，各發卡機構是否收取服務費及收取標準，詳情請洽各發卡

機構。另外，選擇以信用卡或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稅者，可透過行動裝置或

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 APP 掃描繳款書上 QR-Code 行動條碼，免輸入銷

帳編號、繳稅金額等資料，即可辦理線上繳稅。各項繳稅作業細節可參閱繳款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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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稅說明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項下「電

子申報繳稅服務」查閱。 

該署提醒，已辦理與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約定以存款帳戶轉帳繳稅之納稅義務

人，請在帳戶內預留足額之存款，以備提兌。 

該署呼籲，納稅義務人對房屋稅繳款書所載稅額如有疑問，或尚未收到繳款書

者，請向房屋所在地之地方稅稽徵機關查詢或申請補發；亦可利用自然人/金融/工

商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及密碼登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 (網址：

https://net.tax.nat.gov.tw/)，直接線上查繳稅款；稅額在 2 萬元以下者，可於

開徵期間使用自然人/工商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及密碼，透過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

查詢列印繳納單後，直接至便利商店櫃檯繳納。 

該署進一步說明，房屋稅為直轄市、縣(市)稅，其稅課收入為地方政府主要財

源之一。地方政府之各項建設，舉凡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之教育、文化、衛生保健、

社會福利、道路、橋樑、溝渠、治安、消防等支出，均有賴房屋稅稅收支應，為促

進地方建設與繁榮，籲請納稅義務人如期繳納。 

 

3. 財政部已發布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等 107年度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2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私人辦理之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等 107

年度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業經財政部於 108 年 3 月 4 日發布，如創辦人、設立人或

實際所得人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

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該局將依財政部頒定之下列標準，計算 107 年度成本及必要

費用： 

一、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為收入之 65%。 

二、文理類（升學、語文、法商及其他）補習班：為收入之 50%。 

三、技藝類（縫紉、美容、美髮、音樂、舞蹈及其他）補習班：為收入之 50%。 

四、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為收入之 80%。 

五、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為收入之 60%。 

六、私立養護、療養院（所）：為收入之 75%。但依「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設置

之私立護理機構、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設立之機構、依「精神復健機

構設置及管理辦法」設置之精神復健機構及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設立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則為收入之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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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業務者 e化報稅免煩惱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23】 

    張建築師電話詢問：報稅時間將屆，有部分扣繳憑單尚未收到，如何申報 107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自 108 年 4 月 26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執行業務及其

他所得者持組織及團體憑證(即 XCA 憑證)即可查詢 107 年執行業務扣繳收入。另為

順應資訊數位化時代來臨，籲請多善用網路申報服務，享受「少走馬路，多用網路」

之快速便捷服務，讓申報工作更輕鬆。 

國稅局愛心小提醒，熟記三步驟，網路報稅免煩惱。 

步驟 方式 

一 
執行業務 

所得查調 

(一)查調期間：108年 4月 26日起至 5月 31日止。 

(二)查調網址：財政部稅務入口  

(https://www.etax.nat.gov.tw)。 

(三)查詢方式： 

1、自行查詢：以 XCA憑證查詢。 

2、委任查詢 

(1)授權期間：108年 4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 

(2)執行業務者以 XCA憑證授權。 

(3)代理人以其 XCA憑證查詢執行業務者扣繳收入資料。 

二 
執行業務 

所得申報 

(一)申報期間：108年 5月 1日至 108年 5月 31日止 

(二)密碼申請、軟體下載：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https://tax.nat.gov.tw) 

(三)進行電子申報後，輸入密碼上傳。 

(四)若屬上傳報表資料以外附件，例如聯合執業合約書等，仍

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書檢附。 

三 
綜合所得稅 

網路申報 

(一)申報期間：108年 5月 1日至 108年 5月 31日止。 

(二)申報軟體：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https://tax.nat.gov.tw) 

(三)使用憑證種類：自然人憑證、金融憑證、健保卡+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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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統一證號+戶口名簿戶號。 

(四)使用(一)~(三)憑證申報皆可提供下載 107年度個人所得。 

(五)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者除採『執行業務暨其他所得電子申

報系統』方式辦理執行業務所得申報外，另應將年度執行業務

之收入、費用及所得登載至『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

統』併同下載之個人所得，合計核算應納稅額。 

注意

事項 

查詢所得資料係依各憑單填發單位申報之各式憑單進行歸戶，僅為申報所得

稅時之參考，納稅義務人如有其他來源應課稅所得，仍應依法辦理申報。 

    該局另貼心表示：為讓業者即時獲取相關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稅務資訊，該局

網站已建置「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專區」，將相關資料彙整，方便瀏覽查詢，並增設

QR code(掃描連接至高雄國稅局網頁/服務園地/主題類/稅務專區/所得稅類/執行業

務及其他所得專區)，業者可利用手機或平板，輕鬆迅速的開啓該網頁，掌握正確的

報稅訊息。 

 

5. 財政部已發布稽徵機關核算 107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及費用標準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2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

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財政部頒定之收

入及費用標準，計算其當年度之收入及核定其必要費用；但經查得其確實收入資料

較標準為高者，不在此限。 

    該局同時指出，107年度執行業務收入及費用標準，各業別之收入標準與上(106)

年度相同，但為配合法令及實務需求，本次於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另增訂「法院指

定義務辯護案件之費用率為收入之 50%」、「C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收入之費用

率為收入之 96%」及修訂公益彩券甲類經銷商名稱為「公益彩券立即型彩券經銷商」；

其各業別相關收入及費用標準可至該局網站(網址 http://www.ntbk.gov.tw)/ 服務

園地/主題類/稅務專區(依稅目區分)/所得稅類/執行業務暨其他所得專區/各項收

入費用標準項下，自行下載參考。 

 

6. 被繼承人死亡時，只要有遺產就要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23】 

    民眾張先生來電詢問，其母親在 108年 2月往生，名下僅遺有 1棟老公寓、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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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萬元的定存單及 1輛機車，是否需要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時，其名下如留有財產（如土地、房屋、

存款、股票、車輛、保管箱等），不論遺產金額大小，繼承人都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

日起 6 個月內，向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遺產稅申報，可填寫紙

本申報書申報，亦可採網路申報。 

    該局特別提醒，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提供查詢

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之服務功能，繼承人可利用自然人憑證、金融憑證、「健保卡

+密碼」及查詢碼等方式查詢，如採用網路申報遺產稅者，更能透過網路申報系統直

接匯入財產資料，取代逐筆輸入之麻煩，既省時又便利。 

 

7. 外僑居住者列報受扶養親屬免稅額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4/23】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許多外僑來台工作，辦理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

經常詢問有關列報配偶、子女、父母等受扶養親屬應檢附之文件。 

    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7條及第 71條規定，凡一課稅年度在臺居留滿 183天，

屬該年度之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以下簡稱居住者），應將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

內取得之薪資、利息、股利等各類所得，及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而自境外雇主

取得之勞務報酬等總計，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辦理結算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之外僑納稅義務人，如欲申報配偶、

子女及父母等免稅額及扣除額，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核。舉例說明，

甲欲申報配偶乙及扶養親屬子女丙、丁，則須提示配偶乙之基本資料，如護照影本

或居留證影本及結婚證書影本等證明婚姻關係之文件資料；另須提供子女丙、丁之

基本資料，如護照影本或居留證影本及出生證明或戶籍證明資料;子女滿 20 歲以上

仍在學者，另須檢附教育部認可之大學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如係身心障礙者，

應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如係無謀生能力者，則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或當地政府

機關認證之文件。 

    該局提醒，外僑納稅義務人備齊扶養親屬（不包括伯、侄、孫、甥、舅等其他

親屬）之相關證明文件，又符合規定之受扶養親屬縱使未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仍可

列報其免稅額，請外僑納稅義務人注意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以維自身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