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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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繳稅取款委託書轉帳納稅，請預留足額存款，以供提兌完成繳稅！ 

http://bit.ly/2GYPcyK 

2. 
利用存款帳戶辦理轉帳退稅省時又便利 

http://bit.ly/2GYMkSB 

3. 
稅務申辦案件應備之文件可在線上快速查閱。 

http://bit.ly/2GZvIdy 

4. 
無法一次繳清綜合所得稅自繳稅款，如何申請分期繳納 

http://bit.ly/2GXnm62 

5. 
個人健康檢查費用須與醫療有關始可列為綜合所得稅醫藥費之列舉扣除額

http://bit.ly/2GY3Je4 

6. 
所得年度無婚姻關係者，不得列報配偶免稅額及相關扣除額 

http://bit.ly/2UYu8MP 

7.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繳稅方式說明 

http://bit.ly/2UWJlxZ 

《報章稅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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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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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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i8206j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http://bit.ly/2GYPcyK
http://bit.ly/2GYMkSB
http://bit.ly/2GZvIdy
http://bit.ly/2GXnm62
http://bit.ly/2GY3Je4
http://bit.ly/2UYu8MP
http://bit.ly/2UWJl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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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市釋都更稅捐減免利多 內政部樂觀其成 
http://bit.ly/2V3lbl7  

2. 
首報族不求人報稅 3分鐘一次看懂 

http://bit.ly/2UZE6NR 

3. 
北市推都更稅賦優惠 房仲：可增參與意願 

http://bit.ly/2UVc5XH 

4. 
北市祭房屋稅減免拉長 專家：土增稅恐吃掉房價增值 

http://bit.ly/2UZZYso 

5. 
網紅經濟當道 兼職收入統統要申報 

http://bit.ly/2H4DeE8 

6. 
勞退自提免稅 高薪族爭相加入  

http://bit.ly/2H2afR1 

 

1. 採繳稅取款委託書轉帳納稅，請預留足額存款，以供提兌完成繳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5/03】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已經開始了，國稅局常常接獲民眾來電詢問使用繳稅取款委託

書繳納之稅款，國稅局會在什麼時候提領呢？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107年度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第 1批轉帳扣款，將於 108年 6月 12日零時起提兌，請民眾自行檢

視結算申報填報扣款之帳戶餘額，是否大於應自行繳納稅額，如有不足，並應於 6

月 11日前補足，以免存款不足，除須補繳稅款外，還會被加計利息，使得轉帳繳稅

的便利性大打折扣。 

為了讓民眾順利以繳稅取款委託書完成申報及繳稅程序，避免稅款因提兌不成功而

須另行加計利息補繳稅款，該局貼心整理了繳稅取款委託書兌領不成功的 4種型態，

提醒民眾注意： 

一、存款不足：帳戶餘額低於應自行繳納稅額。 

二、身分證字號錯誤：非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之帳戶繳納，於存款人身分證統一編

號欄位，誤填為納稅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帳號錯誤：金融機構代號或帳號填寫錯誤。 

四、帳號結清銷戶：帳號已結清。 

國稅局進一步說明，提兌不成功或扣款不足額之案件，國稅局將填發繳款書通知納

稅人限期繳納，並自結算申報截止之次日起至繳納補徵稅款之日止，依 108年 1月 1

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1.04%）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若逾期繳

納稅款，每逾 2日須按應納稅額加徵 1%滯納金，逾限繳日 30日仍未繳納，將移送強

制執行，因此籲請民眾留意，以維自身權益。 
 

2. 利用存款帳戶辦理轉帳退稅省時又便利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5/03】 

http://bit.ly/2V3lbl7
http://bit.ly/2UZE6NR
http://bit.ly/2UVc5XH
http://bit.ly/2UZZYso
http://bit.ly/2H4DeE8
http://bit.ly/2H2af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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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表示，外僑於 108年 5月 31日前完成 107年度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者，如申報有應退稅額者，可利用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其

中一人以其外僑統一證號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於參與金融資訊服務系統連線之金

融機構及郵政機關開立之新台幣存款帳戶辦理轉帳退稅，國稅局會直接將退稅款撥

入申報時指定之存款帳戶，不僅可快速取得退稅款，亦可節省前往銀行提兌時間，

安全又便捷，請多加利用。 

 

該分局同時提醒納稅義務人，如無法將退稅款存入指定存款帳戶，國稅局將另行寄

發通知，填發退稅支票，不會以電話通知納稅義務人至自動提款機前操作兌領退稅

款。 

如對上述說明有任何問題，請利用該分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

將竭誠為您服務。 
 

3. 稅務申辦案件應備之文件可在線上快速查閱。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5/03】 

    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統計近來民眾來電詢問資料，發現洽詢營業稅稅籍登記應

備文件問題高居首位，該分局特別設計一次告知單置於網頁並提供 QR-Code 碼供民

眾快速連結下載運用(附表一)。 

  另外，高居排行榜第 2名的，是詢問遺產及贈與稅的申報流程及應檢附文件相

關問題，該分局也特別於網頁開設「國稅夯議題－遺贈ｅ化服務專區」，提供財產繼

承流程圖、遺贈稅網路申報懶人包、應檢附文件及相關資訊 e連結等 e化服務資訊，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4. 無法一次繳清綜合所得稅自繳稅款，如何申請分期繳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5/03】 

    納稅義務人高先生詢問，無法一次繳清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

可不可以申請分期繳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含合併申報之配偶)因客觀事實致發生財

務困難，無法一次繳清稅款時，得檢附綜合所得稅分期繳納稅款申請書、結算申報

書影本(或網路申報收執聯)及相關證明文件，說明無法一次繳清稅款原因並聲明同

意加計利息，於 108年 5月 31日前向稽徵機關申請分期繳納。 

申請分期之適用對象及條件為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含合併申報之配偶)，於應納

稅款繳納期間屆滿之日前一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台灣會員所 

 

4 

一、依就業保險法領取失業給付。 

二、依就業保險法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依內政部訂定「工作所得補助方案」領取工作所得補助金。 

四、依衛生福利部訂定「馬上關懷急難救助作業要點」領取關懷救助金。 

五、無薪休假日占當月原應工作日二分之一以上之月份達 2個月。 

六、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綜合所得稅應納稅款，

經查明屬實；其應納稅款在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者，並應聲明同意提供相當擔保。 

另外，申請分期案件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並按金額審酌得分期期數後，每期以 1個

月計算，並自該應納稅款原定繳納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

依原定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 

【相關書表下載途徑】 

綜合所得稅分期繳納稅款申請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首頁/服務園地/ 

申辦書表/書表及範例下載/稅目書表(連結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綜合所 

得稅/綜合所得稅分期繳納稅款申請書。 

提供擔保品申請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首頁/服務園地/申辦書表/書 

表及範例下載/稅目書表(連結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稅務行政/提供擔 

保品申請書。 

5. 個人健康檢查費用須與醫療有關始可列為綜合所得稅醫藥費之列舉扣除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5/03】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常有民眾詢問自行至醫院做健康檢查之費用可不可以列報

為綜合所得稅的醫藥費列舉扣除額？ 

該局說明，納稅義務人為瞭解自己身體狀況所做之健康檢查費，與醫療行為無關，

不可於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醫藥費項下列舉扣除。惟若係經醫生建議所為需要進一步

醫療檢查及檢驗，所支付之費用得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醫藥費列舉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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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指出，所得稅法規定「醫藥費」列舉扣除額係針對身體病痛接受治療而支付之

醫療費用，於計算所得淨額時准予列舉扣除。納稅義務人為瞭解自己身體狀況到醫

療院所，所作之健康檢查，雖取具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

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之收費收據，仍不得列報扣除。惟若係因接

受健康檢查發現罹患疾病產生後續治療，所支付之健康檢查費，或因先前之疾病治

癒，後續有進行追蹤必要所產生之健康檢查費，皆屬與醫療有關，得檢附醫師(院)

診斷證明申報醫藥費列舉扣除。 

民眾如有稅務疑義，可就近向國稅局洽詢，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說。 

 

6. 所得年度無婚姻關係者，不得列報配偶免稅額及相關扣除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5/03】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民眾於辦理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請勿將所得

年度(107年度)無婚姻關係之配偶列報免稅額及相關扣除額，以免遭補稅並裁處罰

鍰。 

該局說明，我國現行婚姻制度採登記主義，納稅義務人須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

記，婚姻關係始生效力。又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係每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

申報上一年度之所得及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因此應以上一年度（即所得年度）婚

姻關係是否存在，據以判斷得否列報配偶免稅額及相關扣除額。 

該局舉例說明，A君 106年底與 B君宴客結婚，嗣於 107年初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登記，亦即婚姻關係於 107年初辦理結婚登記時始生效力，A君 106年度與 B君尚無

婚姻關係，卻於辦理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將 B君列報為配偶，虛列配偶

免稅額 88,000元及扣除額 90,000元，致短漏所得稅額 21,000元，經該局補徵稅額

外，並按所漏稅額處 0.2倍之罰鍰 4,200元。 

該局呼籲，綜合所得稅採自行申報制，納稅義務人負有據實申報所得及相關減免、

扣除，並據以計算繳納所得稅之義務，民眾在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確認

所得年度與配偶有婚姻關係始得列報配偶免稅額及扣除額，以免因申報錯誤遭補稅

並裁處罰鍰。 

 

7.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繳稅方式說明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5/0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

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及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繳納方式列表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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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或票據繳納 

親赴金融機構臨櫃繳

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結(決)算申報繳稅系

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列

印附條碼繳款書，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

以現金或票據繳納稅款。 

便利商店繳稅（自行繳

納稅額在新臺幣 2萬

元以下者） 

轉帳繳稅 

晶片金融卡繳稅 持郵政機構或已參加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

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

網路即時扣款轉帳繳稅。 

自動櫃員機繳稅 持郵政機構或開辦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

業金融機構核發之金融卡，至貼有「跨行：

提款＋轉帳＋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

納稅款，免列印繳款書。 

活期存款帳戶繳稅 使用本營利事業於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開

立之活期存款帳戶，以工商憑證 IC卡作身

分認證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結(決)算

申報繳稅系統辦理轉帳繳稅。 

該局並進一步提醒：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辦理 107年度結算、決算或清算申

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組織合夥人依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https://www.etax.nat.gov.tw/


(附表一) 

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特別設計一次告知單置於網頁並提供 QR-Code 碼供民眾

快速連結下載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