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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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利事業投資設立境外子公司符合規定之遷冊行為不發生課徵所得稅問題

http://bit.ly/2YjHCW0 

2. 
營業人遺失統一發票存根聯或扣抵聯、收執聯之處理規定 

http://bit.ly/2YcvINl 

3. 
5月份忘記報稅嗎?趕快在被檢舉或被調查前辦理申報，就不會被處罰哦！

http://bit.ly/2YcT3yD 

4. 
購買能源效率第 1級或第 2級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退還減徵貨物

稅最高 2千元 

http://bit.ly/2Y9LiJO 

5. 
農地自益信託登記在他人名下，不適用免徵遺產稅優惠 
http://bit.ly/2Fxr3OQ 

6. 
107年度營所稅採網路申報之會計師簽證案件，如逾 7月 1日送交查核簽證報告

書，不得享有稅法優惠 

http://bit.ly/2Yh4SUy 

7. 
出租社會住宅並依規定用途使用所收取代價，免徵營業稅！ 

http://bit.ly/2YfhmM8 

8. 
發布「核釋所得稅協定受益所有人適用」解釋令 

http://bit.ly/2Fyc5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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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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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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YjHCW0
http://bit.ly/2YcvINl
http://bit.ly/2YcT3yD
http://bit.ly/2Y9LiJO
http://bit.ly/2Fxr3OQ
http://bit.ly/2Yh4SUy
http://bit.ly/2YfhmM8
http://bit.ly/2Fyc5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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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壽險賣老債新規 恐衝擊股利 

http://bit.ly/2FyZaG0 

2. 
處分緩課股票 課稅二擇一 

http://bit.ly/2FyqGDs 

3. 
繼承公共設施保留地 可採實物抵繳遺產稅 

http://bit.ly/2FAiTVM 

4. 
四大特定類型贈與 免稅 

http://bit.ly/2FKDA1F 

5. 
三新制 7/1上路 建物耐震須申報 

http://bit.ly/2FyHc6N 

6. 
資金回流管制年限 財部持開放態度 

http://bit.ly/2FyWZ5p 

7. 
企業收補助款有條件免稅 

https://is.gd/pKuhVw 

 

1.營利事業投資設立境外子公司符合規定之遷冊行為不發生課徵所得稅問題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6/2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國際上推動反避稅及反洗錢之趨勢下，已有部分國家宣布

停止境外公司之註冊服務，並要求已設立之境外公司須在一定期限內辦理解散或將

註冊地遷移至其他地區。順應此趨勢及實務作業，財政部於 108年 3月 29日發布台

財稅字第 10704699570號令，就我國公司投資設立境外子公司遷移註冊地之所得稅

課稅作規定。 

該局說明，財政部前揭令規定，我國母公司於境外國家或地區投資設立之子公司將

註冊地遷移至其他境外國家或地區（下稱遷冊），且我國母公司投資該境外子公司之

持股比例及透過該境外子公司間接投資其他國家或地區被投資事業之投資架構及持

股比例並無改變者，如遷出及遷入國家或地區法令均承認該子公司於遷冊前、後為

繼續存續之同一法人，該子公司於原註冊境外國家或地區無須辦理解散清算，且遷

冊前、後該子公司之帳列累積未分配盈餘未變動，我國母公司於該子公司遷冊時無

須計算其投資收益（或損失）併計營利事業所得。但我國母公司與該境外子公司間

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我國納稅義務之情形，應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1規定辦理；其有藉法律形式或其他不當安排，規避或減少我國納稅義務之情

事者，稽徵機關得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規定按查得事實依相關稅法課稅。 

該局舉例，我國甲公司以持股 100%方式投資 A國之 B公司，B公司再以持股 100%方

式轉投資 C國之 D公司，因 A國之金融管理局宣布所有在 A國註冊且不符合該國法

規之公司，須於 108年(西元 2019年)5月 30日前完成辦理解散或遷冊手續，故 B公

司以遷冊方式變更註冊地為 E國，若該遷冊行為符合上開說明之要件，甲公司於 B

公司遷冊時無須計算其投資收益（或損失）。 

http://bit.ly/2FyZaG0
http://bit.ly/2FyqGDs
http://bit.ly/2FAiTVM
http://bit.ly/2FKDA1F
http://bit.ly/2FyHc6N
http://bit.ly/2FyWZ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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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指出，營利事業投資設立境外子公司辦理遷冊行為符合規定者並無課徵所得稅

問題，倘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逕洽所轄稅捐稽徵機

關，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2. 營業人遺失統一發票存根聯或扣抵聯、收執聯之處理規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6/2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常有營業人詢問開立統一發票後，不小心遺失發

票存根聯，以及遺失取得之統一發票扣抵聯、收執聯，有無補救方法？ 

該局說明，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3條規定，營業人遺失空白未使用之統一

發票者，應即日敘明原因及遺失之統一發票種類、字軌號碼，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核銷。營業人遺失已開立統一發票存根聯，如取得買受人蓋章證

明之原收執聯影本者，得以收執聯影本代替存根聯。營業人遺失統一發票

扣抵聯或收執聯，如取得原銷售營業人蓋章證明之存根聯影本，或以未遺

失聯之影本自行蓋章證明者，得以影本替代扣抵聯或收執聯作為進項稅額

扣抵憑證或記帳憑證。依此，營業人遺失已開立之統一發票存根聯，或遺

失取得之統一發票扣抵聯、收執聯，均得向買受人（銷售人）取得原統一

發票收執聯（存根聯）影本，並經由買受人（銷售人）蓋章證明，以影本

代替作為記帳（進項)憑證。 

該局舉例，甲公司銷售貨物一批予乙公司，開立銷售額 100萬元、稅額 5

萬元、買受人為乙公司之統一發票，甲公司卻不小心將發票存根聯遺失，

旋即與乙公司聯繫，並取得乙公司蓋章證明之收執聯影本來代替遺失之存

根聯。嗣甲公司雖被查獲遺失發票存根聯涉及未依規定保存憑證，原應依

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就銷售額之 5%裁處罰鍰 5萬元，惟因甲公司已取

得與原應保存憑證相當之證明，即免依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處罰。 

該局提醒，營業人遺失統一發票時，應依前揭規定辦理，以免遭受處罰。

該局同時呼籲，為降低遺失統一發票造成之風險，營業人應儘速導入使用

電子發票。因為電子發票之開立或接收均在雲端進行，發票資料儲存於雲

端，安全有保障。 
 

3. 5月份忘記報稅嗎?趕快在被檢舉或被調查前辦理申報，就不會被處罰

哦！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6/25】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已經在上（5）月 31日截止了，財政部南

區國稅局提醒還未辦理申報或已申報但發現有所得漏報的民眾，儘速辦理

補報或更正申報，只要是在未經檢舉或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前，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就不會被處罰！ 

該局說明，補申報或更正申報，無法使用網路申報，只能填寫人工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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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繳稅者，無法使用ｅ化繳稅方式，只能填寫繳款書後至金融機構繳納稅

款，而且，必須從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就應補繳稅額

依原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郵政儲金 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計算

加計利息一併繳納。 

該局籲請有上述情形之民眾儘快將申報書、繳款書證明聯及相關附件，送

至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補申報或更正申報，以免日後被查獲，除了補稅，

還要被處罰鍰。民眾如有稅務疑義，可直接向就近之國稅局洽詢，或於上

班期間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說。   

 

4. 購買能源效率第 1級或第 2級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退還 

減徵貨物稅最高 2千元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6/2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政府為鼓勵民眾購買節能電器，以達節能減碳政策目

標，增訂貨物稅條例第 11條之 1，自 108年 6月 15日起至 110年 6月 14日止，購

買經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第 1 級或第 2 級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

非供銷售且未退貨或換貨者，每臺電器最高可退還貨物稅 2千元。 

該局進一步說明，買受人購買符合貨物稅條例第 11條之 1規定的節能電器，如要申

請退還減徵貨物稅稅額，應於統一發票或收據記載交易日期之次日起 6 個月內，透

過線上或紙本申請，逾期不得申請退還。攸關申請方式及應檢附文件臚列如附表： 

該局呼籲，如對法令適用有任何疑問，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稅務資訊/購買節能

電 器 退 還 減 徵 貨 物 稅 專 區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front/ETW118W/VIEW/1212)查詢或撥打

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國稅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5. 農地自益信託登記在他人名下，不適用免徵遺產稅優惠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6/25】 

被繼承人死亡時農地因辦理自益信託登記在他人名下，則所遺留下來的財產標的是

權利，而非土地本身，即使農地仍持續作農業使用，也無法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農

地可免徵遺產稅之規定。 

南區國稅局表示，近期查核遺產稅案件，查到年邁甲君與受託人乙君簽訂自益信託

契約，將農地信託登記給乙君，信託期間自 98年 12月 3日起至 108年 12月 2日止，

信託期間內甲君死亡，繼承人申報遺產土地 1,350 萬元，並同額列報農地扣除額，

經該局以甲君死亡時，所遺之財產標的為「信託利益之權利」，並非 A地本身，乃將

財產性質由土地轉正為權利，並否准認列農地扣除額。繼承人不服，復查主張該土

地一直維持農地狀態，並有作農業使用之事實，屬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免徵遺產稅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front/ETW118W/VIEW/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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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的，經該局駁回其復查申請，其未提起訴願而告確定。 

國稅局指出，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條之 2第 2項及第 17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

被繼承人於死亡時就信託契約所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課徵遺產稅，其

標的為「權利」，農業用地之免徵遺產稅優惠，必須是繼承時以被繼承人名義登記土

地所有權、作農業使用、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等三要件，所遺土地才能免徵遺

產稅。本件土地本體雖為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但因訂有信託契約且登記在受託

人名下，因此該土地已因信託關係使遺產稅標的成為信託利益權利(參照最高行政法

院 105年 6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而非土地本體，遺產稅標的既

非土地，即不符合免徵遺產稅要件規定，無法適用該項扣除額優惠，提醒納稅人注

意。 

 

6. 107年度營所稅採網路申報之會計師簽證案件，如逾 7月 1日送交查核簽證報告

書，不得享有稅法優惠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6/25】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除得適用較高之交際費限額

計算外，在符合一定要件下，還可享有前十年核定虧損自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之優

惠。但每年仍有一些已如期申報之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結算申報案件，因未能按時

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而被視為普通申報案件處理，影響營利事業的權益。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 107 年度所得稅採網路申報之會計師簽證案件，

如未能於 108年 5月 31日前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者，應於 7月 1日前（截止日

6 月 30 日適逢例假日依法順延）將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加蓋會計師及營利事業

與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章之申報書表及相關附件等資料紙本或掃描製作成光

碟，寄交所在地之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亦得於 6月 27日前透過營利事業

所得稅電子結（決）算申報繳稅系統軟體上傳提供，請多加利用。 

    該局另表示，若會計師同一年度代理申報案件數在 10件以上且採人工方式申報

者，以不超過 2分之 1的申報件數範圍內，已於 108年 5月 31日前報請國稅局核准

者亦請於 7月 1日前提出上述資料。 

國稅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及會計師注意，107年度採網路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之會計

師簽證案件，請加強檢視查核簽證報告書及其他申報附件上傳後列印之「網路附件

上傳狀態明細表」所列示之上傳狀態，確認是否上傳成功，如有任何疑義，可撥打

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向轄屬分局、稽徵所洽詢；如未上傳成功者，最遲應

於 108 年 7 月 1 日前將相關資料紙本或光碟寄交所在地國稅局，否則，將無法享有

會計師簽證申報案件所適用之優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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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租社會住宅並依規定用途使用所收取代價，免徵營業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6/2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出租房屋作為社會住宅，並於營運期間作為居住、

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及幼兒園使用的租金收入，以及承租民間

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所收取租屋服務費用，均可免徵營業稅。 

該局說明，按住宅法規定，社會住宅係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的

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主管機關及民間興建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

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 30%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

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該局進一步說明，收取租屋服務費用適用免徵營業稅，係指興辦社會住宅須符合住

宅法第 19條第 1項第 5款、第 6款及第 2項第 4款規定之方式，分別為（1）主管

機關以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2）主管機關以獎勵、輔導或補助租屋服

務事業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或媒合承、出租雙方及代為管理；（3）民

間以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 

該局呼籲，住宅所有權人或承租並轉租及代管業者，響應政府興辦社會住宅政策，

除可直接幫助社會弱勢族群或照顧來自外地有居住需求之就學、就業人口，如同自

身參與社會公益，收取報酬又可享有免徵營業稅的租稅優惠，自利利人真是一舉數

得！ 

8. 發布「核釋所得稅協定受益所有人適用」解釋令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2019/06/24】 

為提升適用所得稅協定減免稅之安定性，財政部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稅約範本註釋、他國作法及我國實務，於 108年 6月 24日發布台財際字第

10800577770 號令（下稱本令），核釋所得稅協定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

之適用，簡化協力義務，明定非屬受益所有人情形，簡要說明如下： 

一、簡化納稅者協力義務： 

他方締約國居住者依據所得稅協定申請減免稅，應檢具受益所有人證明者，得以自

我聲明作為受益所有人證明文件。以基金型態或非基金型態以信託方式投資國內有

價證券取得股利及利息之外國機構投資人，該等基金或信託如為他方締約國居住

者，亦得自我聲明為受益所有人，免依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下稱協定查準）

第 15條第 6項各款規定辦理。  

二、明確稅捐機關之查核： 

稅捐機關受理前述案件倘經查得取得案關所得之他方締約國居住者為代理人

（agent）、代名人（nominee）或財務導管實體（financial conduit entity）等依

取得所得相關契約或法律義務，應將該所得移轉予他人，對該所得運用決定權或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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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所得權利受到限縮者，該他方締約國居住者非屬受益所有人。 

    財政部說明，我國簽署生效 32 個所得稅協定參照 OECD 或聯合國（UN）稅約範

本，於股利、利息及權利金條文規範，源自一方締約國之該類所得，給付予他方締

約國居住者且為受益所有人者，來源地國應提供優惠稅率。上述範本說明受益所有

人規定旨在防止協定濫用，惟未予定義。我國於協定查準就適用訂有規範，另就澳

大利亞法人、英國認可單位信託及英國開放型投資公司之適用訂有令（函）；實務上

相關申請（報）書表載明得由所得人自我聲明為所得之受益所有人。 

財政部鑑於 OECD 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行動計畫 6（防止租稅協定

濫用）報告發布後，相關防止濫用措施已趨完備並獲國際共識；OECD 稅約範本註釋

亦明文非屬受益所有人情形，並肯認符合規範之集合投資工具（如基金或信託）及

退休基金得為受益所有人適用協定，經參考該等見解與荷蘭、新加坡、英國及美國

等國家作法，明定所得人得自我聲明為受益所有人及非屬受益所有人情形，並適用

於符合規範之基金及信託外國機構投資人；另廢止前揭澳大利亞法人、英國認可單

位信託及英國開放型投資公司令（函），依該等令（函）申請案件，於本令發布時處

理程序未終結者，本令有利於申請人部分亦得適用。 

    財政部指出，本令參考國際共識及作法發布，具有簡化納稅依從成本、明確徵

納雙方適用規定、減少跨境課稅案件課稅爭議及法規鬆綁之多重效益，對於改善我

國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具積極正面效果，有利活絡我國資本及貨幣等金融市場，

提升國際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