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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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稅新頒函釋》 

1. 
廢止本部 90年 11月 13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號函，自 108年 7月 5日

生效。 
http://bit.ly/2N5mgJ8       

2. 

核釋土地所有權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所領取之現金補償及

差額價金免徵營業稅。 

http://bit.ly/2YW0vCN       

《官方稅務新聞》 

3. 

個人在我國拍賣古董及藝術品之所得，未能提示成本費用，以拍賣收入 6%計

算所得 

http://bit.ly/2YMQQ17       

4.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符合精神衛生法規定之嚴重病人始可列報身心障礙特別

扣除額。 

http://bit.ly/2MYtVc6         

5.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79號解釋，廢止財政部 90年 11月 13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號函 

http://bit.ly/2Nevgf9           

6.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領取現金補償

或差額價金免徵營業稅之規定 

http://bit.ly/2N4ZoJu          

7. 財政部預告訂定「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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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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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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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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N6szMq             

《報章稅務新聞》 

1. 名模條款子法出爐 哪些費用可扣看這裡 
http://bit.ly/2YPcd1F       

2. 公益團體買境外基金 遭稅局排除免稅範圍 
http://bit.ly/2N6aj5F       

3. 單身、婚育租金補貼 9/2正式上路 
http://bit.ly/2N9aZrj       

 
1. 廢止本部 90年 11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 號函，自 108年 7月 5日

生效。 

【財政部 108.08.14台財稅字第 10800073380號令】 

法律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79號解釋 

關係法令：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  

日期文號：財政部 108.08.14台財稅字第 10800073380號令  

摘要：  

廢止本部 90 年 11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 號函，自 108 年 7 月

5日生效。  

說明:  

廢止本部 90 年 11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 號函，自 108 年 7 月

5日生效。 
 

2. 核釋土地所有權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所領取之現金補償及

差額價金免徵營業稅。 

【財政部 108.08.14台財稅字第 10800539390號令】 

法律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  

關係法令：財政部 106年 6月 7日台財稅字第 10600558700號令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8.08.14台財稅字第 10800539390號令  

摘要：  

核釋土地所有權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所領取之現金補

償及差額價金免徵營業稅。  

說明:  

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進行都市更新之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

人提供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實施完成後，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依都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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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例第 52條第 1項但書規定領取現金補償；或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

於應分配面積，依同條第 2 項規定領取差額價金，核屬土地所有權人銷售土

地行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免徵營業

稅。 

 
3. 個人在我國拍賣古董及藝術品之所得，未能提示成本費用，以拍賣收入 6%計

算所得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8/1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民眾提供古董及藝術品在我國參加拍賣會之財產交

易所得，應併計個人綜合所得總額申報課稅。 

該局說明，個人拍賣古董及藝術品於計算所得時，若能提示足供認定交易損

益之證明文件時，應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之規定，以交易時之成交價

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

餘額為所得額；如未能提示足供認定交易損益之證明文件者，則以拍賣收入按 6%

純益率計算課稅所得。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若較按 6%純益率計算之課稅

所得額為高時，仍會依查得資料核課納稅人稅捐。 

該局舉例，甲君 107 年於國內拍賣會出售其收藏已久的藝術品，拍賣成交價

為 320萬元，甲君無法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遂以拍賣收入按 6%純益率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19.2萬元(320萬元ｘ6%)，併入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申報

課稅。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買賣古董、藝術品之差價，應依上開規定申報綜合所

得稅，以免漏報受罰。 

（聯絡人：內湖稽徵所劉股長；電話 2792-8671分機 200） 
 

4.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符合精神衛生法規定之嚴重病人始可列報身心障礙特別

扣除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8/14】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符合精神衛生法

第 3 條第 4 款規定之嚴重病人，可檢附專科醫師開具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列報身

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之嚴重病人，指病人呈現出

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

者。依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專科醫師開具之診斷證明書應載明(1)

病人之主要精神症狀(2)診斷(3)認定係屬嚴重病人之事實及理由(4)保護及其他

處置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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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如下，納稅義務人甲君申報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受扶

養親屬乙君之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新臺幣 20萬元，惟其檢附之診斷證明書並未載

明認定係屬嚴重病人之事實及理由，經稽徵機關否准認列。 

該局再次提醒，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罹患精神疾病，須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及符合上述精神衛生法規定之嚴重病人並檢附專科

醫師診斷證明書，始可列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230】 

 
5.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79 號解釋，廢止財政部 90 年 11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號函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8/14】 

財政部表示，本(108)年 7 月 5 日司法院釋字第 779 號解釋，土地稅法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下稱現行規定)，僅就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

其土地增值稅；至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交通用地，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

(下稱系爭範圍)，則不予免徵土地增值稅，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相關機關應於 2年內，檢討修正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該部 90年 11月 13日台財稅

字第 0900457200號函(下稱 90年函)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 

財政部說明，90年函釋非都市土地地目為道之交通用地，非屬依都市計畫法

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無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該部

依司法院釋字第 779 號解釋，發布解釋令廢止該函，並自該解釋文發布日生效。

惟現行土地稅法就移轉上開非都市土地之交通用地，仍無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

適用。該部刻就系爭範圍檢討修正土地稅法，於修法完成前，土地所有權人移轉

非都市土地，按現況或依交通計畫編定為交通用地，究否均屬依法核定之公共設

施用地，且為政府徵收範圍，尚須洽有關機關意見，為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其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並依法繳納土地增值稅後，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規定，於繳

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30日內申請復查，稽徵機關將於修法完成後，另為適法之處

分。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現行規定係考量都市土地如經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嚴重影響土地所有人之權益且地方政府徵收常延宕等因素，倘徵收前交易仍須繳

納土地增值稅，有違最後徵收免繳之原意，爰規定免徵。解釋文指出，系爭範圍

土地使用受限制，因政府之政策及法令其受不利影響之情形與都市土地相似，在

土地增值稅之徵免上，理應等同處理。該部將在兼顧地方財政及租稅公平原則下，

依該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土地稅法相關規定。 

新聞稿聯絡人：洪科長妙姃 

聯絡電話：02-2322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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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領取現金補償

或差額價金免徵營業稅之規定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8/14】 

財政部今(14)日核釋，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進行都市更新之更新單元內重建

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2條第 1項但書規定領取現金補償；或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少於應分配面積，依同條第 2 項規定領取差額價金，核屬土地所有權人銷售土

地行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財政部說明，權利變換實務上透過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實施者提供資金

於該土地興建房屋，興建完成後，雙方依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

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即實施者提供資金興建房屋，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

施完成後，將更新後之部分建築物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交換部分土地之互易模式。

爰該部 106 年 6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558700 號令規定，營業人依都市更新條

例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提供資金、技術或人力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實

施完成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分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

之應有部分，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權利價值為其銷售額，依該部 75 年 10 月 1

日台財稅第 7550122 號函及 84 年 1 月 14 日台財稅第 841601114 號函有關合建分

屋規定辦理。 

財政部表示，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於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過程中，如發生應分

配房地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致無法分配，或實際分配房地面積少於應分配

面積情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2條領取之補償金或差額價金，應否課徵營業稅滋

生疑義。經該部函詢內政部意見表示，權利變換後權利價值計算及差額價金找補

應屬權利變換範疇，意即土地所有權人領取補償金或差額價金，非屬出售應分配

房地取得代價。因此，該部依前開有關權利變換具建築物及土地互易性質及內政

部就差額價金之見解，核釋首揭規定，以利徵納雙方依循。 

新聞稿聯絡人：劉科長品妏 

聯絡電話： 02-23228133 

 
7. 財政部預告訂定「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草案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8/14】 

司法院釋字第 745號解釋之「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26條」修正案，經總統

今(108)年 7 月 24 日公布，自今年起，薪資所得計算除原有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108 年度為新臺幣(下同)20 萬元]方式，另新增得選擇舉證費用核實自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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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中減除，可減除之規定費用包括：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訓練費及職業上工

具支出 3項，於明(109)年 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為利徵納雙方遵循，

財政部於今(14)日預告「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草案。 

財政部說明，上開草案依據綜合所得稅相關課稅原則，規範可減除之費用應

以收付實現為原則，且費用應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必要，並由所得人實際負擔，

且各項費用限額各以薪資收入之 3%為限，該 3項費用之適用範圍及認列方式，規

範如下： 

一、職業專用服裝費 

(一)應為所得人從事職業所必需穿著且非供日常生活穿著使用之特殊服裝或

表演專用服裝，包括依法令規定、雇主要求或為職業安全目的所需穿著之制服、

定式服裝或具防護性質之服裝，以及表演或比賽專用服裝。 

(二)支出範圍包括購置或租賃服裝費用，以及清洗、整燙、修補及保養該服

裝所支付之清潔維護費用。 

二、進修訓練費 

(一)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

專業知識相關課程之訓練費用。 

(二)上開符合規定之機構範圍如下： 

 國內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構、學校(大專校院或高中職學校)、職業

訓練機構及依法立案短期補習班等；國外機構包括國外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構、

教育部公告參考或認可名冊外國學校等。所得人如參加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所

屬公(工)會指定或認可機構所開設之課程符合法令要求者，亦得列報進修訓練費。 

三、職業上工具支出 

(一)所得人購置與職業有關領域之中、外文書籍、期刊或資料庫；職業上所

必備且專用、及為職業安全目的所需防護性質之器材或設備；表演或比賽專用裝

備或道具之支出。 

(二)工具之使用年限超過 2 年且支出金額超過 8 萬元者，應採平均法，以耐

用年數 3年(免列殘值)，逐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 

薪資所得者採減除規定費用方式，應於辦理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填具薪資費用申報表併同費用憑證、足資證明符合費用項目所定條件、與業

務相關等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倘依規定減除之費用合計金額低於當

年度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者，稽徵機關將從高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認定，保障

所得人權益。 

財政部表示，上開草案正辦理預告中(預告截止日:108年 10月 14日)，俟預

告完成後，辦理後續法規發布事宜，刻研訂相關申報書表及規劃後續稽徵作業，

俾於明年 5月申報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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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聯絡人：王科長俊龍 

聯絡電話：2322-8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