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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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業購買中央銀行發行定期存單所產生之收入適用 2%營業稅稅率 
http://bit.ly/2t4HEGg 

《官方稅務新聞》 

2. 
掌握申請復查時效，以免權益受損 
http://bit.ly/2RKjXxe 

3. 
出口至國外發貨倉庫存貨須經會計師盤點簽證始得免列收入 
http://bit.ly/35dTQCV 

4. 
個人持有房地遭法院拍賣，不論盈虧均應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惟如符合一定

條件得適用較低稅率 
http://bit.ly/38xldcW 

5. 
營利事業購買古董藝術品不得列報折舊 
http://bit.ly/2Eab9sC 

《報章稅務新聞》 

1. 
跨國企業避風港條款 放寬 
http://bit.ly/2LNzJnh 

2. 
一次性移轉訂價 留意二點 
http://bit.ly/2PA2qVX 

3. 
繼承人開啟保險箱 須國稅局會同點驗 
http://bit.ly/38waY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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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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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電子報 
〈稅務、會計及公司法令〉 
  

  T. K. TSAI & CO., C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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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貨品囤國外倉庫 有條件免列收入 
http://bit.ly/2EbD2AG 

5. 
一次性移轉訂價 海關兩提醒 
http://bit.ly/2Pe4Kmu 

6. 
移轉訂價新制將上路 海關：貨物通關要填報代碼 
http://bit.ly/2RJhpzF 

7. 
抓大放小！財政部新增四項避風港條款 
http://bit.ly/2Pavm7Q 

 

1. 銀行業購買中央銀行發行定期存單所產生之收入適用 2%營業稅稅率 

【財政部 108.12.09台財稅字第 10804586520號令】 

銀行業購買中央銀行依中央銀行法第 27 條規定發行定期存單所產生之收

入，屬經營銀行本業以外之專屬本業銷售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適用 2%營業稅稅率。 

 
2. 掌握申請復查時效，以免權益受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12/1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不服核定稅

捐處分，依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繳款書送

達後，依繳款書所載「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30 日內申請復查，如「無」

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則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 30 日內為

之。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因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事件，經該

局核定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該稅額及罰鍰繳款書已於 108 年 7 月 23 日送達，

繳納期間自 108 年 8 月 6 日起至同年月 15 日（星期四）止，復查申請之末日為

108年 9月 14日，適逢星期六，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應順延至 108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惟甲公司遲至 108 年 9 月 17 日始提出申請，已逾申請

復查法定不變期間，復查決定乃以程序不合，駁回復查申請。 

    該局特別提醒，基於「程序不合，實體不究」原則，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

捐處分如有不服，務請注意在法定救濟期間內申請復查，以維護自身權益。 

 
3. 出口至國外發貨倉庫存貨須經會計師盤點簽證始得免列收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2019/12/11】 

https://bit.ly/2EbD2AG
https://bit.ly/2Pe4K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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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利事業為搶得外銷先機，常將貨品先行出口至國外發貨倉庫存放，以利客

戶下訂即可快速到貨。但這些透過國外發貨倉庫的貨品，究竟該於出口時或實際

銷售時列報銷貨收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在國外設置發貨倉庫，應於貨品輸出至發

貨倉庫時，先按出口報單所載價格申報零稅率銷售額；貨物實際出售時如零稅率

銷售額與實際銷售價格不一致，或是貨物到了年底仍在發貨倉庫中尚未出售，營

利事業可於辦理當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調整營業收入，不過須提出發貨倉庫當

地合格會計師或委託國內會計師至當地實際盤點，並製作國外發貨倉庫存貨盤點

資料及簽證的收入調節表，供國稅局核實認定。收入調節表並沒有特定格式，但

要能夠顯示自國內出口時申報之銷售金額、數量與國外實際銷售之金額、數量及

上開差額的調整數。  

    該局日前查核 A公司 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申報

自營業收入項下調減尚未出售的國外發貨倉庫存貨 5千 1百萬餘元，乃請公司提

供會計師盤點資料，惟公司表示因國外發貨倉庫有 10 餘處遍及各國，受限於經

費考量，只由公司內部自行盤點並未委託會計師盤點，因此無法核實認定，所以

予以調增營業收入並補繳稅款。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於國外設置發貨倉庫應注意相關規定，以免因不符

規定而遭調整補稅。 

 
4. 個人持有房地遭法院拍賣，不論盈虧均應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惟如符

合一定條件得適用較低稅率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2019/12/1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現行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課稅新制，個人交易持

有期間 1 年以內之房屋、土地應適用稅率 45%，持有期間超過 1 年未逾 2 年，稅

率為 35%，超過 2 年以上才能適用 20%以下之稅率，但個人如果因為無力清償債

務(包括欠稅)，遭法院拍賣持有期間在 2年以內之房地者，仍應申報，惟可按較

低的 20%稅率計算繳納。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及第 14條之 4規定，個人 105年 1

月 1 日起交易自 103 年 1 月 2 日(含)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或 105 年 1

月 1日(含)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應按新制計算交易所得，並按持有期間長短

適用不同稅率計算應納稅額申報繳納。惟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

性因素，致須出售持有期間在 2年以下之房地，倘符合財政部 106年 11月 17日

台財稅字第 10604686990號公告之情形，得適用較低之 20%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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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局舉例說明，某甲於 106年 5月 5日取得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房地，嗣經

法院公開拍賣，拍定人於 107 年 7 月 16 日領得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按房屋、

土地交易日的認定，係以所出售或交換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

準，惟經法院拍賣之不動產，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移轉所有權，其

交易日為拍定人領得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之日。是某甲出售該房地之交易日為

107年 7月 16日，認定持有房地期間(106年 5月 5日至 107年 7月 16日)超過 1

年未逾 2年，並以課稅所得按「非自願性因素」之稅率 20%計算繳納申報。 

    該局籲請民眾特別注意，個人出售房地如屬課稅新制的課徵範圍，不論有所

得或虧損，亦不論自願或非自願性出售，均應於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申報繳納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以免受罰。 

 
5. 營利事業購買古董藝術品不得列報折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2019/12/1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購買古董、藝術品，擺放於辦公或營業處

所，不得列報折舊。 

中區國稅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54條及第 59條規定，資產屬於「折舊性」

或「遞耗」性質者，始能逐年提列折舊或計算各項耗竭及攤折。所謂折舊性或遞

耗性質，係指資產在通常情況下，因時間經過或使用次數增加，其價值會隨之減

低；惟古董、藝術品等物品，其交換價值或使用價值，通常並不會因時間經過而

發生相對程度的比例貶損，因此，不但沒有耐用年數的問題，其價值更有因長期

持有而增值者，故古董、藝術品之性質，既非屬折舊性固定資產、亦非屬遞耗資

產，不得列報折舊費用或各項耗竭及攤折。 

該局查核某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發現該公司列報裝修營業

處所費用 3千萬元，資產負債表列報於「其他固定資產」項目，其中 3百萬元係

購買藝術家的畫作及雕塑作品等藝術品擺放於辦公室，並按耐用年數 3年提列折

舊，遭該局以該畫作及雕塑品非屬折舊性或遞耗性資產，調整剔除該等藝術品之

折舊費用並予以補稅。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提列折舊時，應留意上開規定，依資產性質審慎區分，

以免遭稽徵機關查核調整補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