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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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來源所得繳納之稅款，應依權責基礎申報扣抵 

https://goo.gl/xPvK11 

2. 
公司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不得享受前 10年虧損扣除之優惠 

https://goo.gl/gxeSzP 

3. 
營業人因銷售貨物或勞務而取得之賠償款收入，應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https://goo.gl/mrz7A8 

4. 

扣繳義務人承租共有物，應按共有人之持分比例分別開立扣繳憑單，以利共有人

按其應有部分申報綜合所得稅。 

https://goo.gl/ZNpG9Y 

5. 
核釋申報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之金融帳戶範圍 

https://goo.gl/X9M3gK 

6. 

澄清網路媒體有關政府於去(107)年年底選舉後隨即公布最新減稅紅包之報導(澄

清稿) 

https://goo.gl/pCjctM 

7. 
取得住院、醫療理賠金非身故理賠金，應計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受罰 

https://goo.gl/2Ro2eS 

8. 
員工認購公司股票，可處分日時價如超過認購價格應申報綜合所得稅 

https://goo.gl/m1BAav 

9. 
108年度運用營業稅資料庫查核營利事業所得稅作業開始了！ 

https://goo.gl/Lgya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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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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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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ine.me/R/ti/p/@fmi8206j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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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贈運動員 留意親屬關係 

https://goo.gl/z87iL3 

2. 
台版肥咖 盯四類金融帳戶 

https://goo.gl/freXLn 

3. 
公司惡意逃漏稅 不得享盈虧互抵 

https://goo.gl/n5CbBt 

4. 
舊車欲轉賣他人 先繳清欠稅罰鍰 

https://goo.gl/iFVs5M 

 

1. 境外來源所得繳納之稅款，應依權責基礎申報扣抵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9/02/1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

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國稅

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 

該局進一步說明，所稱「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係指營利事業按權責基礎併計之

境外所得所屬年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營利事業如於結算申報時，未能提出同一

年度納稅憑證者，嗣後取得納稅憑證時，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自溢繳稅款

繳納之日起 5年內申請更正退稅。 

該局再次提醒，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申報扣抵其中華民國境

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時，應特別注意提出按權責基礎併計

境外所得所屬年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如於結算申報時，未能提出上開憑證者，

可於取得納稅憑證時，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申請更正退稅。營利事業如仍有不

明瞭之處，可至該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

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詹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40 

 

2. 公司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不得享受前 10年虧損扣除之優惠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9/02/1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9條第 1項但書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

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 77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10年內各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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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所稱「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係指應依規定設置

帳簿，並依法取得憑證。 

該局進一步指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查獲短漏所得稅稅額不超過

10萬元，或短漏報課稅所得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例不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得視為短漏報情節輕微，免按會計帳冊簿據不完備認定，仍准

適用盈虧互抵。特別提醒注意，適用短漏報情節輕微，前提要件是公司未以詐術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前 10年核定虧

損本年度扣除額 1,200 萬元，經查核發現，甲公司 105 年度故意以不正當方法虛列

營業成本 600 萬元致短漏所得稅稅額 102 萬元，雖短漏報課稅所得額 600 萬元占全

年所得額 20,000萬元之比例未超過 5%，但因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無短漏報

情節輕微規定之適用，不能享受前 10年虧損於本年度扣除，經剔除補稅 300餘萬元。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應誠實申報，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

不能適用以往年度虧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之優惠規定，請營利事業多加注意。

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可至該局網站(網址為 https://www.ntbna.gov.tw)查

詢相關法令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

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徐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77 

 

3. 營業人因銷售貨物或勞務而取得之賠償款收入，應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2/1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接獲民眾來電詢問，營業人因租賃汽車發生事故

而取得之賠償款收入，應否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6條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銷

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

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據此，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款收入，如係因銷售貨物或勞務取

得者，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換言之，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款收入，如

非因銷售貨物或勞務而產生，自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經營汽車租賃業，出租汽車予乙公司，乙公司不慎發生

交通事故須賠償甲公司維修費用 30,000 元，甲公司因出租汽車衍生收得之賠償款

30,000 元係屬銷售勞務所收取之代價，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如甲公

司出租之車輛因瑕疵故障致乙公司使用途中拋錨產生不便，甲公司依約應給付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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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賠償款 5,000 元，該賠償款即非屬乙公司銷售勞務所收取之代價，非屬營業稅課

稅範圍，可免開立統一發票交付甲公司。  

 該局呼籲，營業人因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賠償款收入，如有漏開統一發票

情事，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請儘速依

規定補報補繳所漏稅款，切勿心存僥倖，以免受罰。  

 （聯絡人：楊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510） 

 

4. 扣繳義務人承租共有物，應按共有人之持分比例分別開立扣繳憑單，以利共有人

按其應有部分申報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2/11】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財政部 71年 2月 2日台財稅第 30682號函規定，共

有物租賃所得應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計算，課徵綜合所得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乙二人共有房屋一棟，於 106 年度由甲君出面出租給 A 公

司，A公司開立 106年度租賃所得扣繳憑單時，將全部租賃所得開立予甲君。甲君亦

據此申報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乙君則未申報。案經該局依據乙君持分比例及該地

段租金標準予以核定租賃所得。惟乙君提出該筆租賃所得有重複課稅情事，遂請 A

公司更正甲、乙 2人之扣繳憑單金額。 

該局提醒，扣繳義務人承租共有物給付租金時，應正確按各共有人持有部分比

例分別開立扣繳憑單，對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補申報及更正申報如有疑

義，歡迎撥打該局免付費電話 0800-000-321洽詢。【#006】 

提供單位：前鎮稽徵所 聯絡人：簡有仁主任 聯絡電話：(07)7151101 

撰稿人: 張郁屏 聯絡電話：(07)7151511 分機 6195 

 

5. 核釋申報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之金融帳戶範圍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2019/02/11】 

財政部表示，為因應國際新資訊透明標準，互惠進行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自

動交換，該部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CRS)」

及國際執行 CRS實務，於 108年 1月 31日發布台財際字第 10724521950號令，核釋

申報金融機構依據「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下稱本辦法)」應

進行審查及申報之金融帳戶範圍。 

財政部說明，申報「金融機構」應依本辦法規定之程序及期限，就其管理之「金

融帳戶」進行盡職審查，辨識屬應申報帳戶者，應依第 50條規定申報該帳戶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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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金融機構」包括存款機構、保管機構、投資實體及特定保險公司 4 類型，「金

融帳戶」亦包括存款帳戶、保管帳戶、於投資實體之權益或債權、具現金價值保險

契約及年金契約 4 類型，該等類型並無對應關係，任一類型之金融機構，應就其管

理之所有類型金融帳戶，進行盡職審查及申報。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我國銀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

商或保險業符合相關金融法規，得兼營信託業務者，如該等事業按其主要業務已屬

本辦法任一類型之「金融機構」，即須就其管理之所有類型金融帳戶(包括兼營信託

業務致為他人持有金融資產之保管帳戶)進行盡職審查及申報。 

財政部表示，為完備 CRS 機制，確保我國申報金融機構執行與國際標準一致之

盡職審查程序，該部已建置 CRS網站專區(http://www.mof.gov.tw，點選服務園地/

國際財政服務資訊/稅務用途資訊交換)供各界查詢參考，籲請申報金融機構自 108

年起依相關規定辦理。 

新聞稿聯絡人：王科長瑀璇 

聯絡電話：2322-8183 

 

6. 澄清網路媒體有關政府於去(107)年年底選舉後隨即公布最新減稅紅包之報導(澄

清稿)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2/11】 

有關網路媒體(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報導所提政府於去年年底選舉後提出減

稅紅包，使 177萬戶家庭免稅之評論，係屬事實認知錯誤。 

財政部指出，為減輕一般家庭租稅負擔，該部於 106 年 9 月即提出所得稅制優

化方案之「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擬提高部分綜合所得稅扣除額額度，

經 107 年 1 月 1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於 107 年 2 月 7 日公布並追溯至 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尚非該報導所稱係於 107 年底敗選後始提出，是項方案之推動，亦與

選舉無關。 

財政部表示，上開優化方案大幅提高綜合所得稅 4項扣除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

所得、身心障礙、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額度，增幅達 33%~380%，受益戶數達 542萬

戶，社會新鮮人年薪 40.8萬元(月薪 30,000元以下)、雙薪家庭年薪 81.6萬元、雙

薪 4 口之家(扶養 2 名 5 歲以下子女)年薪 123.2 萬元，可免納所得稅，大幅減輕薪

資所得者、中低所得者及育兒家庭租稅負擔，民眾於今（108）年 5月申報所得稅時

即可適用。 

新聞稿聯絡人：楊科長純婷 

聯絡電話：2322-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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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取得住院、醫療理賠金非身故理賠金，應計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受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2/12】 

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表示，有民眾詢問被繼承人死亡後繼承人請領被繼承人

健康保險如醫療險、癌症險等住院、醫療保險金，是否應併入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

課稅？ 

該所表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第 9款規定，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

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不計入遺產總額、但健康險如醫療險、癌症險等，

保險金是給付予被保險人本人，倘若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時被保險人已經身故，而

由繼承人取得，該保險金為被保險人的遺產，繼承人應依規定列入遺產課稅。 

該所最近查核遺產稅案件時，發現被繼承人生前向保險公司投保健康保險，保

險公司給付保險金時，被繼承人已經身故，理賠金由受益人取得，繼承人誤以為只

要有指定受益人的保險金，都是可以不計入遺產總額而未申報遺產，經該所審查後

將該理賠金額併入遺產課稅。 

該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辦理遺產稅申報，如有法令疑義，請以免費服務電

話 0800000321洽詢，國稅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 林股長  08-7899871分機 100 

 

8. 員工認購公司股票，可處分日時價如超過認購價格應申報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2/12】 

臺南市安南區張先生來電詢問，其任職的甲公司於 106 年間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張先生向公司認購新股 10,000 股，認購價格為每股新臺幣 10 元，依認股計

畫需 2年後才能處分股票，何時應申報綜合所得稅？ 

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說明，員工分紅認股的課稅方式應以認股計畫所訂的性

質來判斷，如果是無償給予員工股票，且無處分之限制，則該酬勞股票應於交付股

票日按股票之時價計算員工薪資所得，需併入其綜合所得稅申報；倘是公司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且依公司法規定保留部分由員工認購，認股計畫訂有可處分日，

員工於認購年度無需申報綜合所得稅，等到可處分日才需計算當日時價超過認購價

格之差額，如有差額則屬所得稅法第 14條規定之其他所得，應計入可處分年度之所

得額，歸課綜合所得稅。 

該所進一步指出，於可處分日計算出股票時價超過員工認購價格之差額，公司

應於次年 1 月 31 日前，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

填發免扣繳憑單。假如可處分日當日股票時價低於員工認購價格，其所得以「0」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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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則免填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以張先生為例，張先生是甲公司員工，於 106年認購甲公司股票 10,000股，認

購價格是每股 10 元，經過 2 年後，今（108）年即可進行處分，假設可處分日當日

的時價是每股 20元，差額 100,000元〔(時價 20元-認購價格 10元)x10,000股〕屬

其他所得，應計入張先生 108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於 109 年 5 月辦理申報；但如

果可處分日當日的時價只有 8 元，張先生每股虧 2 元，不須申報其他所得，至於損

失也不可扣抵。 

該所提醒納稅義務人，如有員工分紅認股情形，應注意相關課稅規定，以免因

漏報而遭補稅處罰，影響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安南稽徵所鄭股長  06-2467780轉 200 

9. 108年度運用營業稅資料庫查核營利事業所得稅作業開始了！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2/12】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即將展開 108 年度運用營業稅資料庫查核營利事業所得稅作

業了！該局提醒公司行號仔細檢查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如發現有短、漏報所得者，

應儘速辦理自動補報補繳，以免遭受處罰。 

國稅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運用營業稅資料庫查核營利事業所得稅是各地

區國稅局實施多年的查核作業，今(108)年繼續辦理這項作業。本項作業主要是運用

營業稅資料庫系統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進行比對勾稽，挑選可能開立或

取具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或未取具合法憑證而虛列成本、費用的營利事業，特別

予以加強查核。 

為避免營利事業因不了解稅法規定，導致未依規定報繳稅款，遭受補稅甚至處

罰，國稅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注意下列事項： 

一、索取實際交易對象之進項憑證 

為避免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開立之不實進項憑證，營利事業於取得進項憑證

時，應確認交易對象、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銷售額及稅額。 

二、銷貨應確實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部分營業人漏報銷貨收入，且為避免國稅局勾稽進銷異常，亦不索取進項發票；

或雖取得進項發票，卻不列帳記載，致發生漏進漏銷情事。 

該局特別呼籲公司行號如有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或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開

立之發票，或未取具合法憑證，導致漏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請儘速主動按正確資

料向轄區國稅局辦理更正申報，並自動補繳應納稅額，只要是屬於未經檢舉、未經

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就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免受處罰的規定，公司行號應把握補報補繳機會，以免遭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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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陳股長 06-2298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