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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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際費」與「廣告費」應正確區分 

https://goo.gl/jRGuef 

2.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節稅優惠，超有感~~~ 

https://goo.gl/puzLas 

3.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協助您搭起溝通的橋梁 

https://goo.gl/YrmY9v 

4. 
獨資、合夥商號辦理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免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 

https://goo.gl/retyBZ 

5. 
繳稅多元化，行動支付超方便 

https://goo.gl/3qMKfo 

6. 
透過政府設置專戶對運動員捐贈可申報列舉扣除額 

https://goo.gl/2ADJRW 

《報章稅務新聞》 

1. 
獨資合夥所得 併入綜所稅 

https://goo.gl/rJqPav 

2. 
三角貿易課稅 有兩種方式 

https://goo.gl/ZkCMJa 

3. 
租屋供執行業務使用 給付租金須扣取稅款 

https://goo.gl/11c2DW 

4. 
小店戶月銷售額 20萬 將核定使用統一發票 

https://goo.gl/35h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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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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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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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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所稅 4大扣除額提高 家有幼兒最有感 

https://goo.gl/y7A4wj 

6. 
律師法扶案收入抵減率提高 

https://goo.gl/eTsXuk 

7. 
財部研議海外紙上公司解套方案 

https://goo.gl/Fm2tzg 

 

1. 「交際費」與「廣告費」應正確區分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3/0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交際費與廣告費均是營利事業為推展業務所支付之費

用，營利事業為推展業務推陳出新多樣化之促銷活動所支付費用，究屬「交際費」

或「廣告費」性質，營利事業常常混淆，滋生徵納雙方困擾。 

該局說明，所得稅法規定列報交際費有金額之限制，廣告費則無限制。又交際

費係指業務上直接支付之交際應酬費用，包含營利事業為業務需要而招待客戶之支

出，其支出形式並不限於餽贈物品、設宴款待或招待旅遊，所稱「業務上」，指與業

務有關者，係營利事業在從事營利活動過程中，為塑造或改進營利事業之周邊獲利

環境及建立良好公共關係而對「特定人」所支出之費用；而廣告費則著重於建立自

身形象、知名度或擴展商品銷售，所從事各種活動宣傳而對「不特定人」所支出之

費用，二者性質有別(詳如附表)。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經營西藥批發為業，10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列報廣告費 1,000 萬元，經進一步查核發現，其中 800 萬元係僅限邀請國內醫學專

科領域之醫生參加國外醫學會議，並透過其推廣醫藥新知時，協助其他醫師瞭解公

司之產品，進而促進產品之銷售，核屬對特定醫生之招待，為交際費性質，予以轉

正交際費，超過交際費之列支限額部分，乃予剔除補稅且加計利息。 

該局指出，營利事業應依支出之性質及對象「特定」或「不特定」以實際列報，

勿將屬交際費性質誤列報為廣告費。 

 

2.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節稅優惠，超有感~~~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3/05】 

    為減輕薪資所得、中低所得、身心障礙者及育兒家庭稅負，使一般民眾獲得減

稅利益，並衡平薪資所得及股利所得稅負，107年 2月 7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制優化

方案大幅提高綜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等 4 項扣除額額度、調降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

及股利所得課稅新制，尤其是提高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至 120,000 元，增幅 380%，

https://goo.gl/y7A4wj
https://goo.gl/eTsXuk
https://goo.gl/Fm2tzg


台灣會員所 

 

3 

對民眾最有感。 

    南區國稅局表示，綜合所得稅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調高 4大項扣除額額度:（附表） 

二、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為 40%，刪除綜合所得淨額超過 10,000,000元部分適用 45%

稅率級距。 

三、個人居住者 107年獲配之股利及盈餘所得可就下列 2種計稅方式擇一擇優適用： 

(一)合併計稅:股利及盈餘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全戶並按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之

8.5%計算可抵減稅額，抵減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可抵減金額以 80,000元為限。

全年股利及盈餘所得約 940,000元以下者可全額享有抵減稅額。 

(二)分開計稅:股利及盈餘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以全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

28%稅率分開計算稅額，與其他類別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合併報繳。 

    該局特別提醒，所得稅制優化方案自 107年起施行，民眾於今(108)年 5月申報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調整後之扣除額額度、累進稅率及股利所得課稅新

制。 

 

3.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協助您搭起溝通的橋梁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3/0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已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施行，各地

區國稅局均設立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以下簡稱納保官），搭起納稅者及稅捐稽徵機關

間溝通的橋樑，主要服務項目有：一、與稅捐稽徵機關發生稅捐爭議時，請求溝通

與協調。二、認為其權益受有損害時，為申訴或陳情。三、依法提請行政救濟時，

尋求必要之諮詢與協助。 

    該局指出，自國稅局設立納保官以來已協助服務不少納稅者，頗受好評，並舉

例說明：A 公司負責人甲君向納保官尋求協助，激動的表示：「因業主不付工程款，

成本都收不回來，哪還有收入，國稅局認為公司漏報收入，政府真是惡質......」，

聽到甲君一連串對政府不滿的情緒言論，深想政府真的不值得民眾信任嗎？經納保

官重新審視 A 公司的案件，原處分在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上並沒有失誤，但發現 A

公司未將該筆未收取的工程款列報為呆帳損失，故輔導 A 公司可在取得規定憑證後

依法列報呆帳損失。經由納保官溝通及輔導，A公司於隔年度認列呆帳損失，降低稅

捐負擔，也撤回本件行政訴訟，不僅促進徵納和諧，更重要的是贏回民眾對政府的

信任感。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者如有需要納保官服務事項，可至該局網站「納稅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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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護專區」之「我要申辦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網頁線上提出申請，或利用「納

稅者權利保護專區」所公布納保官姓名及連絡電話逕向納保官申請，以維護自身權

益；申請方式不限，以書面、口頭或網際網路均可，屆時納保官將竭誠為您服務。 

 

4. 獨資、合夥商號辦理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免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3/0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為簡化稅政，減輕小型企業營所稅稅負，107年 2月 7

日公布修正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自 107年度起，獨資、合夥組織之所得免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其營利所得直接歸課資本主及合夥人綜合所得稅，大幅降低徵納雙方

申報及稽徵成本。 

    該局進一步說明，獨資、合夥組織於 108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辦理 107年度

結算申報時，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由獨資資本主

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列為營利所得，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申報，計算及繳納綜合所得稅。

舉例說明，甲君獨資經營 A 商號，A 商號 107 年度結算申報所得額為 70 萬元，甲君

不須計算及繳納 A商號應納稅額，而係將 A商號營利所得 70萬元併入甲君個人綜合

所得申報，計算繳納綜合所得稅。 

    該局提醒獨資、合夥組織負責人注意，獨資、合夥組織雖無須計算及繳納所得

稅，但仍要依規定主動誠實申報，倘經稽徵機關查有短漏報所得之情形，依所得稅

法第 110 條第 4 項規定，仍應就短漏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

算之金額處以罰鍰。 

 

5. 繳稅多元化，行動支付超方便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3/05】 

    隨著行動支付潮流來襲，今年 5 月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繳稅工具，除了利用繳

稅取款委託書、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儲蓄存款及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等 e化

方式繳納稅款外，現在更結合智慧手機的行動支付加入 e 化繳稅行列，大大擴展了

繳稅的便利性與安全性。 

    什麼是行動支付繳稅呢？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就是透過下載「臺灣行動支

付」、「ezpay簡單付」或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

彰化銀行、兆豐銀行、臺灣企銀及中國信託等九家行動網銀的 APP，完成註冊並綁定

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後，輸入相關資料就可以繳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有了行動支付繳稅工具後，如果是以稅額試算確認方式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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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納稅義務人，繳稅案件只要利用手機掃描稅額試算繳款書上所載之 QR-Code，輸入

相關資料後，即可完成繳稅並完成申報；如果採用網路申報的，視您行動支付綁定

的是信用卡或金融卡，在繳稅方式項下點選「行動支付-信用卡」或「行動支付-金

融卡」，畫面即會顯示該申報戶專屬的行動支付 QR-Code；至於以一般人工結算申報

書辦理申報者，可自行上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s://www.etax.nat.gov.tw）產印

繳款書，該繳款書也會產出行動支付 QR-Code。在炎熱的五月天不用出門到超商繳

稅，也不用前往金融機構排隊等候繳納，只要在家掃描 QR-Code 輸入信用卡或金融

卡卡號或帳戶資料，一指即可完成繳稅，快速又便捷，請民眾多加利用！ 

 

6. 透過政府設置專戶對運動員捐贈可申報列舉扣除額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3/0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籲請關心及支持運動產業發展的民眾留意了！政府為促進運

動產業的發展，希藉由結合社會大眾資源，鼓勵民眾踴躍捐輸，以協助運動員於重

要賽事獲取佳績，特別在「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中訂有規定，民眾只要是透過教育

部所設置的專戶對經該部認可的運動員之捐贈，就可以在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作為列

舉扣除額。 

    該局表示，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條之 1及「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與所

得稅列舉扣除實施辦法」之規定，個人透過教育部專戶對運動員捐贈者，得於辦理

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教育部摯發捐贈收據，或向國稅局查調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扣除額資料參考清單，申報列舉扣除額。 

    至於這項捐贈在所得稅申報可列舉扣除的金額會依是否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

而定，如未指定捐贈特定的運動員者，為對政府的捐贈，可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反之，若指定捐贈特定的運動員，則視同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的

捐贈，只能在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 20%的範圍內，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額。 

    該局進一步指出，指定捐贈給特定的運動員，因可能涉及關係人間非公益性質

的贈與行為，不符所得稅法公益捐贈列舉扣除的立法精神，因此，如指定捐贈具有

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姻親關係之運動員者，其捐贈不可以作為列舉扣除額，請民

眾特別留意。 

    國稅局最後呼籲民眾多加支持運動產業，如有捐贈運動員者，應特別注意相關

規定，以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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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調高 4 大項扣除額額度： 

項目 修法
前 

修法
後 標準扣

除額 

單身者 90,00

0元 

120,0

00元 與配偶合併申報 180,0
00元 

240,0
00元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註 1
 128,0

00元元 

200,0

00元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128,0
00元 

200,0
00元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註 2
 25,00

0元 

120,0

00元 註 1：全年薪資所得未達 200,000 元者，僅得就其全年薪資所得總額全數扣除。 

註 2：稅率 20%以上或選擇股利及盈餘按 28%單一稅率分開計稅或基本所得額超過 670 萬元者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