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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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本人使用之車輛，每人以 1輛為限，由稽徵機關核定免徵使

用牌照稅之稅額，免再提出申請；車籍移轉管轄者，亦免申請 
http://bit.ly/2D38UHz 

《官方稅務新聞》 

2. 
簡化身心障礙者車輛減免使用牌照稅手續 
http://bit.ly/2D39RQ9 

3. 
當年度在境內居住滿 183天之外國人應於離境前或隔年 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 
http://bit.ly/2D39XHv 

4. 
報社所開立之廣告費收入收據可否申報進項稅額扣抵 
http://bit.ly/2D0HXnE 

5. 
欠稅移送強制執行後，執行中稅額有變更，無重新發單之問題 
http://bit.ly/2D4iVEf 

《報章稅務新聞》 

1. 
境外資金匯回 申報不實開罰 
http://bit.ly/2D1X2pe 

2. 
報稅系列報導之一 新制五大不同 受薪族最有感 
http://bit.ly/2D1oVO0 

3. 
長照扣除額 35萬人受惠 
http://bit.ly/2D2s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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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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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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照扣除額 12萬 不排富 
http://bit.ly/2D4vOyi 

5. 
海外資金匯回專法 獎勵實質投資 
http://bit.ly/2D1pjvW 

 

1. 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本人使用之車輛，每人以 1 輛為限，由稽徵機關核定免徵使

用牌照稅之稅額，免再提出申請；車籍移轉管轄者，亦免申請 

【財政部 108.04.08台財稅字第 10804502740號令】 

法律依據：  

1. 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款(類)  

 

關係法令:  

1. 使用牌照稅法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8.04.08台財稅字第 10804502740號令  

 

摘要：  

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本人使用之車輛，每人以 1 輛為限，由稽徵機關核定免徵使用

牌照稅之稅額，免再提出申請；車籍移轉管轄者，亦免申請。  

 

說明: 

一、符合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其本人使用

之車輛，每人以 1 輛為限，由財稅資訊系統勾稽「全國車籍檔」及衛生福利部

之「全國身心障礙檔」電腦註記為免稅車輛；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依下列情形

分別核定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稅額，將核定情形通知該身心障礙者，免再由身心

障礙者依同條第 2項規定辦理免徵手續。車籍移轉管轄者，亦同： 

 

(一)所持有社政機關核發身心障礙證明之鑑定日期為 108 年 1 月 1 日以後者：以該

證明所載鑑定日期為準，於有效期間內，計算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稅額。 

http://bit.ly/2D4vOyi
http://bit.ly/2D1pj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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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持有社政機關核發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鑑定日期為 10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者：以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有效期限屆至前之期間，計算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稅

額。 

二、符合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本文後段規定，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

駛執照者，其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供其使用之車輛，每人以 1

輛為限，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於使用前向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免徵使用

牌照稅之手續，並自申請日開始免徵；車輛移轉管轄者，仍應重新向車籍所在

地稽徵機關辦理免徵手續，該車輛原經核准符合前開免徵規定者，其自車籍變

更日起至核准免徵前 1 日止之使用牌照稅，准免予補徵。至本人所有已註記為

免稅之車輛，申請變更為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車輛為免稅車輛

者，以申請日為準適用免徵規定。 

三、廢止本部 103年 9月 11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1390號令有關本部 97年 9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750420號函之部分。 

 

2. 簡化身心障礙者車輛減免使用牌照稅手續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4/08】 

財政部今(8)日發布解釋令，為簡化身心障礙者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作業，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本人使用之車輛，每人以 1

輛為限，由財稅資訊系統勾稽「全國車籍檔」及衛生福利部之「全國身心障礙檔」

電腦註記為免稅車輛，並將核定情形通知該身心障礙者，免再由其提出申請；車籍

移轉管轄者，亦免申請。如有疑義可再向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查詢確認或更正。 

財政部說明，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本人使用之車輛，由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依

下列情形分別核定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稅額： 

(一)所持有社政機關核發身心障礙證明之鑑定日期為 108 年 1 月 1 日以後者：以該

證明所載鑑定日期為準，於有效期間內，計算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稅額。 

(二)所持有社政機關核發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鑑定日期為 10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者：以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有效期限屆至前之期間，計算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稅

額。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符合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本文後段規定，因

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者，其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供其使用之

車輛，每人以 1 輛為限，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於使用前向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

理免徵使用牌照稅之手續，並自申請日開始免稅；車輛移轉管轄者，仍應重新辦理

免徵手續。該車輛原經核准符合前開免稅規定者，其自車籍變更日起至核准免徵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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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之使用牌照稅，准免予補徵。至本人所有已註記為免稅之車輛，如申請變更為

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車輛為免稅車輛者，以申請日為準，適用免稅。 

財政部指出，鑑於身心障礙者多為社會弱勢或不諳行政程序，目前符合免稅規

定之身心障礙者所有車輛已可透過跨機關檔案運用，由電腦註記為免稅車輛，免再

由身心障礙者提出申請，以資簡政便民。至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解釋令發布前，

如有溢繳稅款情形，將由稽徵機關主動辦理退稅，以維納稅義務人權益。 

 

3. 當年度在境內居住滿 183天之外國人應於離境前或隔年 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4/08】 

     金先生來電詢問，其自 107年（2018年）1月 1日起在臺南工作，該年已在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超過 183日，是否需要申報 2018年度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說明，外籍人士當年度在中華民國居留天數超過 183 日，即

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應於隔年 5月 1日至 31日間填具結算申報書，向國稅稽徵

機關申報該年度綜合所得稅。因此，金先生 2018 年度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超過 183

日，自應於 2019年 5月 1日至 31日，向居留證所載居留地稽徵機關辦理 2018年度

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該局提醒，如金先生於 2019年間仍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超過 183日，但在該年

度中離境不再返回中華民國境內，應在離境之前 10 日內辦理 2019 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 

 

4. 報社所開立之廣告費收入收據可否申報進項稅額扣抵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0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時有營業人來電反映僅收到報社開立之廣告費收據，

不敢拿來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怕遭到國稅局處罰。 

    該局說明，依法登記之報社，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免徵營業稅，但是如果銷

售廣告，必須課徵營業稅，另外報社的廣告費收入得以收據代替統一發票，開立收

據原則如下： 

    按照現行報業刊登廣告性質有營業廣告及分類廣告兩大類。營業廣告費收入採

用三聯式收據，其第二聯扣抵聯，由廣告客戶作為進項扣抵憑證，可作為扣抵銷項

稅額之憑證。分類廣告費收入採用兩聯式收據，不得作為進項之扣抵憑證，但可作

為營業人之費用支出憑證。 

    該局進一步說明，如果營業人刊登的營業廣告，收到報社所開立之收據，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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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項之扣抵憑證；如果刊登的是分類廣告，就不能拿來扣抵。 

 

5. 欠稅移送強制執行後，執行中稅額有變更，無重新發單之問題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0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李小姐詢問因欠繳綜合所得稅被移送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事後發現綜合所得稅申報時忘記申報扶養母親，經向戶籍

所在地所屬國稅局申請增列扶養親屬後，應納稅額減少，可否向國稅局要求展延繳

納期限，重新發單補繳稅款？ 

    該局說明，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39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

滿 30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強制執行。就移送強制執行之案件，在

執行中稅額有變更時，僅為執行事項之更正，其性質與原處分之撤銷不同，並不發

生重新發單之問題，不影響原處分未變更部分之效力，其滯納金應按更正後之稅額

加徵，因此，納稅義務人向所轄稽徵機關申請更正後，稽徵機關將函請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就更正後金額繼續執行，不再展延期限重新寄發稅單，納稅義務人仍應按更

正後之稅額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繳納。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如收到稅捐稽徵機關稅單，應查對核定內容，如需更正，

應於繳納期限內向核定稽徵機關提出申請，避免逾期被加徵滯納金及利息或欠繳遭

移送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