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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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釋得標廠商購買已稅進口車輛底盤打造直接供軍用車輛得申請退還原納貨物稅 
http://bit.ly/2vftIaf 

2. 
核釋營利事業因購買股權，依財務會計規定認列之廉價購買利益課稅規定 
http://bit.ly/2vgInSA 

3. 
核釋已封閉垃圾掩埋場之公有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者，得繼續免徵地價稅 
http://bit.ly/2vhgnhM 

《官方稅務新聞》 

4. 
綜合所得稅列報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貼心提醒 
http://bit.ly/2vhKMwi 

5. 
營利事業年度中取得股利收入，莫忘列入當年度營業稅最後一期免稅銷售額申報 
http://bit.ly/2vg7Hbn 

6. 
公開資訊不可作為檢舉逃漏稅捐具體事證 
http://bit.ly/2vi0wPT 

7. 
車輛汰舊換新取得貨物稅退稅款，課稅問題大不同 
http://bit.ly/2vcG3w3 

8.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配合稅法修正重點措施 
http://bit.ly/2vgvDeY 

9. 
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攻略 
http://bit.ly/2veOX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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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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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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vftIaf
http://bit.ly/2vgInSA
http://bit.ly/2vhgnhM
http://bit.ly/2vhKMwi
http://bit.ly/2vg7Hbn
http://bit.ly/2vi0wPT
http://bit.ly/2vcG3w3
http://bit.ly/2vgvDeY
http://bit.ly/2veOX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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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月報稅季，減稅超有感 
http://bit.ly/2vhdm12 

11. 
報稅免煩惱，善用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快速又便捷！ 
http://bit.ly/2UxvgXw 

《報章稅務新聞》 

1. 
買房送小孩後悔了 他這樣做遭課重稅 
http://bit.ly/2vin6rU 

2. 
企業舊車換新退稅 要列收入 
http://bit.ly/2voHNm5 

3. 
F股安啦 開曼群島還是天堂 
http://bit.ly/2vfzsAK 

4. 
海外避稅 安永三招教戰 
http://bit.ly/2vfHCcr 

5. 
賣肉羹賺逾億 7遷戶籍逃稅千萬元 
http://bit.ly/2vhtxvc 

6. 
出售自宅減免 須符三要件 
http://bit.ly/2vhW3g4 

7. 
外僑上網報所得稅 別忘檢附證明文件 
http://bit.ly/2viIEnW 

8. 
提復查、訴願 起算點不同 
http://bit.ly/2vgJkKU 

9. 
海外資金專法 台商現省 12％稅負 
http://bit.ly/2vgn0RB 

10. 
七大繳稅方式一把抓 
http://bit.ly/2vhWnLO 

11. 
開曼經濟實質細則放寬 不用聘任當地執行董事 
http://bit.ly/2vgZsMc 

12. 
多次配息起跑 董事會說了才算 
http://bit.ly/2voJX5b 

13. 
金控多次配息 幾乎無望 
http://bit.ly/2vfIr51 

 

1. 核釋得標廠商購買已稅進口車輛底盤打造直接供軍用車輛得申請退還原納貨物稅 

【財政部 108.04.19台財稅字第 10804518570號令】 

一、軍事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之得標廠商（下稱得標廠商），購買已稅進口車

http://bit.ly/2vhdm12
http://bit.ly/2UxvgXw
http://bit.ly/2vin6rU
http://bit.ly/2voHNm5
http://bit.ly/2vfzsAK
http://bit.ly/2vfHCcr
http://bit.ly/2vhtxvc
http://bit.ly/2vhW3g4
http://bit.ly/2viIEnW
http://bit.ly/2vgJkKU
http://bit.ly/2vgn0RB
http://bit.ly/2vhWnLO
http://bit.ly/2vgZsMc
http://bit.ly/2voJX5b
http://bit.ly/2vfIr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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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底盤打造直接供軍用之汽車，車身打造完成後，經打造車身廠商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查明符合貨物稅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軍用貨品貨物稅免稅辦法

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核准免徵貨物稅，並副知原課徵車輛底盤貨物稅之

海關及進口車輛底盤之貨物稅納稅義務人者，由該納稅義務人檢附車輛底盤之

「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正本及「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影本，向原課徵車輛底盤貨物稅之海關申請退還進口時繳納之貨物稅；進口車

輛底盤之納稅義務人同意將其請求退還貨物稅之權利移轉予得標廠商，由得標

廠商申請退稅者，得標廠商除檢附前揭文件外，應另檢附進口車輛底盤納稅義

務人出具之退稅同意書。 

二、納稅義務人依前點規定請求退還進口車輛底盤已納之貨物稅者，其請求權時效，

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規定。 

 

2. 核釋營利事業因購買股權，依財務會計規定認列之廉價購買利益課稅規定 

【財政部 108.04.18台財稅字第 10804553240號令】 

一、公司投資取得他公司(下稱被投資公司)股權，其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8號「投資

關聯企業及合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6 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規定，

對被投資公司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淨公允價值之份額(下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

值)超過投資成本，於取得投資年度認列之利益(廉價購買利益)，屬未實現利

益，於申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應帳外調整減列。 

二、前點公司嗣後處分被投資公司股權時，應以實際售價減除股權取得成本計算處

分損益，依所得稅法或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課稅。如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合併，

應依本部 103年 12月 1日台財稅字第 10304030470號令第 3點及 107年 3月 30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699410 號令規定認定併購成本及所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公

允價值，併購成本超過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

規定年限攤銷；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超過併購成本部分，應認列為廉

價購買利益，並依本部 103年 4月 10日台財稅字第 10200192840號令規定，自

合併基準日之年度起 5年內分年平均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3. 核釋已封閉垃圾掩埋場之公有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者，得繼續免徵地價稅 

【財政部 108.04.18台財稅字第 10700742290號令】 

符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已封閉垃圾掩埋場之公

有土地，於掩埋面依法設置該掩埋場附屬設施太陽光電系統，且未影響掩埋場垃圾

處理功能者，准繼續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免徵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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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所得稅列報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貼心提醒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4/19】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5 月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常有納稅義務人詢

問，列報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之條件為何，申報時應檢附何種證明文件。 

該局表示，所得稅法賦予納稅義務人報稅時，可申報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列

舉扣除額，以減輕其經濟負擔，並實現住者有其屋政策之目的，惟仍應符合相關規

定，該局特別貼心整理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申報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須有購買自用住宅之事實：首先，列報之房屋應為自有住宅，即該房屋登記為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所有。其次，須符合自住規定，即納稅義務人、

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於課稅年度在該地址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

行業務使用者。 

二、須因購買自用住宅而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即貸款對象為金融機構，

不包含私人間借貸，又貸款須以購置自用住宅為目的，若係「修繕貸款」或「消

費性貸款」，則不得列報扣除，惟如該等貸款確係用於購置自用住宅並能提示相

關證明文件者，仍可列報。另以房屋辦理擔保借款，雖係以購屋借款為名義，

然倘實際用途並非支付房屋款，仍不得列報。 

三、須為原始購屋借款：非屬購屋之增貸部分，所支付之利息不可列報。如貸款銀

行變動或換約者，僅得就原始購屋貸款未償還額度內列報所付之利息，即新貸

款超出原始貸款未償還額度部分仍屬增貸，不得列報，另應檢附轉貸的相關證

明文件，如原始貸款餘額證明書及清償證明書等影本供核。 

四、每一申報戶以 1屋為限：若是將所有 2個門牌號碼之房屋打通供自用住宅使用，

並以 2 間房屋向金融機構借款，且支付利息均符合上開規定，亦僅能選擇其中

一屋之利息列報。 

五、購屋借款利息的扣除，以當年實際支付的該項利息支出減除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額後的餘額，申報扣除，每年扣除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30萬元。 

六、須取具向金融機構辦理該房屋購屋借款的當年度利息單據（繳息清單）正本。

如單據上未載明申報房屋之坐落地址、所有權人、房屋所有權取得日、借款人

姓名或借款用途，應由納稅義務人自行補註及簽章，並提示建物權狀及戶籍資

料影本。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如欲申報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應注意符合各項要

件，以維護影響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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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利事業年度中取得股利收入，莫忘列入當年度營業稅最後一期免稅銷售額申報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9/04/19】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自 5月 1日即將開始申報，提

醒營利事業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一併檢視當年度如有取得國內、外股利收入，

是否已於申報當年度最後一期（107年 11至 12月份）營業稅，彙總列入免稅銷售額，

並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稅額，併同該期營業稅額辦理申報繳納。 

    該局說明，依財政部 78 年 5 月 22 日台財稅第 780651695 號函規定，兼營投資

業務之營業人，於年度中所收取之股利收入，為簡化報繳作業手續，應彙總列入當

年度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惟部分營業人常因於年度中收到國內營利事業發

放之股利扣繳憑單，卻忘記依規定列入免稅銷售額申報，尤其是國外營利事業發放

之股利，因無發放股利之原始憑證，致發生未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稅額年度調整，或不得扣抵比例計算錯誤的情事。 

    為避免營利事業因疏忽遭受處罰，該局特別提醒，若發現 107 年有收取國內、

外股利收入，漏未列入 107 年度最後一期之營業稅免稅銷售額申報，並調整計算進

項稅額不得扣抵比例情形，應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向登記營業地址

所轄之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辦理補報補繳，以免受罰。 

6. 公開資訊不可作為檢舉逃漏稅捐具體事證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9/04/19】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邇來常有熱心民眾主動檢舉他人逃漏稅捐，惟僅以網

路、報章雜誌、政府公報、廣播電視或其他民眾皆可取得之各項公開資訊作為事證。 

    該局說明依財政部頒定「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第

16 點規定，檢舉漏稅情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稽徵機關應通知檢舉人限期補正或提

供新事證，逾期不提供者，得免議存查： 

 （一）經調查不實者。 

 （二）依據網路、報章雜誌、政府公報、廣播電視或其他一般民眾皆可取得之各項

公開資訊提出檢舉者。 

 （三）檢舉事由經稽徵機關或其他機關調查審理中或經他人檢舉在先者。 

    該局進一步表示，為有效防杜逃漏稅情事及懲處不法行為，民眾檢舉他人逃漏

稅捐情事，務必詳述逃漏稅捐之事實，並提供可供偵查之具體事證，供稽徵機關核

辦，以共同打擊逃漏稅捐之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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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車輛汰舊換新取得貨物稅退稅款，課稅問題大不同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9/04/19】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消費者透過產製廠商或進口人依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5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新車貨物稅時，產製廠商及進口人取得稽徵機關核退定額

之貨物稅轉交與消費者，屬代收代付性質，無取具銷貨折讓單問題；若收付間無差

額，亦不生所得課稅問題。 

    該局進一步說明，消費者為個人時，領取之貨物稅退稅款，核屬政府補助性質，

係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並以收入之 100％認列成本及必

要費用，扣繳義務人免依所得稅法第 89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若

消費者為營利事業時，所領取之退稅款係政府補助款，應列入取得年度之收入，依

所得稅法第 24條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8.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配合稅法修正重點措施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19】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截止日為 108年 5月

31 日，該局提醒營利事業應於規定期間內辦理申報，並鼓勵納稅義務人利用網路申

報完稅，省時又便利。 

    該局進一步說明：為了讓納稅義務人能快速及有效率地完成結算申報，特別整

理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修正重點，臚列如下，提醒納稅義務人注意： 

一、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及計算可扣抵稅額，刪除結算及清算申報報書「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變動明細表」。 

二、修正 107年度稅率、課稅所得額級距及速算公式如下: 

                                                            單位:新臺幣 

項次 課稅所得額 稅率 速算公式 

1 12萬元以下者 免徵 - 

2 超過 12萬元 50萬元以下者 18% 

1.P在 187,500 元以下者 

  T=(P－120,000 元)×1/2 

2.P超過 187,500 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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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18﹪ 

超過 50萬元者 20% T=P×20﹪ 

附註： 

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未逾 50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8%，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

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 

  課稅所得額超過 50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 

三、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2 項及第 75 條第 4 項規定，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辦

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另獨資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

業如有當期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得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按出資比

例或合夥契約約定盈餘分配比例計算，於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自應納稅額中減除。 

四、自 107 年度起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下稱機關或團體）獲配股

利或盈餘，刪除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規定，並停止適用其原得自銷售貨物或勞務

以外之收入中減除之規定。又機關或團體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係屬銷售貨物或

勞務以外之收入，若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第 2條 規定者，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於計算課稅所得額

時，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先扣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如有餘額，始予課稅。 

五、為落實簡化及節能減碳之效益，租稅減免、關係人交易明細表、跨國企業集團

成員揭露資料及其他申報書表附冊、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封面以電子檔方

式放置於各地區國稅局網站，營利事 業如需上開申報書表，可至各地區國稅局

網站自行下載表單依式填寫後併同申報；使用網際網路申報者，營利事業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系統仍提供各項申報書表之建檔功能。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請務必如期完成申報並繳清稅款，以免因違反所得稅法第

71 條規定，被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或影響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

書面審核實施要點、營利事業所得稅藍色申報書實施辦法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可

享有之權益。 

 

9. 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攻略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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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將至，為提醒營利

事業如期誠實及正確完成申報納稅，避免申報錯誤遭補稅，茲臚列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應注意事項如附表： 

類別 應注意事項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之認列應採權責基礎，惟外銷收入歸屬年度均應為外銷貨

物報關日或郵政、快遞事業摯發執據蓋用戳記日所屬之會計年度，

而不是以交貨或收款日為收入歸屬年度。 

小規模營利事業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應將其屬稽徵機關查

定銷售額合併已開立發票營業額一併申報。 

營造業承包工程已核發使用執照或經驗收完成，工程已實際完工且

收入業已實現，應將預收貨款轉列當期營業收入。 

成本及費用 

一、出售土地所繳納之土地增值稅，應在該出售土地之收入下減除。

但出售適用房地合一稅制土地，依法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

成本費用或損失。 

二、對依行政法人法規定設立之中央或地方行政法人之捐贈，得比

照所得稅法第 36條第 1款規定，列報營利事業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不受金額限制。 

三、營利事業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須符合政治獻金

法之規定且可扣除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所得額 10%，其總額不超過新

臺幣 50萬元。 

非營業損益 

各項應付未付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債務，逾請求權 時效尚未給付

者，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其他收入。 

營利事業因解散或無適用勞工退休準備金舊制工作年資之員工等原

因，辦理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結，如有剩餘款，係屬該營利事業所

有，其領回之剩餘款應列報其他收入。 

三、轉讓未依公司法第 162條規定簽證發行之股票，非為證券交易，

應屬證券以外之財產交易，該交易所得應依所得稅法第 24條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其他 

一、醫療社團法人及消費合作社等單位，請採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辦理結算申報。 

二、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應於申報期限內辦理申報並繳清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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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如逾期申報或繳納稅款者，均視為普通申報案件處理，將無

法享有盈虧互抵及交際費限額提高等各項優惠規定。 

 

10. 5月報稅季，減稅超有感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19】 

    高雄國稅局表示，今年 5 月報稅適用所得稅制優化方案，並且新增多項租稅優

惠措施，大幅減輕了育兒、薪資所得、中低所得家庭稅負擔，可以說是全民受惠，

該局整理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報稅新措施，讓納稅義務人一次瞭解今年的減稅大利

多： 

今年報稅季，有 5大省稅新制： 

一、所得稅制優化方案—調高四大扣除額、綜所稅稅率調整。 

                                                              單位：萬元 

項目 調整扣除金額 增幅比例 受益申報戶 

調整前 調整後 

標準扣除額 單身 9 12 

33% 

517萬戶受益 84%申報戶 

有配偶 18 24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2.8 20 56% 
542萬戶受益 

88%申報戶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12.8 20 56% 62萬戶受益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2.5 12 380% 61萬戶受益 

適用稅率 
刪除綜合所得淨額1,000萬元以上適用45%之最高課稅級距

（45%—>40%） 

    如果只有薪資所得來源者，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下的單身小資族，或雙

薪家庭年薪 81萬 6千元以下，以及扶養 2名 5歲以下子女並且年薪在 123萬 2千元

以下的雙薪 4口之家，今年就不用繳所得稅囉！ 

二、股利所得計稅二擇一，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獲配 87 年度或以後年度盈餘，可選

擇合併或分開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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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適用綜合所得稅稅率在 20%（含）以下的申報戶全年股利所得 94 萬

元以下採合併計稅較有利，不但可以享有 8 萬元的可抵減稅額，抵減有餘還可以退

稅。 

除了所得稅制優化以及股利計稅二擇一之外，其他租稅優惠如下： 

項  目 內  容 

全民健康保險費放寬扣除 
無論與被保險人是否為同一申報戶，可由納稅義

務人列舉扣除。 

基本生活費調高 

修正基本生活費比較基礎由每人 166,000—>每

人 171,000 

107 年度基本生活費的比較基礎，為免稅額、標

準（或列舉）扣除額、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

兒學前及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等項目，納稅義務

人全戶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上開比較基

礎各項目合計數部分，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

除。 

中央或地方行政法人之捐贈金額

不受限 

例：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高雄市立圖書館 

租賃所得優惠 1.公益出租 

2.社會住宅 

3.健全租賃住宅市場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薪資所得優惠 1.首次在我國居留滿 183天 

2.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 300萬元部分之半數，免

計入綜合所得課稅 

3.取得海外所得，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 

關於「租賃所得優惠」的詳細說明如下： 

該局說明，雖然今年因多項租稅優惠措施，申報綜合所得稅應繳（退）稅額之

計算相較往年複雜，請納稅義務人不用煩惱，國稅局於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會提供

網路申報系統，可多加利用自然人憑證、健保卡+註冊密碼、金融憑證或向國稅局申

請查詢碼，匯入所得資料，申報系統自動運算後，即可試算出何種方式對納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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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有利，應納稅額最低。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善用網路申報系統就可以輕鬆計算及上傳完成申報

囉!不用繳稅而有退稅者，也要記得申報才可以退稅，民眾如有任何疑義，可撥打該

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局將竭誠為您解說。 

 

11. 報稅免煩惱，善用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快速又便捷！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4/19】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 108年 5月 1日至 5月

31 日止，所得、扣除額及免稅額符合一定條件之案件，將由國稅局主動提供稅額試

算服務，於 4月 25日前以掛號方式寄發稅額試算通知書及相關書表；如前一年度係

以自然人憑證或電子憑證或「健保卡+密碼」方式(以下簡稱憑證)完成申報者，將以

平信寄送郵簡通知納稅義務人自行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下載試算書表，請民眾留意收信。 

依收到紙本試算通知書或郵簡通知書分類，回復方式如下表： 

分類 案件類型 如何辦理 

符合稅

額試算

資格 

收到紙本試算通知書 

繳稅案件 申報期間內繳稅完畢即完成申報 

退稅案件 

不繳不退 

1.書面回復 

2.撥打0800-000-321免付費電話語音

回復(退稅案件限沿用本人上年度帳

號) 

3.線上回復確認(財政部電子申報繳

稅服務網站) 

4.掃描試算通知書上 QR-code完成確

認申報 

未收到通知書 
繳稅案件 

退稅案件 

不繳不退 

未收到通知書者，可就近至任一國稅

局申請補發，再依前述方式辦理回復

確認 

收到郵簡通知書 

收到郵簡通知書者，可至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以憑證下載試算通

知書及相關書表，再依前述方式辦理

回復確認 

不符合稅額試算資格 以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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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1日戶口名簿所載戶號為通

行碼，以報繳稅系統下載所得及扣除

額辦理網路申報 

該局提醒，若因憑證使用期限到期無法下載，請逕洽各發證單位辦理展期，或

可由納稅義務人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申

請補發稅額試算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