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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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稅務新聞》 

1. 

金融機構自 108年 1月 1日起應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

辦法（CRS辦法）」進行盡職審查及申報 

https://bit.ly/2Kxe4zH     

2. 

營業人租屋供員工住宿使用，具酬勞員工性質，其所支付之進項稅額不得扣

抵銷項稅額 

https://bit.ly/2TrRZ8c       

3. 

營利事業從事不動產買賣業之申報案件，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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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https://bit.ly/31vVsFC         

4. 
房地合一新制未辦理申報常見類型 

https://bit.ly/31BPfZ4        

5. 
營利事業聘僱外籍專業人士之相關課稅規定 

https://bit.ly/2YHtIB7           

6. 

申請適用生技新藥發展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及股東投資抵減應注意

事項 

https://bit.ly/2KvKzhK           

《報章稅務新聞》 

1. 暫停營業 須報營所稅 
https://bit.ly/2Z4kmyw     

2. 無人加水站普及 國稅局籲營業前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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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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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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fmi820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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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31tLQLE     

3. 企業傳承 資誠：信託規劃 分離股權、財產權 
https://bit.ly/2KySQl3     

 

 
1. 金融機構自 108年 1月 1日起應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

辦法（CRS辦法）」進行盡職審查及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8/12】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因應國際資訊透明標準之提升及維護租稅公平，

財政部於 106年 11月 16日發布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下

稱 CRS辦法），規定申報金融機構應於 108年起進行盡職審查，並於 109年起每年

6月應將規範之申報資料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進行申報。 

該局表示，依 CRS辦法第 5條所規定，存款機構、保險機構、投資實體及特

定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除屬該辦法第 3 條規定得免辦理盡職審查及申報者，餘

皆應依該辦法規定自 108年 1月 1日起對金融帳戶執行盡職審查，並於審查後向

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申報國居住者之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料。 

該局進一步指出，配合 CRS辦法施行，財政部已於 107年 11月 27日公告金

融機構低風險規避稅負實體名單，並已發布「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

作業辦法自我證明表範本」及「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疑義

解答」〔請參考財政部賦稅署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dot.gov.tw；路徑：

首頁∕反避稅專區∕執行共同申報與盡職審查準則（CRS）〕，以供徵納雙方遵循。 

該所呼籲反避稅趨勢已成國際潮流，為與國際接軌，財政部訂定 CRS 辦法，

除提升資訊透明度，有效防杜跨國避稅，同時避免國際組織進行同儕檢視時，將

我國列為不合作國家，影響臺商及我國企業競爭力。依 CRS 辦法規定，金融機構

應於 108 年起進行盡職審查，建議提早規劃因應之道，儘速檢視相關作業及受影

響程度，以降低新制所造成之衝擊。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將竭誠

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大屯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薛碧寧 

聯絡電話：（04）24852934轉 107 
 

2. 營業人租屋供員工住宿使用，具酬勞員工性質，其所支付之進項稅額不得扣

抵銷項稅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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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所支付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說明，營業人如租賃房屋供員工住宿，係屬酬勞員工性質，其有關租金、

水電費及瓦斯費等所支付之進項稅額，自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但營業人如為工程

施工需要，於工地搭建臨時房屋或在工地附近租賃房屋供施工人員臨時住宿或辦

理工務使用，該房屋租金、水電費、瓦斯費等核屬供業務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

其進項稅額依法可准予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業人自行興建或購置之體育館、員工宿舍、餐廳及各項

員工福利設施等固定資產，其所有權如未移轉與員工個人，因其支出係屬與業務

有關且亦非具有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性質，故其相關進項稅額可准予申報扣抵銷

項稅額。 

如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豐原分局銷售稅課吳俊泓 

 聯絡電話：04-25291040轉 311 

 
3. 營利事業從事不動產買賣業之申報案件，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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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8/12】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從事不動產買賣業之申報案件，不適用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辦理結算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最近有從事不動產買賣業之營利事業，採擴大書面審核案

件方式申報，以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淨額按擴大書面純益率計算全年

所得額，再減除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增益，造成課稅所得額為負數，嗣經國稅

局調帳查核，不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第 9 點

第 1項之規定，因而補稅裁罰。 

該局提醒從事不動產買賣業之營利事業，若有按擴大書面審核辦理申報案件

者，應即自動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更正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以免疏忽而受罰 。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相關問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將竭誠

為您服務。 

新聞稿連絡人：沙鹿稽徵所 營所遺贈稅股 陳秀姿 

聯絡電話：（04）26651351轉 117 

 
4. 房地合一新制未辦理申報常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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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8/12】 

財政部中區國稅表示，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的房屋、土地，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售者，除符合免辦理申報房地合一課稅新制之條件外，應於完成移

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日內申報，為協助納稅義務人正確申報，該局整理未申報

房地合一新制之常見類型如下：  

 一、因不熟悉房地合一新制申報規定，誤認所得仍係併入綜合所得總額於次

年 5月辦理結算申報，致未依規定申報。   

二、因房屋、土地交易係虧損，誤認因無所得而無須申報，致未依規定申報。  

三、誤以為交易日及取得日係簽訂買賣契約之日，誤認其交易之房屋、土地

不屬新制課徵範圍，致未依規定申報。  

四、誤以為交換之房屋、土地不屬新制課徵範圍，致未依規定申報。   

五、誤認僅出售土地不屬新制課徵範圍，致未依規定申報。   

六、房地合一新制實施前後陸續取得同地號之土地持分或取得不同地號之土

地後合併，105 年以後出售時僅出售部分土地持分，誤認不屬新制課徵範圍，致

未依規定申報。   

七、誤以為因自地自建、合建分屋或合建分售等情形出售之房屋、土地，如

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規定(簡稱奢侈稅)免稅，而誤認此類情形不屬新制課徵範

圍，致未依規定申報。  

 八、自行認定交易之農地屬免申報範圍，卻無法檢附農地農用證明及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證明，而誤認此類情形不屬新制課徵範圍，致未依規定申報。   

九、二親等買賣案件有給付價金，但誤以為已申報贈與稅即不屬新制課徵範

圍，致未依規定申報。  

 十、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其他信託財產(如存款)取得之房屋、土地，

後續交易房地時，誤認以訂定信託契約日為取得日而不屬新制課徵範圍，致未依

規定申報。 

 該局提醒，民眾如有交易上述情形之不動產，請記得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辦理申報。如已逾申報期限，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進行調查前，自動補報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者，可免予處罰。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南投分局綜所稅課 簡小姐 

聯絡電話：(049)2223067轉 210 

 
5. 營利事業聘僱外籍專業人士之相關課稅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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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加速推動臺灣經濟國際化，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來

臺服務，依聘僱契約約定，所支付之本人及眷屬來回旅費、工作一段期間後依契

約規定返國渡假之旅費、搬家費、水電瓦斯費、清潔費、電話費、租金、租賃物

修繕費及子女獎學金，應依規定記帳及取得、保存相關憑證，得以費用列帳，不

列為該外籍專業人士之應稅所得。 

該局進一步說明，符合「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所稱外籍專業

人士，包括已在臺工作者，但由於身分認定之疑慮，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及其

他國家國籍之雙重國籍者，排除適用，並以從事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交通事業、

財稅金融服務、不動產經紀、移民服務、律師、專利師、技師、醫療保健、環境

保護、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學術研究、獸醫師、製造業、流通服務業、華僑

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專業、科學或技術服務業之經營管

理、設計、規劃或諮詢等、餐飲業之廚師，及其他經勞動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指定之工作者為限。 

該局特別提醒，雇主聘僱符合上述適用範圍之外籍專業人士，應依就業服務

法第 46 條及第 48條規定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許可，並取得該署核發之外

籍人士工作許可函，其同一課稅年度在臺居留合計須滿 183 天，且全年取自中華

民國境內外雇主給付之應稅薪資須達新臺幣 120 萬元；而外籍專業人士當年度在

臺居留期間未滿 1年者，該期間薪資換算之全年應稅薪資須達 120 萬元。但雇主

基於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之特殊需要，並經財政部專案審查認定，得不受全年應稅

薪資須達 120萬元之限制。 

如對上述說明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將竭誠

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竹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徐淑惠 

 電話：037-460597轉 105 

 
6. 申請適用生技新藥發展條例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及股東投資抵減應注意

事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8/1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向經濟部申請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者，享有研

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為

生技新藥公司之記名股東，亦得享有股東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優惠，惟於

經濟部審定函有效期間內，生技新藥公司有不符合資格要件者，經濟部得邀請相

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再行確認後，撤銷或廢止該審定函，原享有之租稅優惠將

予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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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說明，依據修正後「生技新藥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

抵減辦法」 及「營利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第 2條第 1項規

定，關於資格要件必須符合：（1）生技新藥之研究或發展工作不得全程於國外進

行；（2）研究發展費用占營業收入淨額達 5%以上，或占實收資本額 10%以上；（3）

聘僱具大學以上學歷之專職研究發展人員至少 5人；（4）最近 3 年內未重大違反

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 

該局指出，取得經濟部審定函之生技新藥公司，如經查核發現其申請時或於

該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有不符合前揭情形之一，而經撤銷審定函者，其已依生技新

藥發展條例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已抵減之稅額，或經廢止審定函者，自不符合年

度起抵減之稅額，應由稅捐稽徵機關追繳之，並自各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

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該局呼籲，公司 108 年度如欲適用生技新藥發展條例之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

支出投資抵減稅額及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者，於經濟部審定函有效期間內仍應檢視

是否符合前述投資抵減辦法第 2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以免影響適用租稅優惠之權

益。 

（聯絡人：審查一科陳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