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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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遺留一台舊機車是否要申報遺產稅？ 

https://reurl.cc/Gzkyy 

2. 

個人出售屬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範圍之房地，不論盈虧，均應辦理房屋土地

交易所得稅申報 

https://reurl.cc/2x49O 

3. 
被繼承人遺有之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要申報遺產稅 

https://reurl.cc/mWdKM 

4. 
購買節能家電及汰換老舊大型車減徵退還貨物稅之執行情形 

https://reurl.cc/8rlmR 

5. 
財政部對廢止印花稅之說明 

https://reurl.cc/nQV8X 

6. 
善用相互協議程序消除跨境所得稅爭議，提升租稅確定性 

https://reurl.cc/VGa9b 

7. 
財政部關務署增設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保護您的權利 

https://reurl.cc/ddrE2 

8. 

大豪雨警戒!高雄國稅局提醒民眾記得做好防汛準備，如因強降雨造成災害損

失，可保存證據向國稅局申請減免稅捐。 

https://reurl.cc/mWnD9 

《報章稅務新聞》 

1. 節能家電 兩月退稅 3.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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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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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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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DN6LO 

2. 
新藥投資抵減 注意四要件 

https://reurl.cc/xY08N 

3. 
身心障礙者免牌照稅優惠 免自行申請也可適用 

https://reurl.cc/O2q8A 

4. 
節能家電減稅 不滿 2個月帶動 19萬台換機潮 

https://reurl.cc/YM6rL 

5. 
減稅小確幸 基本生活費可望上調至 17.5萬 

https://reurl.cc/O2q3R 

6. 
同意、不同意出售共有地 房地合一稅率差距 45%、20% 

https://reurl.cc/6plmy 

7. 
財政部下半年修四法 印花稅廢止案已送政院 

https://reurl.cc/RK1VD 

8. 
為什麼要廢止印花稅 財政部這麼說 

https://reurl.cc/ZR7LA 

9. 
死前兩年內 贈與家人現金…須報遺產稅 

https://reurl.cc/WeLKZ 

10. 
父親土地掛人頭 死後要回…補稅還加罰 

https://reurl.cc/k40Ad 

 
1. 被繼承人遺留一台舊機車是否要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8/16】 

民眾陳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後遺留的老舊機車是否應辦理遺產稅申報？

還是直接報廢就好？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遺有車輛時，應於死亡之日起 6 個月併同

其他財產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遺產稅申報，才能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輛繼

承過戶登記。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2 條及 33 條規定，繼承人未於被

繼承人死亡後 1 年內辦理異動登記，公路監理機關將會註銷該車輛牌照，車輛如

因老舊不堪使用，繼承人亦可逕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事宜。如有疑義，可洽

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詢問。【#232】 

提供單位：楠梓稽徵所 聯絡人：黃國明主任 聯絡電話：(07）3522394 

撰稿人: 葉文程 聯絡電話：（07）3522491 分機 5035 
 

2. 個人出售屬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範圍之房地，不論盈虧，均應辦理房屋土地

交易所得稅申報 

https://reurl.cc/DN6LO
https://reurl.cc/xY08N
https://reurl.cc/O2q8A
https://reurl.cc/YM6rL
https://reurl.cc/O2q3R
https://reurl.cc/6plmy
https://reurl.cc/RK1VD
https://reurl.cc/ZR7LA
https://reurl.cc/WeLKZ
https://reurl.cc/k4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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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8/16】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上路後，個人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交易 103 年 1 月 2 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之房屋、土地，或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核屬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課稅範圍，

不論有所得或損失，均應依規定於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 30日內辦理房屋土

地交易所得稅申報，以免受罰。 

該局說明，個人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出售屬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課稅範圍之

房地，不論交易有所得或損失，均須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並應在

交易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使用自然人憑證、

金融憑證、已註冊健保卡、納稅義務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透過網

路辦理申報，或填具申報書並檢附買賣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辦理申報，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繳款

書證明聯或至 https://paytax.nat.gov.tw查詢繳稅紀錄畫面）。如果未依限申報

者，依所得稅法第 10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可處罰鍰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

下行為罰;如有應補稅額，應依同法條第 3 項規定，按補徵稅額處 3 倍以下罰鍰，

並與前開行為罰擇一從重處罰。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4年 1月 23日以 977萬元買入臺北市房屋及其坐落基

地，購屋後支付改良修繕費用 39 萬元，並於 105 年 8 月 29 日以 980 萬元出售，

甲君自行計算後認為賣屋虧損 36萬元，誤認虧損即不用申報，經該局以甲君未依

限申報，處以 3千元罰鍰。 

該局呼籲，民眾買賣房地應注意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相關法令規定，避免因

不諳稅法規定未為申報，致遭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聯絡人：法務二科黃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961） 

 
3. 被繼承人遺有之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要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8/16】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投資之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公司

股票，與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相同，均屬於遺產稅課稅範圍，要記得申報

遺產稅。 

該局說明，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遺產中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

票，應以繼承開始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如該公司持有土地或房屋，其帳面

價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並應依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

標準價格估價；如該公司持有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則依繼承開始日該項上市

或上櫃有價證券之收盤價或興櫃股票之當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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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舉例說明，被繼承人甲君生前投資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 A 公司股

票，惟繼承人漏未申報，經該局函詢 A 公司，A 公司表示甲君確為該公司股東，

該局爰按繼承開始日 A公司資產淨值及甲君持有股數，調增遺產總額 5百萬元。 

該局提醒，被繼承人所遺未上市、未上櫃或非興櫃公司股票，因未列示於集

保存摺中，常有漏報情事；又繼承人於申報遺產稅前，透過稅務入口網申請或至

國稅局臨櫃查調被繼承人之財產參考清單，但因清單內容與實際情形常有時間落

差而有漏誤，故應再向被投資公司確認繼承開始日投資股數及每股淨值，正確申

報投資金額，以免遭補稅處罰。 

（聯絡人：綜合規劃科唐審核員；電話 2311-3711分機 1612） 
 

4. 購買節能家電及汰換老舊大型車減徵退還貨物稅之執行情形 

【財政部- 2019/08/16】 

為鼓勵民眾購買節能電器產品及加速報廢老舊大型車，達節能減碳、綠色消

費及改善空污等政策目標，「貨物稅條例」增訂第 11條之 1及修正第 12條之 6條

文，自 108年 6月 15日施行，說明如下： 

一、自 108 年 6 月 15 日至 110 年 6 月 14 日，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

級為第 1 級或第 2 級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非供銷售且未退貨或換

貨者，減徵貨物稅每臺最高新臺幣(下同)2千元。(貨物稅條例第 11條之 1) 

二、自 106年 8月 18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報廢 1期至 3期大客車、大貨

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下稱大型車，包括曳引車)，並購

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減徵新車貨物稅每輛最高 40 萬元。(貨

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6) 

財政部說明，買受人購買符合上開規定之節能電器，可檢具規定證明文件透

過網際網路或填具規定格式申請書就近向任一國稅局(含總局、分局、稽徵所或服

務處)臨櫃或郵寄提出申請；申請期限為購買電器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記載交易日期

之次日起算 6 個月內，逾期不得申請退還，經國稅局審查核准者，於受理後 1 至

2 個月內將退稅款撥付買受人指定之本人金融機構帳戶(下稱直撥退稅)或郵寄退

稅支票。截至 108年 8月 11日，消費者購買符合規定節能電器，核定准予退還減

徵貨物稅計 194,025臺，稅額 3.25億元。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依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6規定，汰舊換新減徵新大型車

貨物稅案件，應由產製廠商或進口人依規定期限(即大型車報廢、換新日期在後者

之次日起算 6個月內，逾期不得申請退還)，向所在地國稅局或進口地海關提出。

為確保減稅利益由新車實際購買人享有，並簡化撥付流程，經所在地國稅局或進

口地海關審查核准後，退稅款以直撥退稅或郵寄退稅支票方式直接撥付新車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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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人(即出資購買新大型車之車輛實際所有人)。截至 108年 8月 11日，已受理

203件，刻由國稅局及海關審理中。 

為確保民眾權益，財政部籲請符合上開貨物稅條例規定之節能電器買受人及

新大型車產製廠商或進口商，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退還貨物稅之申請，以免因逾

期不得退還而損及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賦稅署 游忠信科長 

聯絡電話：(02)2322-8139 

 
5. 財政部對廢止印花稅之說明 

【財政部- 2019/08/16】 

鑑於長年以來外界對於課徵印花稅迭存疑義，為消除對納稅義務人交易過程

之干擾，俾促進經濟成長，爰研議廢止印花稅法，說明如下： 

一、我國印花稅屬 100%直轄市及縣市稅，現行對「銀錢收據」、「買賣動產契

據」、「承攬契據」及「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4種憑證課徵印花稅。103

年度至 107 年度平均每年印花稅稅收新臺幣（下同）112 億元，占全國稅收實徵

淨額 0.51%。107 年度 6 直轄市印花稅稅收為 99 億元，占該年度全國印花稅稅收

82%。 

二、1 筆交易常同時構成不同稅目之課稅要件，包含買賣、承攬、讓受及分

割不動產等，導致民眾對於印花稅與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有重複課稅之疑

慮，例如承攬契據係由立據人依契約金額繳納 1‰印花稅，倘營業人承攬交易屬銷

售勞務性質，尚應就銷售額開立統一發票報繳 5%營業稅，二稅課稅要件不同，亦

非必然同時課徵，惟均係以同一交易之承攬金額計算稅額，致民眾有重複課稅之

感。再者，印花稅之課徵項目係以憑證性質認定，惟隨經濟發展，商業交易涉及

憑證種類及態樣繁多，容易造成徵納雙方對憑證性質認定歧見，例如訂貨單具承

攬契據適用 1‰稅率或買賣動產契據應納 12 元印花稅，常為認定爭執之處，爰外

界時有廢止該稅之建議。 

三、查 74年制定新制營業稅時，將附隨營業發票課徵之印花稅納入營業稅課

徵，並規劃長期將視稅收情況適時廢止印花稅；91年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印

花稅及娛樂稅之檢討」報告，建議可調升營業稅稅率以彌補地方政府財源之原則

下，廢除印花稅；98年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綠色稅制之研究」報告，建議綠

色稅制改革將產生充裕稅收，藉此改良印花稅。此外，立法委員曾於 91 年、94

年及 99年三度提案廢止印花稅。綜上，考量印花稅課徵上之爭議、參酌歷次稅制

改革建議及為消除納稅義務人交易過程之干擾並降低交易成本，爰研議廢止印花

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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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8條之 1及財政紀律法第 5條規定，各級政府、

立法機關制(訂)定或修正法律或自治法規，有減少歲入者，應同時籌妥替代財源，

具體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為避免影響地方施政，將在兼顧財政餘裕及財政紀律

情形下，配合法制作業時程，擬具廢止「印花稅法」說明，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

院審議；倘經立法院審議廢止印花稅法，將由中央編列預算補足地方減少之稅收。 

新聞稿聯絡人：賦稅署 蘇靜娟科長 

聯絡電話：(02)2322-8146 

 
6. 善用相互協議程序消除跨境所得稅爭議，提升租稅確定性 

【財政部- 2019/08/16】 

財政部表示，我國個人及企業可透過所得稅協定「相互協議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機制，確保在我國及協定夥伴國享有所得稅協定效益。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104 年發布防止稅基侵

蝕及利潤移轉（BEPS）15項行動計畫成果報告，嗣將行動計畫 14「提升爭議解決

機制之效率」列為最低標準之一，目標係以及時、有效且具效率方式解決所得稅

協定爭議。我國現行生效 32 個所得稅協定均訂有「相互協議之程序」條文，自

97 年迄今已與 11 個協定夥伴國（包括日本、荷蘭及英國等）之主管機關商議 32

件所得稅協定適用案件，類型包括關係企業間利潤分配或歸屬爭議 3 件、申請簽

署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15 件，及適用或解釋所得稅協定爭議 14 件。另為符合前述

最低標準，我國於 107年 6月 25日依 OECD同儕檢視項目（terms of reference）

訂定「適用所得稅協定相互協議程序作業要點」，明定處理是類案件時程、申請人

應備之文據及達成決議之執行等規定。 

相互協議程序不僅可提升爭議解決效率，亦有助增進租稅確定性。例如我國

納稅義務人甲君赴締約他方工作，同時構成我國及締約他方之稅務居住者，雙方

主管機關可透過相互協議程序判定甲君於適用協定之單一居住者身分，避免締約

雙方重複課稅；又如跨國關係企業可向雙(多)方主管機關申請，就未來數年之受

控交易簽署雙(多)邊預先訂價協議，皆可有效提升租稅確定性，避免所得稅重複

課稅。 

財政部說明，致力及時解決所得稅協定爭議已成為國際共識，籲請我國納稅

義務人善加利用相互協議程序管道，財政部將積極與締約他方溝通，協助納稅義

務人解決問題。相關資訊（包括法規、申請書表及流程圖）參考財政部網站相互

協議程序專區（路徑：財政部首頁>服務園地>國際財政服務資訊>相互協議程序），

請多加利用。 

新聞稿聯絡人：國際財政司 王瑀璇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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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2322-8183 

 
7. 財政部關務署增設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保護您的權利 

【財政部- 2019/08/16】 

財政部表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106 年 12 月 28 日施行，關務署於基隆關、

臺北關、臺中關及高雄關等 4關區，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下稱納保官）22 名。

關務署為擴大服務，使各通關點納稅者均能獲得保障，陸續增設金門、馬祖、蘇

澳、桃園(貿聯及南崁)、新竹科學園區及桃園機場等 7處納保官，至今(108)年 7

月底共設置納保官 29名，未來納稅者可就近向所在通關點之納保官申請「稅捐爭

議之溝通與協調」、「申訴或陳情」及「行政救濟之諮詢與協助」等納稅者權利保

護事項，海關納保官將發揮專業能力，保護納稅者權利。 

財政部關務署進一步舉例說明納稅者權利保護案例，例如：甲公司於 106 年

報運瓷器進口，其中報單第 1項貨物因翻譯錯誤，申報材質「聚乙烯」，涉及虛報

貨物品質，經海關核發處分書在案。該公司不服處分，申請復查並請求納保官協

助，納保官受理後調閱相關資料查明事實，發現該公司進口報單貨名欄大項名稱

已申報瓷器，且申報錯誤具備客觀合理事由，得認未達虛報程度，經溝通討論後，

以復查決定撤銷原處分，維護該公司權益。 

財政部關務署最後表示，納稅者可透過網際網路、書面或電話等方式申請權

利保護事項，針對網際網路申請案件，海關提供線上查詢功能，申請人得透過電

子郵件信箱及申辦案號查詢海關辦理進度，透過多元的申辦程序，落實納稅者權

利保護。 

新聞稿聯絡人：關務署 湯璧瑄專員 

聯絡電話：(02)2550-5500分機 2532 

 
8. 大豪雨警戒!高雄國稅局提醒民眾記得做好防汛準備，如因強降雨造成災害損

失，可保存證據向國稅局申請減免稅捐。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8/17】 

受到西南風增強影響，大豪雨對高雄市桃園區、那瑪夏區、六龜區、茂林區、

甲仙區及美濃區等地區域造成災害，高雄國稅局提醒民眾多加注意，並做好防汛

準備及注意自身安全。如財物有遭受損失，請務必先拍照保存證據，並於災害發

生後 30日內，檢附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如受災財物照片、原始取得憑證、保險

公司鑑價損失資料或受損財物修復取得之統一發票或收據），向當地國稅局分局或

稽徵所報備災害損失並申請減免稅捐，以維護自身的權益。 



台灣會員所 

 

8 

該局進一步說明，有關國稅、地方稅災害損失減免、稅捐延期或分期繳納及

應 檢 附 文 件 資 訊 ， 已 彙 整 置 放 於 該 局 網 站 「 災 害 損 失 報 備 專 區 」

(https://www.ntbk.gov.tw/etwmain/web/ETW118W/CON/1509/8561318481514606

541) ， 民 眾 可至 該 專 區 查 詢， 或 利 用 財 政部 稅 務 入 口 網線 上 申 辦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web/ETW109W) 。如對災害損失稅捐減

免或稅捐延期、分期繳納規定或申請報備方式有不明瞭的地方，可就近向所在地

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洽詢，或於上班期間撥打各地區國稅局免付費專線

0800-000-321查詢。【#236】 

提供單位：服務科 聯絡人：陳怡伶科長 聯絡電話：(07)7115061 

撰稿人:許勝傑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