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會員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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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每月給付之獎金未達起扣標準者免予扣繳，但仍應列單申報 
http://bit.ly/2MZsFGA 

2. 
營利事業借款供增建固定資產，在建造期間支付之利息，應列為資產成本 
http://bit.ly/2MTW9W9 

3. 
中區國稅局貼心服務再添一筆！全臺首件營利事業境外資金匯回申請案，已審核

通過！ 

http://bit.ly/2MYq13y 

4. 
財政部公告對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不銹鋼冷軋鋼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 

http://bit.ly/2PMhG5f 

5. 
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申報，以免受罰 

http://bit.ly/2PMbOcn 

6. 
納稅義務人實際扶養孫子女並符合一定條件者，得列舉扣除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http://bit.ly/2MXETiC 

7. 
匯回境外資金專法施行 2年，110年 8月 14日前申請適用！ 

http://bit.ly/2MVCJAk 

《報章稅務新聞》 

1. 
境外資金專法 長期有利企業傳承 
http://bit.ly/2POJ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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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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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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pa@tktcpa.com.tw
https://line.me/R/ti/p/@fmi8206j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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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照支出四年成長八倍 2020年預算近 400億 
http://bit.ly/2MXmTFe 

3. 
稅收預測誤差率平均 6% 遺贈及證交稅易失準 
http://bit.ly/2MYsxqw 

4. 
什麼都課什麼都不奇怪！早年結婚畢業都要繳印花稅 
http://bit.ly/2MXG29U 

5. 
股票遺產稅 2狀況最易漏報 
http://bit.ly/2PMZ31a 

6. 
菸酒業規費繳納 開放可用台灣 Pay 
http://bit.ly/2PStMKc 

7. 
合作社酬勞金 計算未分配盈餘稅時仍可減除 
http://bit.ly/2MXVy5M 

8. 
什麼都課什麼都不奇怪！早年結婚畢業都要繳印花稅 
https://reurl.cc/4gg9eK 

9. 
境外資金匯回專法上路 企業首案匯回 4億多元 
http://bit.ly/2MVE1va 

10. 
新北地價稅 10‰特別稅率 9月 23日申請截止 
http://bit.ly/2MYtxeg 

11. 
台商採專法匯回資金 會計界估明年中爆發 
http://bit.ly/2PQ6uoq 

12. 
合作社付理監事酬勞 可列未分配盈餘減項 
http://bit.ly/2MWv9oX 

13. 
發票統編誤植 須收回重開 
http://bit.ly/2PQdhyw 

14. 
中秋送禮支出 不能抵營業稅 
http://bit.ly/2PKi6sP 

 
1. 非每月給付之獎金未達起扣標準者免予扣繳，但仍應列單申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9/0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下稱居

住者），其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的薪資，扣繳義務人每次給付金額未達起扣標

準者，免予扣繳稅款，但仍應依所得稅法規定期限向國稅局辦理免扣繳憑單申報。 

該局說明，許多公司年初或年度中發放各種獎金予員工，係屬非每月給付之薪

資，依據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 5條及第 8條規定，每次給付金額未達薪資所得扣

繳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108年度為 84,501元）者，無須扣

繳稅款，但仍應向國稅局辦理免扣繳憑單申報；倘若每次給付金額在 84,5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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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應按全數扣繳 5%。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8年 8月 20日分別發放中秋節獎金 4萬元予居住

者Ａ及 9萬元予居住者 B，發放予 A之獎金因未達起扣標準 84,501元，免予扣繳

稅款，但發放予 B之獎金則應就給付總額 9萬元按 5%扣繳率扣繳 4,500元。 

該局呼籲，給付未達起扣標準之獎金雖免予扣繳稅款，但仍須依規定於次年 1月

底前向國稅局辦理免扣繳憑單申報，請扣繳義務人多加留意，以免受罰。如有任

何問題，歡迎撥打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國稅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2. 營利事業借款供增建固定資產，在建造期間支付之利息，應列為資產成本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9/0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因增建固定資產而借款，其在建造期間所

支付之利息，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7 條第 8 款規定，列為該項資產

的成本，不能列報利息費用。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7 條第 8 款規定，因增建固定資產而

借款，在建造期間應付之利息費用，應作為該項資產之成本，以資本支出列帳。

但若是建築完成後，也就是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或實際完工受領之日後，所支付之

利息即可作為費用列支。 

該局查核轄內某公司 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案件時發現，該公司列報金融

機構借款利息費用 100 萬餘元，經查該筆借款用途為支付增建廠房之未完工程

款，因屬建造期間支付之利息費用，遂依上開規定將該筆利息費用予以資本化並

補徵稅額。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申報利息費用時應注意相關法令規定，以免不符規定而

遭調整補稅。 

 

3.中區國稅局貼心服務再添一筆！全臺首件營利事業境外資金匯回申請案，已審核

通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9/04】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下稱資金匯回條例）自今（108）年 8

月 15 日施行，全臺首件營利事業申請案，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及指定受理銀行

完成聯合審查通過，繼昨日審核通過為臺灣帶來數千萬元資金的個人申請適用資

金匯回條例案件，再為國內產業挹注上億元資金活水及投資。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本件申請人為轄內上市公司，因為過去沒有重大資

金需求，境外轉投資事業所賺取的盈餘多保留於境外未分配匯回臺灣，近年來公

司因應下游產品消費偏好的改變，積極投入研發並與國際大廠共同開發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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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花結果。申請公司一貫秉持「根留臺灣、放眼國際」的理念，適逢政府相繼

推出鼓勵投資臺灣的優惠措施，該公司財務主管乃於今年 7月主動向該局諮詢服

務窗口詢問資金匯回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經雙方密切聯繫後，該公司

遂遞件申請適用資金匯回條例。申請人預計 1年內自其具重大控制力或影響力之

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並分批匯回轉投資收益合計新臺幣 4億餘元，用來支應母公

司深耕臺灣擴建廠房及購置設備所需資金。 

該局表示，本案從事前諮詢階段到後續申請，該局全程提供詳細說明並主動

提醒受理銀行作業及申請實質投資應注意的細節，過程令申請人安心，且受理不

到 10 個工作日即完成審查，也讓申請人對該局行政效率表示肯定，又該局將持

續協助公司匯回資金及申請實質投資等相關事宜，讓申請人感到暖心。 

該局貼心提醒，資金匯回條例係由國稅局單一窗口受理申請，國稅局收到申

請案後再將案件送申請人指定之受理銀行進行洗錢防制及資恐防制審查。前述申

請案因該局提醒公司先向指定受理銀行洽妥審查應備文件後向國稅局提出申

請，故能縮短審查核准所需時間。考量實務上各個申請案情況不同，在洗錢防制

及資恐防制上所需文件不盡相同，申請人如欲加速各申請案件審查作業，可先（或

同步）向指定受理銀行洽妥應備文件，再向申請人戶籍所在地或登記地國稅局提

出申請。 

資金匯回條例係國家當前為因應國際反避稅及經濟情勢變化與國內產業發

展需求所推動的重大政策，期以短期租稅措施吸引台商安心回臺投資，為使各界

瞭解相關法令規定，妥善運用取得投資轉型契機，財政部已建置「境外資金匯回

專法」網站專區（https://www.ntbna.gov.tw/），上置法令規定、疑義解答、專

人諮詢窗口及相關資訊，供各界參考運用，該局亦自本年 9月中旬起於所轄各縣

市陸續辦理「108年度境外資金匯回專法講習會」，除介紹租稅措施外，並邀請經

濟部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專家介紹境外資金匯回實質投資及金融投資相關規

定。該局將秉持一貫服務理念及熱誠，提供各項租稅服務，歡迎有需求的企業或

個人多加利用。 

民眾如有想進一步瞭解相關內容，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詢

問，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4.財政部公告對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不銹鋼冷軋鋼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 

【財政部關務署- 2019/09/04】 

   財政部關務署表示，有關對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

反傾銷稅落日調查案，業經財政部及經濟部分別完成傾銷及產業損害調查，認定

傾銷及損害可能因停止課徵反傾銷稅而繼續或再發生，且經濟部綜合評估，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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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據顯示對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不銹鋼冷軋鋼品繼續採行反傾銷措施

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有明顯之負面效果。案經財政部 108 年 8 月 15 日關稅稅率

審議小組審議，決議自 108 年 8 月 29 日起，依核定稅率繼續課徵反傾銷稅，為

期 5年。 

    本案涉案貨物範圍為 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包括鋼捲及鋼板，所有寬度，

而厚度小於 4.75公厘者。課徵稅率如下: 

1、中國大陸製造商或出口商：38.11% 

2、韓國製造商或出口商：37.65% 

    繼續課徵之公告、傾銷及產業損害調查報告公開版，請至財政部關務署網站

(http://web.customs.gov.tw/貨物通關/反傾銷及平衡稅措施/近年調查案件)

及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網站(http：//www.moeaitc.gov.tw/調查中案件)查閱

或下載。 

 

5. 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

額申報，以免受罰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9/06】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倘同一申

報戶內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後所訂立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

險及年金保險，受益人受領之保險給付，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以免受罰。 

該局說明，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納稅義務人與其合

併申報之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若有受領保險契約在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所訂立受

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的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之保險給付，除死亡給付每一申

報戶全年合計數在新臺幣(下同)3,330 萬元（102 年度以前為 3,000 萬元）以下

部分，免予計入外，死亡給付超過該限額部分及其餘非死亡給付部分均應計入基

本所得額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計算個人基本所得額時，應將同一申報戶依所得稅法規定

計算之綜合所得淨額，加計前述應稅保險給付及其他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計

算基本所得額，包括：1.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地區來源所得。2.私

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3.非現金捐贈金額。又依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 13條規定，個人基本稅額，為依同條例第 12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

額扣除 670萬元（102年度以前為 600萬元）後，按 20%計算之金額。 

該局舉例，甲君辦理 10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未依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規定計算及申報基本所得額，惟其當年度受領要保人非其本人（即受益人與要

保人非屬同一人）之死亡給付之人壽保險給付計 5,400萬元，經該局查得並減除

免予計入之死亡給付 3,330萬元，核定甲君漏報應稅保險給付計 2,070萬元，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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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其綜合所得淨額 200 萬元後，計算甲君基本所得額為 2,270 萬元，於減除 670

萬元扣除額後，按 20%計算核定其基本稅額為 320 萬元〔（5,400 萬元－3,330 萬

元＋200萬元－670萬元）×20%〕，除補徵稅額 293萬元外，並依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第 15條第 2項規定處以 3倍以下罰鍰 117萬餘元。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注意申報年度是否有

受領上述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給付，如有漏未申報之情形，應儘速於稽

徵機關調查前辦理補報及補繳稅款，以免遭補稅處罰。 

 

6. 納稅義務人實際扶養孫子女並符合一定條件者，得列舉扣除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9/06】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孫子女之父母均有死亡、失蹤、長期服

刑或受宣告停止親權情形之一致不能扶養其子女之情事，而由納稅義務人實際扶

養孫子女並依所得稅法規定列報其免稅額者，得依規定減除該孫子女之教育學費

特別扣除額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該局說明，依民法相關規定，父母對子女負有扶養義務，倘父母均因故不能

行使扶養義務，在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經法院選定監護人之情形下，應由同居之

祖父母擔任第一順序監護人。因此，基於納稅義務人與孫子女同為直系親屬關

係，財政部於 107年 5月 2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0704567670號令，規定納稅義務

人得依所得稅法規定減除該孫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額。 

該局舉例說明，納稅義務人李君之子與媳均已死亡，而由李君扶養就讀大學之孫

子李小明及未滿 5歲之孫女李小真，李君於申報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時，除列報

其孫子女 2人之免稅額，亦得列舉扣除孫子李小明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李小真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申報列舉上開扣除額時，其孫子女之父母均應符合死

亡、失蹤、長期服刑或受宣告停止親權情形之一，除「死亡」由稽徵機關依戶籍

登記資料查核，免檢附證明文件外，其他情形，納稅義務人應於申報時，檢附警

察局查詢人口報案單、在監證明、停止親權裁定確定證明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

件，俾利稽徵機關查核認定。 

 

7. 匯回境外資金專法施行 2年，110年 8月 14日前申請適用！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9/06】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轉投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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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得選擇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下稱專法），免依一般所

得稅制課稅，但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該局說明，專法自 108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2 年，因此，個人或營利事業如

要適用專法，應於 110 年 8 月 14 日前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戶籍所在地或

登記地國稅局提出申請；國稅局受理申請並審理符合資格者，即轉請受理開立境

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銀行辦理洗錢防制及資恐防制審查。納稅義務人在 108 年 8

月 15日至 109年 8月 14日間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資金者，適用稅率 8%；

在 109年 8月 15日至 110年 8月 14日間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資金者，

適用稅率 10%。資金存入專戶時，由受理銀行按 8%或 10%代為扣取稅款。 

南區國稅局進一步表示，依專法匯回之資金扣除稅款後之餘額，可向經濟部

申請核准從事實質投資，經依規定投資且取具完成證明者，得申請退還 1/2之已

納稅款；亦可於資金扣除稅款後之 25%限額內依規定從事金融投資及 5％限額內

提取資金自由運用，但自由運用資金於存入專戶之日起算 5年內，不得用於不動

產投資，包括購置不動產及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不動產資產信託(REATs)等

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發行或交付之受益證券。 

該局特別提醒，依專法匯回之資金，如未依規定運用或提領，須改按稅率 20%

課稅，所以申請適用前請審慎評估。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撥打 0800-000-321 洽

諮詢聯繫窗口，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漏報個人基本所得額之補徵稅額及罰鍰計算如下：

項目 金額

  死亡保險給付  54,000,000元

- 死亡保險給付免稅額 -33,300,000元

= 應稅保險給付 =20,700,000元

＋綜合所得淨額 ＋2,000,000元

= 基本所得額 =22,700,000元

- 扣除額 - 6,700,000元

= 基本所得淨額 =16,000,000元

× 稅率 ×       20%

= 基本稅額 = 3,200,000元

- 已繳一般稅額 -  270,000元

= 補徵稅額 = 2,930,000元

× 裁罰倍數 ×      0.4倍

= 罰鍰金額 = 1,17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