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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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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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年終尾牙舉辦抽獎視為員工小確幸，中獎獎金及獎品如何申報扣繳報你知 
https://goo.gl/1PmMVm 

2. 計畫在本（107）年度贈與財產給親屬者，應把握最後的 1個月 
https://goo.gl/3gH2SW 

3. 
營利事業申請適用盈虧互抵之規定 

https://goo.gl/opVrcw 

4. 營利事業如有短漏報所得額情形，請儘速自動更正申報並補繳稅款，以免受罰 
https://goo.gl/rXGsd4 

5. 申報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房地合一新制）應注意事項 
https://goo.gl/iZDC2r 

6. 個人介紹房地買賣取得之佣金收入，應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 
https://goo.gl/fCk8LR 

7. 
公告 108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適用遺產稅、贈與稅之免稅額、課稅級距金額、

不計入遺產總額及各項扣除額之金額 
https://goo.gl/m1W1zS 

8. 公司虧損年度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虧損後，以餘額盈虧互抵 
https://goo.gl/ywNPmr 

《報章稅務新聞》 

1. 
被詐騙投資本 「利得」有條件可免稅 

https://goo.gl/kHLK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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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電子報 
〈稅務、會計及公司法令〉 
  

  T. K. TSAI & CO., CPAS 

https://line.me/R/ti/p/@fmi8206j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https://goo.gl/1PmMVm
https://goo.gl/3gH2SW
https://goo.gl/opVrcw
https://goo.gl/rXGsd4
https://goo.gl/iZDC2r
https://goo.gl/fCk8LR
https://goo.gl/m1W1zS
https://goo.gl/ywNPmr
https://goo.gl/kHLKHX


台灣會員所 

 

2 

1. 公司年終尾牙舉辦抽獎視為員工小確幸，中獎獎金及獎品如何申報扣繳報你知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8/12/21】 

某公司詢問:公司尾牙年終抽獎獎品屬於那一類所得？中獎金額在多少元以

上需要代扣繳稅款？扣繳稅率又為多少？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歲末年終將至，公司及機關行號均會舉辦年終尾牙

摸彩活動，員工因參加摸彩活動所獲得的獎金及實物禮品，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

第 1項第 8類之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中獎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其競技競賽機會中

獎獎金或給與應按給付全額扣取 10%；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

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按給付全額扣取 20%。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13 條規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如有上述之所得，扣繳義務人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元者，

免予扣繳，但次年 1月底前仍應開立免扣繳憑單申報；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

付所得不超過新臺幣 1,000元，得免列扣繳憑單申報。 

該局表示，中獎人如為非境內居住者，則無論中獎金額多寡，都應按中獎金

額的 20%就源扣繳，並於代扣稅款 10天內辦理扣繳憑單申報。 

 

2. 遺產管理人之遺產稅申報期限，得延至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後一個月內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8/12/2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又到年底了，打算在本（107）年度贈與子女、親

屬等財產的民眾，要把握每人每年享有贈與 220萬元免課徵贈與稅之額度，在 12

月 31日前贈與，並在贈與行為發生後 30日內，向贈與人戶籍所在地國稅局、分

局、稽徵所申報贈與稅。 

該局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2 條規定，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每年得自贈

與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220 萬元。也就是贈與人每人每年（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均可享有贈與 220萬元免課贈與稅。夫妻 2人贈與財產給子女，夫和妻都各

別享有每年 220萬元免課贈與稅額度。 

該局進一步說明，贈與人在 1 年內贈與他人的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

時，應於超過免稅額的贈與行為發生後 30 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贈與稅申

報。贈與人在同 1年內各次贈與他人財產總額未逾 220萬元時，除有產權過戶登

記需要外（如贈與財產為股票或不動產），可以免辦申報，例如贈與銀行存款且

全年贈與總額未逾 220萬元，可以保存相關資金流程資料（如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存摺影本或定存單影本等）以供備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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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提醒，每年年底是贈與稅申報人潮最多的時候，呼籲贈與人及早申報，

以避免排隊等候，並可到該局所屬任一分局、稽徵所辦理贈與稅申報；民眾亦可

多 利 用 網 路 辦 理 申 報 。 相 關 申 請 書 表 已 置 於 該 局 網 站 (http ：

//www.ntbt.gov.tw/etwmain)供民眾依需求自行下載使用。 

 

3. 營利事業申請適用盈虧互抵之規定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8/12/2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營利事業以往年

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

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

者，得將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

核課。 

該局進一步說明：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其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經稽徵機關

查獲有短漏報所得額情事，如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不

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或短漏之所得額占全年核定可供以後年度扣除之虧損金額

之比例不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得視為短漏報情節

輕微，仍准適用所得稅法第 39條有關盈虧互抵之規定。 

該局查核甲公司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該公司列報全年所得

額 150 萬元，依所得稅法第 39 條盈虧互抵 150 萬元，課稅所得額為 0 元，惟經

查獲虛列營業成本致短漏所得額 300萬元，因短漏所得稅額 51萬元已超過 10萬

元，依上揭規定非屬短漏報情節輕微，否准適用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之盈虧互

抵，核定課稅所得額 450萬元，補徵稅額 75萬元。 

該局特別提醒，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倘經稽徵機關查獲有短漏所得額情事，

情節重大者將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之盈虧互抵，營利事業應注意依相關

規定辦理申報，以維護自身權益。 

 

4. 營利事業如有短漏報所得額情形，請儘速自動更正申報並補繳稅款，以免受罰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8/12/2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將自 107年 12月 25日起開始辦理 106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選案查核作業，提醒營利事業再次自行檢視申報資料及帳

簿憑證，如有申報錯誤致短漏報所得額情形，請儘速向轄區國稅局辦理更正申報

並補繳稅款，以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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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指出，近來查獲部分營利事業短漏報收入之違章情形，除補稅外尚須按

所得稅法第 110條規定處以罰鍰，該局列舉以下經常發生短漏報收入之型態，包

括： 

一、 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土地交易所得。 

二、 預收款未轉列收入。 

三、 金融機構利息收入。 

四、 結清領回已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賸餘款收入。 

五、 外銷出口收入。 

六、 保險理賠收入。 

七、 違約金及訴訟賠償收入。 

八、 各級政府各項補助款收入。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倘有短漏報所得額情事，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自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並加計利息

者，即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免罰規定。 

 

5. 申報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房地合一新制）應注意事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8/12/2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自 105年 1月 1日起交易 105年 1月 1日（含）

以後取得的房屋、土地，或 103年 1月 2日（含）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

內的房屋、土地，應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該局說明，邇來常發現

納稅義務人因不諳法令或一時疏忽，而未辦理申報或申報錯誤，該局特別整理常

見的錯誤，以提醒納稅義務人注意。 

一、 申報期限：交易房地應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30 日內辦理

申報。 

二、 交易日及取得日認定：以房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 

三、 應辦理申報類型： 

(一) 交換：房屋或土地與他人交換，仍屬房地交易。 

(二) 虧損：房地交易所得為 0元或虧損(即無應納稅額)，都要辦理申報。 

(三) 只出售土地：交易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的土地，

均屬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的課稅範圍。 

(四) 二親等買賣：二親等以內親屬「買賣」新制課稅範圍之房屋土地，實際有

收付價金，出賣人除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贈與稅並申請核發「非屬贈與同意

移轉證明書」外，亦應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申報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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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次取得之房地，應分別適用新舊制：個人一併出售分次取得的房地，應

依房地取得日期，分別適用新制(房地合一)或舊制(財產交易所得)。 

該局特別呼籲，個人自 105年 1月 1日起交易屬新制範圍之房地，應依所得

稅法規定辦理申報，其未依規定期限申報者，處 3,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之

行為罰，若有房地交易所得，並將依法核定補徵稅款及處罰鍰。 

 

6. 個人介紹房地買賣取得之佣金收入，應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018/12/2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取得因介紹房屋及土地買賣之佣金或酬勞金，

屬執行業務所得，應申報繳納當年度綜合所得稅。 

該局說明，房地買賣透過個人仲介成交者，依一般交易習慣，買賣雙方或一

方會按買賣價格的一定比例計算佣金給付予介紹人，取得該項佣金之個人，除能

提示相關成本費用證明文件核實認定外，應於減除必要費用 20%後之餘額作為所

得，併計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繳納所得稅。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居間介紹房地買賣取得之收入，不論名稱為何，均屬

執行業務所得之佣金收入，漏報該項所得者，除補稅外，還要依所得稅法規定處

罰，請納稅義務人注意，以維護自身權益。 

 

7. 公告 108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適用遺產稅、贈與稅之免稅額、課稅級距金額、

不計入遺產總額及各項扣除額之金額 

【財政部賦稅署- 2018/12/21】 

財政部公告 108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適用遺產及贈與稅（下稱遺贈稅）

法規定之免稅額、課稅級距金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及各項扣除額之金額如下： 

一、遺產稅 

（一）免稅額：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 

（二）課稅級距金額： 

１、遺產淨額 5,000萬元以下者，課徵 10％。 

２、超過 5,000 萬元至 1 億元者，課徵 500 萬元，加超過 5,000 萬元部分之 15

％。 

３、超過 1億元者，課徵 1,250萬元，加超過 1億元部分之 20％。           

（三）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 

１、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具：89萬元以下部分。 

２、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50萬元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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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扣除額： 

１、配偶扣除額：493萬元。 

２、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每人 50萬元。其有未滿 20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

屆滿 20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50萬元。 

３、父母扣除額：每人 123萬元。 

４、重度以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 618萬元。 

５、受被繼承人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扣除額：每人 50 萬元。兄弟姊妹中有

未滿 20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 20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50萬元。 

６、喪葬費扣除額：123萬元。 

二、贈與稅 

（一）免稅額：每年 220萬元。 

（二）課稅級距金額：    

１、贈與淨額 2,500萬元以下者，課徵 10％。 

２、超過 2,500萬元至 5,000萬元者，課徵 250萬元，加超過 2,500萬元部分之

15％。 

３、超過 5,000 萬元者，課徵 625 萬元，加超過 5,000 萬元部分之 20

％。             

財政部表示，依遺贈稅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上開遺產稅、贈與稅之

各項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的指數累計上漲達 10%以上時，自次

年起按上漲程度調整之；因 108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未達應行調整標

準，均免予調整。 

上述公告金額適用於 108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公告內容可至該部賦稅

署網站（http://www.dot.gov.tw），點選「公開資訊\賦稅法規\行政規則\遺贈

稅法相關法規\108年遺產稅及贈與稅免稅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及扣除額之金額」

項下查閱。 

 

8. 公司虧損年度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虧損後，以餘額盈虧互抵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8/12/2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申報扣除前 10年核定虧損時，

各核定虧損年度如有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

各該年度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盈虧互抵。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如符合公司組織、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

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如期申報等 4項條件，得將經稽徵

機關核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再行核課納稅。但虧損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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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如有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各該期核定虧損應

先減除投資收益，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該局舉例，甲公司 104 年度有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

益為 100萬元，該年度經該局核定虧損為 120萬元；甲公司 106年度純益額為 200

萬元，且符合所得稅法第 39 條盈虧互抵規定，自 106 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104 年

度核定虧損時，應將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 100 萬元，自該年度核定虧損 120

萬元中抵減後，再以其虧損餘額 20 萬元，自 106 年度純益額 200 萬元扣除。甲

公司 106 年度申報扣除 104 年度核定虧損時，未扣除 104 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因此予以調整補稅，並依所得稅法第 100條之

2 規定，自結算申報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繳納補徵稅款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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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 39條規定申報扣除前 10年核

定虧損時，應注意虧損年度有無取得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

收益，以免不符規定而遭補稅並加計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