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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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稅新頒函釋》 

1. 公司發行或給予本身股票或其他權益商品獎酬其從屬公司員工之費用認列規定 
https://goo.gl/NPGPKM 

《官方稅務新聞》 

2. 

自 108年 1月 1日起，財政部調高現場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上限及延長特定營

業人應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等措施，以鼓勵來臺旅客增加消費 

https://goo.gl/sCDWUF 

3. 

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108年 1月 1日起全新改版，各項網路申報於 107年 12

月 31日暫停服務，證券、期貨交易稅網路申報請注意資料備份及下載 108.01新

版報稅程式 
https://goo.gl/Jn6ctP 

4. 

公司發行或給與本身股票或其他權益商品獎酬其從屬公司員工，從屬公司得認列

費用 

https://goo.gl/B77hiJ 

5. 108年 1月 1日起股價類期貨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為十萬分之二 
https://goo.gl/N5p8sc 

《報章稅務新聞》 

1. 
陸個所稅專項扣除 台商留意 

https://goo.gl/kqMdHz 

2. 
新聞中的法律／繼承標的物上請求權的時效性 

https://goo.gl/AgrFWL 

3. 
贈與不動產時間認定 以契約訂定日期起算 

https://goo.gl/XJuax4 

4. 
財政部三項便民措施 新年上路 

https://goo.gl/AF3N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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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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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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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明起青年安心成家貸款增一段式利率 1.68％ 

https://goo.gl/zm77WD 

6. 
財部四大便民措施 上路 

https://goo.gl/CYjBgU 

7. 
違建繳稅 不能就地合法 

https://goo.gl/Rc3tKC 

8. 
捐贈財團法人 須先申報 

https://goo.gl/VwXXoc 

9. 
公司獎酬從屬公司員工股票列報薪資支出 

https://goo.gl/Un7yvg 

10. 
五大工具...可靈活使用 

https://goo.gl/fDWxoj 

11. 
遺贈稅免稅額 今年不變 

https://goo.gl/D6tH6B 

12. 獎酬子公司員工 可列支出 
https://goo.gl/u1SrqJ 

13. 直播、代購、私訊 達門檻都要繳稅 
https://goo.gl/9vH9GD 

14. 財部最新試算 三大族群明年不用繳稅 
https://goo.gl/qxkdxv 

15. 減稅大紅包來了 四口之家扣免額近百萬 
https://goo.gl/cvJxHs 

16. 小確幸！財政部試算：年薪 40.8萬元以下小資族免繳稅 
https://goo.gl/TLqdG9 

 

1. 公司發行或給予本身股票或其他權益商品獎酬其從屬公司員工之費用認列規

定 

【財政部 107.12.28台財稅字第 10701031420號令】 

    一、 公司為獎勵及酬勞從屬公司員工，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或金融控股

公司法規定，以員工酬勞入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現金增資保留部分股份供

員工認購、買回庫藏股轉讓予員工或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方式，獎酬其從屬

公司員工者，該從屬公司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97年 1月 18

日（97）基秘字第 017號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號「股份基礎給付」或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第 23 號「股份基礎給付」規定，衡量自其員工取得勞務並於既得

期間內認列之費用，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得列報為從屬公司之薪資支出。 

    二、 前點從屬公司員工嗣後因拋棄獲配之員工酬勞、逾期未領取致請求權

因時效而消滅，或認股權未符合獎酬計畫所規定應服務之年數或條件，或既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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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因過期失效，致沒收所授與之員工獎酬者，從屬公司應將該部分已認列之費

用，列為拋棄年度、請求權消滅年度、沒收年度或失效年度之收入。 

2. 自 108年 1月 1日起，財政部調高現場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上限及延長特定

營業人應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等措施，以鼓勵來臺旅客增加消費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8/12/2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鼓勵來臺旅客增加消費，活絡國內觀光產業商

機，並推動退稅表單及作業全面無紙化，建構便利購物退稅環境，財政部與交

通部於 107 年 11 月 5 日會銜修正發布「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

稅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自 108年 1月 1日施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外籍旅客同一天內向同一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申請現場小額退稅，

累計含稅消費金額上限，由新臺幣（下同）2 萬 4 千元提高為 4 萬 8 千元，擴

大現場小額退稅適用範圍，以提高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作業之便利性及外籍旅客

消費意願，促進營業商機。 

二、特定營業人應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延長至 110年 1月 1日以後，鼓勵更多

營業人申請成為特定營業人，以便利外籍旅客購物退稅。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

服務。 

 

3. 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108年 1月 1日起全新改版，各項網路申報於 107年 12

月 31 日暫停服務，證券、期貨交易稅網路申報請注意資料備份及下載 108.01

新版報稅程式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8/12/28】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提供更完善周延的國稅網路申報服務，電子申

報繳稅服務網站訂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全新改版，並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星

期一)暫停服務，俾辦理新舊系統之切換作業。有關證券交易稅及期貨交易稅

網路申報亦配合改版作業，於 107年 12月 31日暫停服務。 

該局指出，108 年 1 月 1 日起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變更為：

「https://tax.nat.gov.tw」，舊網址將自動轉址至新網址；另客服諮詢中心

免付費電話號碼更改為 0809-085-188。有關證券交易稅及期貨交易稅網路申報

作業，請於 108年 1月 1日起先執行資料庫備份，並解除安裝現行程式後再至

新版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tax.nat.gov.tw)重新下載新版報稅程

式(版本 108.01)再進行申報作業。 

該局呼籲，證券商及期貨商於 107年 12月 31日如需要利用電子申報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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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網站系統辦理證券交易稅及期貨交易稅電子申報及繳服務，因當日系統暫

停服務，請提前規劃申報繳稅時間。 

 

4. 公司發行或給與本身股票或其他權益商品獎酬其從屬公司員工，從屬公司得認

列費用 

【財政部賦稅署- 2018/12/28】 

    為營造有利企業留攬人才之租稅環境，財政部於今(28)日核釋，公司為獎

勵及酬勞從屬公司員工，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以員

工酬勞入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現金增資保留部分股份供員工認購、買回

庫藏股轉讓予員工或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方式，獎酬其從屬公司員工者，

該從屬公司依財務會計規定，衡量自其員工取得勞務並於既得期間內認列之費

用，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得列報為從屬公司之薪資支出。 

    財政部說明，公司基於集團企業發展，依上開法律規定，以公司(例如母

公司)本身股票或其他權益商品獎酬從屬公司(例如子公司)員工，以留住優秀

人才，參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相關規定，由於從屬公司未

來可取得員工提供之勞務，上開採股份基礎獎酬從屬公司員工之交易，認屬控

制公司對從屬公司之出資，再由從屬公司以該資金獎酬員工並於財務會計帳上

認列薪資費用，考量該員工係提供勞務予從屬公司，對從屬公司營業收入產生

效益，基於收入成本配合原則，從屬公司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得認列薪

資支出，有助集團企業獎酬集團內員工及留攬人才，提升競爭力。 

5. 108年 1月 1日起股價類期貨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為十萬分之二 

【財政部賦稅署- 2018/12/28】 

    行政院日前核定自 108 年 1 月 1日起，期貨交易稅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股價類期貨契約期貨交易稅徵收率為「十萬分之二」，且未訂定落日時間。 

財政部說明，依期貨交易稅條例第 2條第 2項規定，股價類期貨契約之期貨交

易稅徵收率由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鑑於臺灣期貨交易所之股價類期貨

契約交易，為我國期貨交易稅稅收之主要來源，為吸引投資人投入我國期貨市

場，前奉行政院核定其期貨交易稅徵收率自 102年 4月 1日，由十萬分之四調

降為十萬分之二，實施期間至 104年 12月 31日；嗣考量期貨市場發展需要，

並兼顧稅制公平性、財政收入適足性及金融市場競爭力，再報經行政院核定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維持股價類期貨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

率為十萬分之二。 

    財政部表示，經參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意見，並評估徵收率十萬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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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股價類期貨契約交易量成長顯著且市場結構改善，因此為確保我國期

貨市場穩定發展及維持競爭力，並兼顧財政需要，報經行政院核定自 108 年 1

月 1日起，股價類期貨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為十萬分之二，且未訂定落日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