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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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之案件，如有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應依再審程序

謀求救濟，不適用行政程序重開 
https://goo.gl/iCBJcH 

2. 公司提供收費停車場供員工使用應開立統一發票 
https://goo.gl/mBmGYo 

3. 財政部公告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鞋靴產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 
https://goo.gl/MDMLSv 

4. 綜合所得稅虛報扶養親屬造成漏稅，將補稅處罰 
https://goo.gl/YBzriN 

5.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大批核定補稅案件已開徵，繳納期限至 108年 1月 25日截止，

請納稅義務人多加留意! 
https://goo.gl/DfmgNh 

6. 
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 108年起新增一段式機動利率，提供無自有住宅家庭

更多選擇 
https://goo.gl/ZsAmh2 

7. 地主參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取得之房屋，應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取得日 
https://goo.gl/rp7YgJ 

8. 核釋買賣外幣計價外國政府債券暫停徵證券交易稅 
https://goo.gl/w3rMis 

《報章稅務新聞》 

1. 外資委託報繳所得稅 代理人須附證明文件 
https://goo.gl/ycqbc6 

2. 被繼承人債權 應報遺產稅 
https://goo.gl/69wS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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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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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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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盈餘分派 企業須修章程明訂 
https://goo.gl/tyooq3 

4. 報房地合一稅 留意取得日期 
https://goo.gl/h2ot2p 

5. 逛年貨大街 別忘拿發票 
https://goo.gl/oess9M 

6. 台商資金匯回認定解釋令年前發布 無法舉證者走專法 
https://goo.gl/1k2ZZG 

7. 尾牙祭大獎 公司別忘扣稅 
https://goo.gl/YMw8vY 

8. 資金匯回是否課稅 財部最快春節前頒解釋令 
https://goo.gl/pxpE4c 

 

1. 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之案件，如有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應依再審程

序謀求救濟，不適用行政程序重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1/23】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核定稅捐之處分如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當

事人如認有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應依行政訴訟再審程序尋求救濟，不適

用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定申請重開行政程序。 

該局進一步說明，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有關行政程序重新進行之規定，係

針對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未提或未續提行政救濟），已發生形式確定力之

行政處分，為保護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確保行政之合法性所設之特別

救濟程序，賦予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於具有該條規定之一定事由

時，得向原處分機關請求重開行政程序權利之規範。因此，該條既明文規定適

用之對象為「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之行政處分，如果於法定救濟期間內，

曾對行政處分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行政法院以實體判決駁回其訴確定者，該

行政處分並非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即無前揭程序之適用。倘經行政法

院實體確定判決維持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得再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定申請

重開行政程序，不但造成特別救濟程序的重複，亦與判決既判力相牴觸。 

該局舉例，甲公司無進貨事實，取得乙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作為進

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經該局查獲，核定補稅及處罰，甲公司不服，循序

提起行政救濟，案經最高行政法院實體判決駁回確定。嗣甲公司以發生新事實

為由，向中區國稅局申請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重開行政程

序，經該局以甲公司既已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發生實質確定力之處分，再行

申請程序重開，與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定不符，而予否准，甲公司不服，循

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 

https://goo.gl/tyooq3
https://goo.gl/h2ot2p
https://goo.gl/oess9M
https://goo.gl/1k2ZZG
https://goo.gl/YMw8vY
https://goo.gl/pxpE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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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呼籲，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之稅捐核定處分，當事人不得再依行

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定申請行政程序重開。民眾對於上述相關規定如有任何疑

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蔡錦雲 

電話：（04）23051111分機 8113 

 

2. 公司提供收費停車場供員工使用應開立統一發票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1/2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日前接獲民眾詢問，公司每月向使用公司停車位

之員工收取停車費 1,000元並從薪資扣取，應否開立發票? 

該局說明，公司為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提供停車位並向員工收取 費用

核屬銷售勞務行為，按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租賃業應於收 款時依規

定開立統一發票，公司如於發薪日自員工薪資扣取停車費用， 應於同日開立

二聯式統一發票交付員工做為收款憑證。 

該局進一步提醒，民眾如有國稅相關疑義，亦可撥打免費服務專線 

0800-000-321洽詢，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012】 

提供單位：三民分局 聯絡人：潘仁治分局長 聯絡電話：(07）3228119 

撰稿人:孫慧蘭 聯絡電話：(07)3228838 分機 6751 

 

3. 財政部公告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鞋靴產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 

【財政部關務署- 2019/01/23】 

 財政部表示，有關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鞋靴產品課徵反傾銷稅第 2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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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將因停止課徵反傾銷稅而繼續或再發生，且經濟部綜合評估，無充分證據顯

示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鞋靴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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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14日關稅稅率審議小組審議，

決議自 108年 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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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士鞋、女高跟鞋、馬靴、童鞋、涼鞋及休閒鞋；材

質為皮面皮底、皮面膠底及膠面膠底之所有尺寸、規格、款式、用途之上述 6

種鞋類，惟不包括運動鞋、工作鞋、拖鞋及醫療用鞋等鞋款。課徵稅率如下:  

1、揚州寶億製鞋有限公司:10.07%。  

2、香港威富有限公司: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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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大陸其他製造商或出口商:43.46%。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原經財政部 102 年 4 月 17 日台財關字第 1021008347

號公告核定 82家具結廠商，自 108年 1月 17日起停止適用價格具結措施，並

依本次公告核定稅率課徵反傾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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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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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連絡人：王麗鈞稽核      

聯絡電話：2550-5500分機 1003 

 

4. 綜合所得稅虛報扶養親屬造成漏稅，將補稅處罰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2019/01/24】 

高雄國稅局表示，分析每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虛報扶養親屬的原因，一

部分是誤判可列報年度所致，因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係於每年 5月底前申報

前一年度之所得及相關扣除額，所以每年 5月報稅時，只有上一年度仍在世、

具有婚姻關係且符合扶養條件的親屬才可申報。 

該局舉例說明：若一對夫妻 106年間離婚，則 108年申報 107年度綜合所

得稅時，就不可申報另一方為配偶。直系親屬亦同，若扶養的父親已於 106年

間死亡，則 108年申報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就不可以列報已死亡之父親為

扶養親屬，如果有虛報扶養親屬造成短漏所得稅額，不僅需要補稅，還要依所

得稅法第 110條規定加以處罰。 

該局提醒民眾，綜合所得稅係採自行申報制，納稅義務人有誠實申報的義

務，對於申報的免稅額、扣除額等申報資料應注意核對是否完全正確，以免虛

報受罰，如有稅務疑義，可就近向國稅局洽詢，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電

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說。【#011】 

提供單位：法務二科 聯絡人：陳美琳科長 聯絡電話：(07)7165696 

撰稿人:柳秀英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8703 

 

5.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大批核定補稅案件已開徵，繳納期限至 108年 1月 25日截

止，請納稅義務人多加留意!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1/2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應補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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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年 1月初已陸續以雙掛號寄發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請納稅義務人多加

留意。 

該局進一步表示，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補稅案件，經分析主

要原因為重複列報扶養親屬、短漏報扶養親屬所得、未依規定檢附列舉扣除額

相關證明文件、短漏報所得及稅額計算錯誤等。納稅義務人收到核定通知書及

繳款書，如確認內容無誤，請儘速於繳納截止日前完成繳納，以免逾期繳納稅

款，每逾 2 日須按應納稅額加徵 1%滯納金；逾限繳期限 30 日仍未繳納，將移

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請民眾留意。 

該局說明，目前的繳稅方式非常多元化，可至有代收稅款之金機構繳納、

或使用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轉帳繳稅、ATM 轉帳繳稅、信用卡繳稅、稅額 2 萬

元以下案件可至便利商店繳納，上述相關繳稅方式於繳款書的背面均有詳細說

明；又因應行動支付時代來臨，本次開徵的稅款除上述的繳稅管道可選擇外，

民眾還可利用手機，透過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台灣行動支付、ezpay

簡單付、i 繳費）之 APP，直接掃描繳款書 QR-Code 行動條碼，以信用卡或晶

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享受 APP繳稅免出門、免排隊、不受時空限制，更精

準、快速的便利服務。 

該局提醒，民眾接獲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時，請仔細核對內容，如有疑義，

務必於規定繳納期限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核定通知書或繳款書上之國稅局

所屬分局稽徵所承?人員洽詢。如確認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內容無誤，亦請儘

速於繳納截止日(108年 1月 25日)前完成繳納，以確保自身權益。 

（聯絡人：大同稽徵所黃股長；電話 2585-3833分機 500） 

 

6. 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 108年起新增一段式機動利率，提供無自有住宅家

庭更多選擇 

【財政部國庫署- 2019/01/24】 

 財政部 99 年 12 月協調臺灣銀行等 8 家公股銀行配合辦理「青年安心成

家購屋優惠貸款」，因民眾反映良好，報奉行政院第 4 度展延至 109 年底；此

外，為滿足民眾各類貸款利率需要，108 年起新增一段式機動利率 1.68％(現

行)，提供無自有住宅家庭更多選擇。 

財政部表示，本貸款 108年起利率選擇包括混合式固定利率、一段式及二

段式機動利率等三種，係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 2年期定期儲金額度未

達新臺幣 500 萬元機動利率(目前為 1.095％)為基準固定加碼，現行利率計算

如下表，依還款期間長短各有優勢，民眾可依資金狀況及還款規劃擇適辦理，

惟一經選定不得要求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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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社會大眾查詢，本項貸款已於財政部及國庫署網頁設置專區公告相關

訊息，歡迎有需要且符合資格之民眾，赴公股銀行洽辦。  

新聞稿聯絡人：國庫署李杏芬科長 

聯絡電話：(02)2322-809 

 

7. 地主參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取得之房屋，應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取得日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2019/01/2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個人提供土地與營利事業參與都市更新，嗣後

出售交換或分配取得之房地，應分別依土地、房屋各自之取得日及持有期間判

斷適用房地合一所得稅（簡稱新制）或適用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簡稱舊制）

課稅。  

該局舉例，李君以 86 年取得之土地與營利事業參與都市更新，並於 106

年 8 月 1 日取得都更後之房屋；107 年 3 月 1 日出售交換取得之房地，土地因

係 86 年取得，故免納所得稅，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 106 年 8 月 1 日，

係在 105年 1月 1日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施行以後，故適用新制，並以土

地持有期間為房屋持有期間，認定房屋交易所得適用之稅率，即應就房屋部分

交易所得按稅率 15%(持有期間超過 10年)申報納稅。 

該局另舉例，顏君以 104年取得之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以權利變換方式取

得房地，107 年 3 月 1 日出售分配取得之房地，因土地雖係在 103 年 1 月 1 日

之次日以後取得，但持有期間超過 2年，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規定，無新制

之適用，故土地部分交易所得仍免納所得稅，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 106

年 8 月 1 日，仍應適用新制，並以土地持有期間認定房屋交易所得適用稅率

20%(持有期間超過 2年)。 

該局提醒，個人出售適用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之房屋土地，不論是交易所

得或損失，都應留意申報期限，於房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次日起算 30 日

內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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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審查二科呂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550） 

 

8. 核釋買賣外幣計價外國政府債券暫停徵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賦稅署- 2019/01/24】 

 財政部表示，為促進我國債券市場競爭力，今(24)日核釋買賣經主管機

關核定於中華民國境內公開募集及發行之外幣計價外國政府債券，比照證券交

易稅條例第 2條之 1第 1項規定，自 107年 4月 3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暫停徵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說明，按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條之 1第 1項規定，為活絡債券市場，

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暫停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

會)107年 4月 3日發布令釋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日修正發

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明定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包括外國發行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與發行僅銷售予

專業投資人之外幣計價政府債券；鑑於前開債券性質與公司債及金融債券類

同，在維持租稅公平基礎下，停徵其證券交易稅，可增進外國政府來臺發行國

際債券意願，活絡債券市場，對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有所助益，並擴大我國債券

市場之規模與種類，增加我國金融市場之深度及廣度，契合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 條之 1 第 1 項暫停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證券交易稅，係為活絡債券市場及促

進資本市場發展之立法目的。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考量前開外幣計價外國政府債券業經金管會開放自

107 年 4月 3日發行，為利依循及避免爭議，爰發布解釋令明確規範比照證券

交易稅條例規定，自該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暫停徵證券交易稅。 

新聞稿聯絡人：蘇科長靜娟          聯絡電話：02-23228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