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緯 107 年 1 月電子報
本所電子報係整理上月份財政部所發佈新聞稿或新佈頒法令，擇較常使用的資
訊彙集而成，主要係提供本所人員及本所客戶企業業主或會計人員持續進修之參考。

聯緯新聞
本所莊嘉文會計師受邀於 12 月 19 日於交大育成中心主講「106 年度最新修法令或
函釋說明」，活動圓滿結束，感謝各界踴躍參與。
106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及免扣繳憑單申報作業將於 107 年 1 月間執行，相關作業的
準備工作己經陸續進行中，請提早準備或配合事務所共同辦理。
106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與盤點作業規劃於本月陸續進行，請客戶提早準備。有關年
度財務報表結帳或查核作業事宜，亦請客戶配合本所連絡之各事項共同辦理。
106 年度營所稅申報時，擬適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研究發展支出投
資抵減者，相關工業局申請作業於 107 年初起開始準備申請，請客戶提早準備相
關資訊並提出申請。
107 年一、二月份統一發票已於十二月底前發送給客戶，106 年度十一、十二月
份營業稅申報工作將於 107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申報，請客戶提早整理 106 年度
十一至十二月的進項及銷項發票，並交付本所，以利申報及帳務作業於時間內完
成。

106 年 12 份財政部發佈重要新聞稿摘錄
1. 核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營業人兼營學校委託辦理學
生餐點，使（免）用統一發票標準之相關規定
2.公告 106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新臺幣 166,000 元
3.繼承人申請以被繼承人遺產中之存款繳納遺產稅，可比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7 項多數決規定辦理
4.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作業原則
5.核釋 106 年度起營利事業免備妥並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免送交國別報告認定標準
6.兼營營業人記得依規定辦理年度營業稅額調整
7.消費者透過境外網路訂房平台預訂國內住宿，究應取得何種消費憑證？
8.簡化與境外電商業者交易之國內營業人統一發票交付方式
9.海外代購商機無限但別忘了要繳稅
10.銷貨退回列報年度不得任意選
11.喪失國籍或經常居住境外之國民，遺產稅課稅範圍及扣除額與經常居住境內之國民
不同
12.財政部將於近日發布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

財政部１０６１２２６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６１８２２０號令
1.核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營業人兼營學校委託辦理學
生餐點，使（免）用統一發票標準之相關規定
經營學校委託辦理學生及教職員工餐點，且該等餐點之銷售價格受教育主管機關監督
或由教育主管機關全額編列預算支應（即免費營養午餐）之營業人，倘銷售前揭範疇
以外之餐點供該等學校之學生及教職員工活動使用，且該部分之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
發票銷售額標準者，得由稽徵機關依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本部 100 年 4 月 29 日
台財稅字第 10000122850 號令及 102 年 8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609990 號令規定，
查定全部銷售額；如提供該等學校學生及教職員工活動使用餐點之銷售額達使用統一
發票銷售額標準，經稽徵機關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自核定使用統一發票當期就其
全部銷售額依法開立統一發票。
財政部１０６１２２２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６７６５４０號公告
2.公告 106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新臺幣 166,000 元
一、106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新臺幣（下同）166,000 元。
二、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6 年公布之最近一年（105 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
276,981 元，106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係參照該中位數 60%定之，其金額以千
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百元數四捨五入。
財政部１０６１２０６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０６３１２５０號令
3.繼承人申請以被繼承人遺產中之存款繳納遺產稅，可比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7 項多數決規定辦理
繼承人申請以被繼承人存放於金融機構之存款繳納遺產稅，准比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7 項規定，由繼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繼承人之應繼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提出申請。
財政部１０６１２０１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７０４０９０號令
4.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作業原則
訂定「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作業原
則」，自即日生效
一、為使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稅捐稽徵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停止並追回
納稅義務人享受租稅優惠待遇有一致性準據，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所稱租稅優惠待遇，指稅法以外其他法律規定且與逃漏
稅捐屬同一稅目之租稅優惠待遇。但稅法之租稅減免規定與稅法以外其他法律之租稅
優惠待遇定有相同規定時，包含該稅法規定之租稅減免規定。
（二）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所稱租稅優惠待遇，指稅法以外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
惠待遇。

三、稅捐稽徵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停止並追回納稅義務人享受租稅優惠待遇：
（一）屬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情形者：
稅捐稽徵機關查獲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情節重大時，應即依式（如附表）調查其違章
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待遇情形。
納稅義務人享有前點第一款所定租稅優惠待遇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裁罰後，檢附相
關資料函報財政部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但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之核課期間將屆
者，得於查獲或裁處前先行函報財政部。
財政部審定屬本條項應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時，應即函復稅捐稽徵機關，免函知
納稅義務人。
稅捐稽徵機關接獲財政部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通知函，應儘速於核課期間內補徵
稅捐，將核定通知書、補徵稅額繳款書及財政部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通知函一併
送達納稅義務人後，將處理情形及送達證書影本送交財政部。
（二）屬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情形者：
財政部接獲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停止並追回納稅義務人租稅優惠待遇，
經審定屬本條項應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應即通知稅捐稽徵機關，免函知納稅義
務人。稅捐稽徵機關應依前款第四目規定辦理。
稅捐稽徵機關接獲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主管機關為辦理停止並追
回租稅優惠待遇需要，查調納稅義務人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待遇情形，其
總機構所在地國稅局及地方稅稽徵機關應依式（如附表）彙整該納稅義務人於其他地
區國稅局及地方稅稽徵機關享受租稅優惠待遇情形逕行提供，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九條
規定辦理，並副知財政部。
四、財政部未接獲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通知停
止並追回納稅義務人租稅優惠待遇前之聯繫通報及管控作業：
（一）納稅義務人發生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屬社會關注、
具指標性意義案件，該納稅義務人總機構所在地國稅局應主動通報上開法律中央主管
機關及租稅優惠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請其注意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並副知財
政部；另彙整該納稅義務人違章行為所屬年度於其他地區國稅局及地方稅稽徵機關享
受租稅優惠待遇情形，函報財政部。
（二）納稅義務人總機構所在地國稅局應列冊專案管制，定期追蹤環境保護、勞工、
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主管機關處理情形。
五、稅捐稽徵機關應就辦理停止並追回租稅優惠待遇之相關作業及其他應注意事項等
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俾利同仁遵循。

財政部１０６１２１３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７００６９０號令
5.核釋 106 年度起營利事業免備妥並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免送交國別報告認定標準
一、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為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
價查核準則（以下簡稱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21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得免送交「集團主
檔報告（Master File）」之規定如下：
（一）該營利事業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未達新臺幣 30 億元，或全年
跨境受控交易總額未達新臺幣 15 億元。
（二）前款所稱全年跨境受控交易總額，指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成員與中華民國境
外其他成員間所從事之受控交易總額，不分交易類型，其交易所涉中華民國境內營利
事業之收入或支出，以絕對金額相加之全年總額。
（三）跨國企業集團在中華民國境內有 2 個以上營利事業成員者，依個別成員分別適
用第 1 款規定；其有 2 個以上營利事業成員應備妥及送交集團主檔報告者，得依移轉
訂價查核準則第 21 條之 1 序文後段規定指定其中 1 個營利事業成員備妥及送交。
二、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為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22 條之 1 第
6 項規定得免送交「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之範圍如下：
（一）其屬跨國企業集團之最終母公司，該集團前一年度合併收入總額未達新臺幣 270
億元【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下簡稱 OECD）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and
Profit Shifting）行動計畫 13「移轉訂價文據及國別報告」成果報告規定，以歐元
7.5 億元按我國 104 年 1 月匯率換算等值新臺幣之金額】。
（二）其所屬跨國企業集團之最終母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外，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最終母公司居住地國或地區定有申報國別報告之法令規定，且該集團符合該居住地國
或地區依前開 OECD 成果報告規定訂定之免送交國別報告標準。
最終母公司居住地國或地區未定有申報國別報告之法令規定，經該集團指定其他成員
代理最終母公司送交國別報告（以下簡稱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
，且符合該代理母公司
送交成員居住地國或地區依前開 OECD 成果報告規定訂定之免送交國別報告標準。
最終母公司居住地國或地區未定有申報國別報告之法令規定，且未指定集團其他成員
為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符合前款我國所定免送交國別報告標準。
三、前點第 1 款所稱合併收入總額，指最終母公司依居住地國或地區會計原則編製之
合併財務報表揭露之所有收入，包括營業收入、其他收益及營業外收入。
四、符合第 1 點第 1 款或第 2 點規定得免送交集團主檔報告或國別報告之營利事業，
其所屬跨國企業集團依其他成員居住地國或地區規定應送交集團主檔報告或國別報告
者，稽徵機關查核時如有必要，得以書面調查函通知依限提示該等報告。
6.兼營營業人記得依規定辦理年度營業稅額調整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兼營營業人於申報本年度最後一期（106 年 11-12 月）營業稅
時，應填寫「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
（採直接扣抵法者應填寫「兼營營業人

採用直接扣抵法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按當年度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比例調
整計算稅額，併同該期營業稅申報。
該局說明，兼營營業人係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
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勞務者，或兼營同法第 4 章第 1 節及第 2 節規定計算稅額者。
兼營營業人於年度中開始營業，其當年度實際營業期間未滿 9 個月者，當年度免辦調
整，併入次年度最後一期依規定調整。
該局舉例，甲公司於 105 年 5 月設立，並取得股利收入（含國內外現金股利及股票股
利）
，因甲公司於年度中成為兼營營業人未滿 9 個月，其申報 105 年 11-12 月期營業稅
時免辦理年度調整，於申報 106 年 11-12 月期營業稅時，再將 105 年 5 月至 106 年 12
月併同調整，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計算調整稅額。
該局呼籲，兼營營業人報繳 106 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時，請確實依前揭規定辦理營業
稅額調整，如 106 年度有股利收入，也請將該股利收入彙總加入最後一期「免稅銷售
額」申報，如未依規定調整致虛報進項稅額者，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5 條規定，除追補所漏稅額外並處 5 倍以下罰鍰。
7.消費者透過境外網路訂房平台預訂國內住宿，究應取得何種消費憑證？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表示，隨著網際網路興起，越來越多消費者透過境外網路
平台訂房，由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自 106 年 5 月 1 日施行，
施行後在臺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境外業者，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應在我國辦理
稅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大家享受網路交易便利之餘，也要留意稅法的相關規定，以
維護自身權益。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自 106 年 5 月 1 日起，境外電商課徵營業稅新制實施後，消費者
透過境外網路訂房平台購買本國住宿勞務，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消費者在境外網路訂房平台完成付款，且由境外網路訂房平台收取全部價款者，
境外網路訂房平台應開立統一發票與消費者，惟依財政部 106 年 2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506690 號令規定，自 106 年 5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境外網路訂房平台
得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 條第 35 款規定免開統一發票，消費者可向境外網路訂房平
台索取收據。
二、消費者於境外網路訂房平台預約訂房，而由國內旅宿業者收取全部價款者，如國
內旅宿業者為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則國內旅宿業應開立統一發票與消費者。
8.簡化與境外電商業者交易之國內營業人統一發票交付方式
為順應國際趨勢及掌握稅源，我國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
定明在臺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利用網路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之境外電商業者，
自 106 年 5 月 1 日起應於我國辦理稅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國內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
務與境外電商業者，應依規定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交付境外電商業者，該等業者在我

國境內並無固定營業場所，衍生統一發票交付問題。
財政部表示，考量境外電商業者在我國境內並無固定營業場所，國內營業人交付紙本
統一發票與境外電商業者需耗費高昂交付成本且交付統一發票因跨國境而有時間落
差，並衍生發票寄送過程遺失或毀損風險，不利營運，為降低國內營業人交付統一發
票成本，爰簡化國內營業人交付統一發票與境外電商業者之作業方式，規範國內營業
人得將紙本統一發票以掃描方式傳送予境外電商業者，並保存統一發票正本及寄送紀
錄，或交付紙本統一發票正本與境外電商業者之報稅代理人，得認屬已依規定給與憑
證，免依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處罰。
9.海外代購商機無限但別忘了要繳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近年發現不少國人會透過臉書從事海外代購服務，並於粉絲
頁上，貼有現貨供應、預購收單及結團等訊息，顯有進貨、庫存及銷貨行為，並非單
純偶而幫忙從國外帶貨、合購或自用行為，銷售額甚至已達辦理稅籍登記標準，但卻
未辦理稅籍登記。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及財政部 95 年 12 月 22 日台財
稅字第 09504553860 號令發布之「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規定，在中華民國境
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而買賣
業之起徵點為每月銷售額新臺幣 8 萬元；勞務業之起徵點為每月銷售額新臺幣 4 萬元。
國稅局特別提醒，國人如以營利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經營，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
勞務；抑或經常性利用網路，以自己名義代購或交付與委託人以賺取差額、佣金及手
續費相關費用等而取得代價者，若最近 6 個月平均每月銷售額已達營業稅起徵點者（銷
售貨物者為 8 萬元；銷售勞務者為 4 萬元）
，應儘速向所轄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辦理稅
籍登記，依法繳納營業稅，以免受罰。
10.銷貨退回列報年度不得任意選
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銷售商品後，客戶有時會以產品瑕疵或規格不合等問題退
貨，此時，該營利事業除應取具客戶出具銷貨退回證明單等相關文據外，並應將該銷
貨退回列報為實際退回年度之銷貨收入減項。
該局進一步表示，營利事業之銷貨於次年度發生退回，其銷貨退回因所屬會計年度不
同，應列為次年度銷貨退回處理。舉例說明，甲公司 104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列報銷貨退回 300 萬元，甲公司主張其於 104 年底銷售一批貨物 1,000 萬元予乙公
司，因部分產品瑕疵無法使用，乙公司遂於 105 年初將有瑕疵的貨物 300 萬元退回，
既然實際銷售予乙公司的貨物只有 700 萬元，所以該筆銷貨退回也應該列報在 104 年
度。惟因其銷貨退回所屬會計年度不同，該筆銷貨退回必須在實際發生年度 105 年才
能列報，乃否准甲公司 104 年度列報該筆銷貨退回。
11.喪失國籍或經常居住境外之國民，遺產稅課稅範圍及扣除額與經常居住境內之國民

不同
南區國稅局表示，遺產稅係按被繼承人死亡時計算之遺產總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
之課稅遺產淨額，乘以稅率課徵之，惟被繼承人是否為中華民國國民，是否經常居住
中華民國境內，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數額則大大不同。
該局說明，所謂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國民，係指被繼人死亡事實發生前 2 年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在死亡事實發生前 2
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 365 天者。但受中華民國政府聘請從事工作，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特定居留期限者，不在此限。而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係指不合
前述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規定者而言。
該局又說，被繼承人甲君如為經常居住境外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因其遺產總
額係以中華民國「境內」總財產計算，與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國民，其遺產總額
係以中華民國「境內」
「境外」總財產計算不同，所以倘甲君 105 年死亡，則以下項目
扣除額不得適用：
甲君遺有配偶者，扣除額 493 萬元。
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扣除額 50 萬元，未滿 20 歲者得按其年齡距屆滿 20
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50 萬元。
甲君遺有父母者，每人扣除額 123 萬元。
甲君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如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 條規定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者或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之病人，每人再加扣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618 萬元。
甲君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姐妹、祖父母者，每人扣除額 50 萬元，兄弟姐妹未滿 20 歲
加扣數額。
農業用地扣除額。
甲君死亡前 6 年至 9 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按年遞減扣除 80%、60%、40%
及 20%。另外甲君死亡前，依法應納之各項稅捐、罰鍰及罰金、具有確實證明之未償債
務、喪葬費用 123 萬元限額內及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之扣除額，以在
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限。
國稅局舉例說明，甲君 102 年 1 月 1 日喪失國籍，歸化新加坡，其於 105 年 7 月 2 日
死亡，遺有配偶、已成年 2 名子女、父親（重度以上身障者），其境內財產包含存款、
股票計 500 萬元、經營農業生產之農業用地 5,000 萬元，境外財產 1,000 萬元，則應
納遺產稅額為=〔遺產總額 5,500 萬元－免稅額 1,200 萬元－扣除額 0 元〕×稅率 10%=430
萬元。
若甲君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國民，同上之條件，計算之遺產稅額=〔遺產總額
6,500 萬元－免稅額 1,200 萬元－扣除額 6,457 萬元（493 萬元+100 萬元+123 萬元+618
萬元+5,000 萬元+123 萬元）〕×稅率 10%=0 元。

12.財政部將於近日發布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自然人，自 106 年 5 月 1 日起，應自行或
委託報稅之代理人於我國辦理稅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為明確規範跨銷售電子勞務之
外國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及報繳規定，財政部多次邀集各地區國稅局及在臺辦理稅籍
登記之跨境電商研商後，將於近日發布相關規範及簡化措施。
財政部表示，外國營利事業透過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
（含個人、營利事業及機關團體）所收取之報酬，經考量跨境電子商務型態及特性，
該部研擬合宜及簡化可行之所得稅措施，自 106 年度起適用。擇要說明如下：
一、我國來源收入認定規定
依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外國營利事業僅須就我國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鑑於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類型，主要為「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及「提
供非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兩類，爰依所得稅法第八條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
並就電子勞務與我國之經濟關聯性認定我國來源收入如下：
（一）外國營利事業於我國
境外產製完成之商品（例如單機軟體、電子書等）
，僅改變其呈現方式，以網路或其他
電子方式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供我國境內買受人使用之電子勞務，其
取得之報酬非為我國來源收入。但需經由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事業參與及協助始可提
供者，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二）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
供即時性、互動性、便利性及連續性之電子勞務（例如線上遊戲、線上影劇、線上音
樂、線上視頻、線上廣告等）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其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三）外國
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有實體地點使用之勞務（例如住宿服務、汽車
出租服務）取得之報酬，無論是否透過外國平臺業者，其勞務提供或經營地點在我國
境外者，非我國來源收入。
（四）外國平臺業者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供境內外買賣雙方
進行交易，買賣雙方或其中一方為我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其向買賣雙
方所收取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二、所得計算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取得之報酬依上開規定認定屬我國來源收入部分，得
依下列規定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及依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應歸屬我國課稅所得額：
（一）減除相關成本費用
可提示帳簿、文據供核者，以收入核實減除成本費用計算所得額。
無法提示帳簿、文據，但可提示合約、主要營業項目、我國境內外交易流程說明及足
資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核定其主要營業項目者，以收入按該主要營業項目適用之同業
利潤標準淨利率計算所得額；其核定屬經營「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者，淨利率
為 30%。
不符上開 1 及 2 規定者，以收入按稽徵機關核定之淨利率 30%計算所得額。
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淨利率高於依上開 2 及 3 規定核定之淨利率者，按查得資料核定。

（二）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部分交易流程在我國境外者，依下列規定認定
我國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可提示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其總利潤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者，核
實認定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其全部交易流程或勞務提供地與使用地均在我國境內（例如境內網路廣告服務）者，
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 100%。
不符合 1 規定及非屬 2 規定情形者，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 50%。但稽徵機關查得實際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高於 50%，按查得資料核定。
三、課徵規定
（一）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其跨境銷售電子勞務，
依上開規定計算我國應課稅之所得額，課徵方式如下：
屬扣繳範圍之所得，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額」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
款。但該外國營利事業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其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者，得以我國來源收入依該淨利率及貢獻程度計算，按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
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應由外國營利事業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
內依有關規定申報納稅。
（二）外國營利事業如為平臺業者，應以其收取之銷售價款課徵所得稅。其代外國非
平臺電子勞務業者（例如線上遊戲軟體供應商）收取全部價款，但實際僅收取平臺手
續費者，得提示相關合約、轉付價款證明，其轉付價款為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之
我國來源收入者，並應提示已完納我國所得稅之證明文件（例如就源扣繳證明）
，向稽
徵機關申請按實際收取之平臺手續費課徵所得稅。外國平臺業者就轉付價款扣繳稅款
時，得以個別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經稽徵機關核定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
程度計算，按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
並彙報稽徵機關其轉付價款扣繳稅款計算資料。
財政部提醒，自 106 年度起，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已被扣繳之稅款，與依
上開規定計算之應扣繳稅款不同，致有溢繳之扣繳稅款者，得自取得收入之日起 5 年
內，自行或委託代理人，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我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如有藉法律
形式虛偽安排，適用上開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課稅規定，不當規避或減
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將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課徵所得稅。
上開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旨在明確外國營利事業之我國
來源收入認定及簡化相關成本費用減除、利潤貢獻程度劃分及報繳所得稅之程序。該
部將賡續研議建置線上申報系統，便利外國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報繳作業，以建構公
平、合理及簡便之網路交易課稅環境。相關計算說明詳附件例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