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緯 107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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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起扣點調升為 84,501 元，請詳 2 月新聞稿內容，
以簡化 107 年度各項扣繳作業。
勞基法修法新制將於 107 年 3 月 1 日上路，相關加班費的計算與休假等規定有
部份調整，內容請詳勞基法修文或洽主管單位洽詢，請相關適用的單位注意配
合調整。
國稅局提出營業稅加強查核六大行業，包括：高價月子中心、產後護理機構、
醫美植牙、食品業、老年照護機構、夜店和夜市商圈，3 月份為輔導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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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提供會計服務之營利事業，即日起取得 106 年度各單位開立之扣繳或免扣
繳憑單、股利憑單，請優先提供本所，以利年度報表的結算作業，以及營業稅
或所得稅的結算申報。
106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作業於本月陸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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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三、四月份統一發票已於二月底前發送給客戶，107 年度一、二月份營
業稅申報工作將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申報，請客戶提早整理 107 年度一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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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2 月份財政部發佈重要新聞稿摘錄
1.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免徵營業稅規定
2.財政部於近期修正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
點與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擴大服務範圍
3.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之免稅額，應注意符合相關規定
4.營利事業聘僱外籍專業人士相關租稅優惠措施
5.小心公司帳戶與個人帳戶分不清不但恐遭補稅處罰並可能構成洗錢罪
6.107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起扣點調升為 84,501 元
7.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
8.申報扣抵國外繳納之所得稅，應依加計國外所得計算可扣抵限額，且納稅憑證毋
需再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

財政部１０７０２０１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０７３７８８０號令
1.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免徵營業稅規定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設立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提供同法規定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2.財政部於近期修正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
點與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擴大服務範圍
財政部表示，為提供優良租稅服務，近日修正「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
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及「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
，便利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提升納稅
服務。
簡要說明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
為減輕民眾蒐集申報資料負擔，爰擴大查詢資料範圍，將民眾購買符合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個人行動輔具之身心障礙嬰幼兒特製推車之支出，超過向主管機
關申請補助部分納入醫藥費查詢範圍，並開放外籍人士透過網際網路或臨櫃查詢本
人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時，得併同申請查詢本人該年度之入出境資料。
二、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一）擴大稅額試算服務適用範圍：申報戶前一年度（如 105 年度）有智慧財產權
作價入股或獎酬員工股票等 2 類憑單所得者，其課稅年度（如 106 年度）符合條件
者，納入稅額試算服務適用對象。
（二）因應 106 年 12 月 28 日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下簡稱納保法）實施：將「基
本生活費差額」納入試算資料範圍。
（三）新增繳稅管道
為提供多元繳稅管道，今（107）年新增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
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得以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辦理線上繳稅。
在作業程序方面，財政部表示，民眾欲申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
、申請不
提供「全部扣除額資料」或「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
、申請「首次適用」或「不
適用」稅額試算服務，其申請期間均為每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15 日，因今年 2 月 15
日至 2 月 20 日適逢農曆春節期間，不開放臨櫃申請，惟民眾可以自然人憑證、金融
憑證或健保卡於該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tax.nat.gov.tw）申請。
另原訂每年 4 月 28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提供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因

今年 4 月 28 日適逢例假日（週六），依規定將提前 1 日開放查詢，即查詢 106 年度
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期間將自今年 4 月 27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納稅義務人援例
可以前開憑證透過網際網路或臨櫃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財政部進一步表示，為便利納稅義務人辦理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降低民
眾依從成本，該部已責令各地區國稅局就上開各項服務措施加強宣導，納稅義務人
可向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及服務處詢問，並請納稅義務人多加利用稅額試算服
務及透過網路完成 106 年度結算申報作業。
3.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之免稅額，應注意符合相關規定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之免稅
額，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規定，須符合民法規定，以永久共同生
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之家長家屬關係，且負有法定扶養義務並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始能列報。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甲君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扶養其胞妹子女乙君
及丙君之免稅額，經該局以甲君與乙君等 2 人未同居一家共同生活，且渠等父母有
扶養能力等由，否准認列。甲君不服申請復查，檢附乙君等 2 人父母之切結書及里
長開具之扶養證明文件，請求追認其他親屬免稅額；經該局以該切結書及里長證明
文件無法證明應負乙君等人法定扶養義務順序優先之父母，因喪失扶養能力而免除
扶養義務，致甲君須履行扶養義務，乃駁回其復查申請，並告確定在案。
該局進一步說明，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之規定，目的在以稅捐
之優惠，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屬盡其「法定」扶養義務，因此納稅義
務人申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之免稅額，須皆符合下列要件，始可列報：
一、扶養者與受扶養者間，具有以永久共同生活而同居一家之家長家屬關係。
二、負扶養義務：依民法第 1115 條第 1 項規定，負扶養義務有數人時，其履行義務
之人有其先後順序，由後順序者履行扶養義務時，應有正當理由及先順序者無法履
行扶養義務之相關證明。
三、扶養之事實：所謂扶養，係包括「扶助」與「養育」在內，並非僅單純給予生
活費用。
4.營利事業聘僱外籍專業人士相關租稅優惠措施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吸引國際專業人才來臺，增進我國國際競爭力，符合一
定條件之來臺工作外籍人士，其僱主依聘僱契約約定給付之相關費用，得以費用列
帳。
該局說明，依據「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規定，營利事業延攬外籍專
業人士，從事就業服務法規定之下列工作者，其依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之聘僱契約約
定，營業事業所支付之本人及眷屬來回旅費、工作至一定期間依契約規定返國渡假

之旅費、搬家費、水電瓦斯費、清潔費、電話費、租金、租賃物修繕費及子女獎學
金，得以費用列帳，且不列為該外籍專業人士之應稅所得：
（1）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2）政府依據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等規定核准投資或設立之事業，
該外籍專業人士於該事業擔任主管。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聘僱符合租稅優惠適用範圍之外籍專業人士，並不包括
兼具我國國籍之雙重國籍專業人士，其同一課稅年度在臺居留合計須滿 183 天，且
全年取自中華民國境內外雇主給付之應稅薪資須達新臺幣 120 萬元；外籍專業人士
當年度在臺居留期間未滿 1 年者，該期間薪資換算之全年應稅薪資須達 120 萬元，
始有租稅優惠之適用。但雇主基於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之特殊需要，並經財政部專案
審查認定，得不受全年應稅薪資須達 120 萬元之限制。
另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依稅法規定以該員工為納稅義務人之我國所得稅或其他
稅捐，如依聘僱契約約定為該員工提供勞務報酬之一部分，亦得以薪資費用列帳。
5.小心公司帳戶與個人帳戶分不清不但恐遭補稅處罰並可能構成洗錢罪
財政部南國稅局表示，洗錢防制法新制於去年（106 年）6 月底施行後，營利事業利
用負責人或周遭親友名義開立銀行帳戶，並操控帳戶間資金調度，進而規避租稅，
除了漏報銷貨收入，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稅捐情事外，所衍生的洗錢行
為還可能構成洗錢罪。
此次洗錢防制法新制的修法幅度甚大，除了修正洗錢罪之構成要件、重新定義洗錢
外，同時也將逃漏稅行為納入「特定犯罪」種類。我國逃漏稅捐罪規定於稅捐稽徵
法第 41 條至第 43 條，其構成要件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及「教唆或幫
助他人犯逃漏稅捐」
，而洗錢防制法規定犯有前述特定犯罪逃漏稅捐之所得為特定犯
罪所得，如意圖掩飾或隱匿逃漏稅捐所得來源，即可能構成洗錢罪。特別值得注意
的是，洗錢防制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特定犯罪所得之認定，不以其所犯特定犯罪
經有罪判決為必要，也就是說洗錢犯罪之追訴，不必然以特定犯罪本身經有罪判決
確定為唯一認定方式，所以提醒營利事業勿存僥倖心態，即使未被判決稅捐稽徵法
之「以詐術逃漏稅捐罪」，仍可能涉及洗錢罪。
南區國稅局日前查核甲公司，發現該公司銷貨未依規定開立發票，涉及短漏報銷售
額，又公司為隱匿銷貨收入，而以負責人個人帳戶提供公司存入貨款，因涉及逃漏
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遭國稅局補稅並處罰鍰。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切勿取巧將銷貨款項存入
外圍或人頭帳戶以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否則一經查獲除補稅及處罰外，
可能還會多一條洗錢罪，實得不償失。南區國稅局鼓勵營利事業自行檢視，如有逃

漏稅之行為，應於未經檢舉、未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
前，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向管轄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
款，僅須加計利息，免予處罰。
6.107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起扣點調升為 84,501 元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 107 年 1 月 18 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配合個人綜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調增及課稅級距金
額調整，財政部發布修正後 107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及其說明，薪資所得扣繳
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原為 73,501 元，大幅調升為 84,501 元。
該局說明，修正後 107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及其說明俟該修正案經總統公布生
效後，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扣繳義務人如有溢扣稅款情事，依所得稅法第 94
條將溢扣稅款退還納稅義務人者，得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96 條規定，向該管稽徵機關
申請退還或就同年度應扣繳稅款內留抵。
該局提醒，扣繳義務人給付兼職所得及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每次給付金額未超過薪
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起扣標準者，免予扣繳。適逢年初，許多
公司陸續發放各種獎金，如屬年終獎金等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每次給付金額未達
84,501 元者即免予扣繳，超過 84,501 元則一律按 5%扣繳。
7.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自 106 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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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之報酬，
依規定認屬為我國來源收入者，得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按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
算我國應課稅的所得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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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課徵所得稅，因此，為明確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課稅範圍，財
政部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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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
濟關聯性等，發布 107 年 1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704390 號令規範外國營利事
業的我國來源收入認定原則，該局彙整認定我國來源收入之重點如下：
一、外國營利事業於我國境外產製完成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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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我國境內買受人且需經由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
事業參與及協助始可完成提供之電子勞務，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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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其勞務提

供或經營地點在我國境內者，則屬我國來源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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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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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就我國來源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按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我國應課稅之
所得額，課徵方式如下（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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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局進一步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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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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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我國來源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按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我國應
課稅之所得額，課徵方式如下：
提供非平
臺服務電
子勞務之
業者

屬扣繳範
圍之所得

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額」或「以淨利率
及貢獻程度計算所得」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

非屬扣繳
範圍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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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平臺業者

以其收取之銷售價款課徵所得稅。
僅收取平臺手續費者，得提示相關合約、轉付價款證明等證明文件
向稽徵機關申請按實際收取之平臺手續費課徵所得稅。

8.申報扣抵國外繳納之所得稅，應依加計國外所得計算可扣抵限額，且納稅憑證毋
需再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在全球化浪潮下，跨國投資日趨頻繁，提醒總機構在中華
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但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
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自其全部營利
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惟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國外所得而依國內
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查核轄內甲公司 10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發現該

公司列報境外所得可扣抵稅額 49 餘萬元，係依其境外收入計算可扣抵限額，並未減
除相關成本費用，經查該稅額係甲公司向境外關係企業收取管理顧問服務收入 489
餘萬元之所得稅，因甲公司派駐關係企業人員相關成本費用為 489 餘萬元，已認列
薪資費用支出、該筆境外來源所得為 0 元，經重新核算及調減該公司境外所得可扣
抵稅額之限額為 0 元，就超過可扣抵稅額部分予以補徵稅款 49 餘萬元。
另該局指出，為營造我國友善租稅環境，簡化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稅有關扣抵國外
稅額應檢附之文件，財政部近日已核釋，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規定扣抵其依國外稅法已納之所得稅時，如已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納
稅憑證，得免檢附我國駐外單位之驗證文件，俾簡政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