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緯 10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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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將於 107 年 5 月間開始申報，請客戶共同配合
本所結帳與申報作業，順利於時限內完成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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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五、六月份統一發票將於四月底前發送給客戶，107 年度三、四月份營業稅
申報工作將於 107 年 5 月 15 日前完成申報，請客戶提早整理 107 年度三至四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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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財政部發佈重要新聞稿摘錄
1.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
2.核釋 104 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計算補繳金額及裁罰基礎規定
3.核釋個人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之 1 規定辦理死亡或離境申報時，其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
計算規定
4.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提供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查詢一百零六
年度所得資料試辦作業要點
5.基本生活費不課稅，106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所需費用為 16.6 萬元
6.申報遺產稅時倘主張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應於期限內交付或移轉財
產予生存配偶
7.公益機關或團體解散無須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8.銷貨退回認列年度
9.公司結束營業其未攤銷裝潢費申報規定
10.營利事業以網路或媒體提示完整帳簿電子檔，可享獎勵之規定
11.境外電商取得我國來源收入，檢具文件事先申請，扣繳稅負大不同
12.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經申請核准可享有適用 1%營業稅稅率及免用統一發票之
租稅優惠
13.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非居住者股東之股利所得扣繳率由 20%調高為 21%
14.個人出售屬房地合一課稅範圍之房屋土地，不論有無應納稅額，均應依規定辦理申

報，以免受罰
財政部１０７０３３０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６９９４１０號令
1.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
一、公司具合理商業目的，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併，或收購他公
司之業務，其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
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認列商譽：
（一）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7 號「企業合併
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
（二）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
稅義務。
（三）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
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提示下列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
價值之證明文件，並依附件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者，得核實認列商譽：
（一）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
併購之商業目的說明。
決策歷程相關議事錄及被併購公司或事業之營運背景分析。
與本次併購案相關併購過程（含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之交易流
程、集團組織變化圖、持股比例變化、參與併購相關公司主要股東名冊及各該公司是否
互為關係人之聲明。
併購交易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提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免檢附第 1
目及第 2 目文件
（二）併購成本
併購成本之認定
（1）採 1 階段合併者，應以合併時所支付現金或股份對價之價值為併購成本；採分階段
合併者，應以各階段收購股權之實際取得價格，加計最後合併階段支付現金或股份對價
之價值為併購成本。
（2）以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者，股份對價之價值應以董事會決議日確定換股比例之股份
對價價值認定。有關每股價值之認定，屬上市或上櫃股票者，以董事會決議日之收盤價
為準，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屬興櫃股票者，以
董事會決議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為準，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
格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未上市、未上櫃及非屬興櫃股票者，以董事會決議日前一年
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認定。
應提示之證明文件
（1）獨立專家出具之被併購公司價值評估報告或實地查核報告。

（2）獨立專家出具之併購價格或換股比例合理性之意見書；其與（1）報告評估之價值
有差異者，應提出該等差異調整之理由及合理說明。
（3）併購契約。
（4）對價支付證明；以發行股票為合併對價者，並應檢附決議合併之董事會議事錄及該
董事會決議日之股份對價價值證明文件。
（5）併購交易（含本次併購案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相關會計紀
錄。
（三）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衡量各項可辨認資產及負債價值之評價報告或收購價格分攤報告，應包括下列項目：
（1）評價目的、評價基準日、評價流程、評價方法、所使用之資訊及其來源、評價人員
及所屬評價機構之獨立性等整體資訊。
（2）有形資產之評價及無形資產之辨認與評價。
評價準則公報第 6 號「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所列收購價格所隱含之內部報酬率等比率
之綜合評估資料。
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
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 3 要素之證據資料。
財政部１０７０３２８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６８７５７０號令
2.核釋 104 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計算補繳金額及裁罰基礎規定
一、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併同股利或盈餘淨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予其股東或社
員，有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 規定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事者，不論其股東或社員是否
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應補繳之超額分配稅額及裁罰基準，均以該條規定超額
分配之可扣抵稅額之半數為準。
二、營利事業依前點規定補繳之超額分配稅額，得於補繳日依補繳稅額加倍計入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三、本令發布日前，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適用本令規定；核課確定案件，不予變更。
四、廢止本部 104 年 12 月 30 日台財稅字第 10404030450 號令。
財政部１０７０３２０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７２０５８０號令
3.核釋個人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之 1 規定辦理死亡或離境申報時，其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
計算規定
個人於年度進行中因死亡或離境，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或第 2 項本文規定
辦理死亡或離境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減除，應依同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分別按該年度死亡前日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日數，占全年日數之比
例，換算減除；其於適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

規定時，其死亡或離境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亦應按該年度死亡前日數或在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日數，占全年日數之比例換算。
財政部１０７０３０７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０７３２６１０號令
4.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提供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查詢一百零六
年度所得資料試辦作業要點
一、配合所得稅法第九十四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二條之一規定辦理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
作業，並便利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於一百零六年度所得稅法定
結算申報期間查詢其該年度所得資料，及統一稽徵機關提供所得資料之作業方式，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試辦作業期間為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
三、稽徵機關提供查詢之所得資料範圍：
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契約之受託人依規定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定申報
期限前彙報稽徵機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
憑單、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或屆期未轉讓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
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
四、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得以下列二種方式查詢：
（一）自行查詢者：
營利事業持經濟部核發之工商憑證 IC 卡或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持國家發展委員
會核發留有統一編號資訊之組織及團體憑證 IC 卡，透過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https://www.etax.nat.gov.tw）查詢。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除可利用前目規定之工商憑證 IC 卡查詢外，亦得以所得年
度結束日（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向稽徵機關完成登記之負責人所持有內政部
核發之自然人憑證或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透過財
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但於一百零六年度期間有歇業、註銷、廢止或經主管機關撤銷登
記及獨資組織之營利事業有變更負責人情事者，不適用之。
（二）委任代理人代為查詢者：
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於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
止得以其合於前款規定之電子憑證，透過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授權機制，委任代理人
後，由代理人以其合於前款第一目規定之憑證，於本試辦作業期間，透過財政部稅務入
口網查詢。

五、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查詢之所得資料，係依各憑單填發單
位申報之各式憑單進行歸戶，僅為申報所得稅時之參考，相關所得應依稅法規定自行減
除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納稅義務人如有其他來源所得，仍應依法辦理申報；未依規定
辦理申報而有短報或漏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仍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論
處。
5.基本生活費不課稅，106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所需費用為 16.6 萬元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自 106 年 12 月 28 日施行，該法賦予納稅者
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所謂
「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係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60%計算，並於每二年定期檢討，106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所需費用為 16.6 萬元，自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開始適用。
該局說明，納稅者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每一申報戶可
以減除的免稅額、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扣除）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合計
數，如果低於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
計算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者，兩者之差額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該局舉例說明，107 年 5 月辦理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以一家 6 口（夫妻、扶養
2 名子女、父母均未滿 70 歲）雙薪家庭且採標準扣除額為例，106 年度維持基本生活所
需費用總額為 99.6 萬元（16.6 萬元Ｘ6 人＝99.6 萬元），高於依所得稅法規定得自綜合
所得總額減除之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合計數 96.4 萬元（免稅額 8.8
萬元Ｘ6＋標準扣除額 18 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2.8 萬元Ｘ2）
，得申報基本生活費
差額 3.2 萬元（99.6 萬元－96.4 萬元）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計算綜合所得淨額。
6.申報遺產稅時倘主張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應於期限內交付或移轉財
產予生存配偶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繼承人申報被繼承人遺產稅，主張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扣
除生存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金額，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之 1 第 2 項規
定，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 1 年內，給付生存配偶相當於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金額之財產，並於履行交付或移轉財產後，保存相關證明文件，
俾利稽徵機關核認後解除列管。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被繼承人甲君於 102 年 8 月 5 日死亡，繼承人乙君等 5 人申報遺產
稅，並主張扣除上開請求權之金額，惟未於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之日(104 年 4 月 25 日)
起 1 年內，給付請求權金額之財產予甲君之配偶，依前揭規定須就未給付部分追繳遺產
稅額 4,300,000 元。該局特別提醒，繼承人應注意於期限內交付或移轉財產之相關規定，
並保存證明文件，避免因不諳規定而遭追繳稅賦。

7.公益機關或團體解散無須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邇來接獲民眾詢問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
簡稱機關團體）解散是否須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規定辦理決算及清算申報？
該局指出，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營利事業遇有解散、廢止、合併或
轉讓情事時，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當期決算、清算申報，適用對象為營利事業，而機關
團體非屬營利事業，依財政部 86 年 4 月 9 日台財稅第 861890732 號函釋規定，尚無須因
解散而向稽徵機關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該局特別提醒，機關團體雖無須因解散而向稽徵機關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惟其解
散後賸餘財產之處理，應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
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
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前揭規定之限制。
8.銷貨退回認列年度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近來接獲公司來電詢問，如銷售貨物於次年度才發生銷貨退回，
應於何時辦理銷貨退回會計處理？
該局說明，銷貨退回已在帳簿記錄沖轉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0 條規定取得憑證或有
其他確實證據證明銷貨退回事實者，應予認定。營利事業銷售商品後，客戶如以瑕疵或
規格不合等原因退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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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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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公司結束營業其未攤銷裝潢費申報規定
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遇租賃期限未滿而結束或遷址營業時，該租用營業場所之裝
潢費用未攤銷餘額，得列為當年度損失，無須事前報請稽徵機關核備。
該局指出，營利事業租用營業場所支付之裝潢費用，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7 條
規定應以未攤銷費用列帳，並逐年分攤提列。惟遇租賃期限未滿營利事業解散或遷址營
業，致該裝潢費用未能足額攤銷時，其未攤銷餘額應如何處理？說明如下：
依前揭查核準則規定，租賃物之修繕費，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之營利事業負擔者，得以
費用列支。其有遞延性質者，得照效用所及在租賃期限內分攤提列。營利事業租用營業
場所支付裝潢費用，屬租賃改良，帳列未攤銷費用者，應按效用年數逐年攤銷。如因解
散或變更營業地址等因素，致該裝潢費用未能足額攤銷時，得檢附提前解除租約或他遷
等相關證明，將其未攤銷餘額列報為該年度之損失，免向稽徵機關報備。另外，該裝潢
設備如有出售收入，仍應開立統一發票列報收益。
10.營利事業以網路或媒體提示完整帳簿電子檔，可享獎勵之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精進營利事業電子化稅務環境及提升稽徵機關便民服務效
能，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可將帳簿資料利用網路平台上傳或媒體遞送，符合
一定條件者，還可以適用多項獎勵措施。
該局進一步說明，除會計師簽證申報、機關團體申報或決（清）算申報等案件外，調帳
查核案件之營利事業如符合「財政部獎勵營利事業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案實施要點」相
關規定者，可享有三項獎勵：
一、除經審核有異常項目者外，當年度免再提示憑證供查核。
二、短漏所得稅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或短漏報課稅所得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率不
超過 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並繳清稅款及罰鍰，除當年度經稽徵機
關調整全年所得額 100 萬元以上者外，其後 2 年度免列入營利事業所得稅選案查核對象。
三、各地區國稅局將指定專人協助解決或指導有關稅務法令及實務問題。
11.境外電商取得我國來源收入，檢具文件事先申請，扣繳稅負大不同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近年全球消費習慣改變，民眾透過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購物日
益頻繁，自 106 年度起，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所取得之報酬，視為
我國來源所得應課徵所得稅，其課徵方式會因買受人是否為扣繳義務人而有不同，若買
受人非屬扣繳義務人，則應自行申報納稅，若屬扣繳義務人，則應由買受人於給付時，
按「給付額」扣繳 20%，惟境外電商如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
度，則可降低應負擔之稅負。
該局進一步說明，境外電商所得額之計算，可採核實認定，或申請依主要營業項目之同
業利潤標準淨利率計算，若無法提示相關資料，則按稽徵機關頒定淨利率 30%計算所得
額；另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亦可採核實認定，或申請按部頒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50%或 100%
計算。依此，若境外電商均欲採部頒標準核定，需檢具下列 3 項文件（1）申請書（2）
營業內容及境內外交易流程說明（3）相關合約範本，若委由代理人時則須再檢附委任書，
透過事先申請核定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扣繳義務人可據以計算所得額並扣取稅
額，以免之後再申請退稅，徒增困擾。
該局舉例，甲公司與境外遊戲廠商 A（下稱 A）簽訂合約購入點數卡 100 萬元，消費者即
可透過甲公司網站購買 A 之點數卡，於 A 之遊戲平台進行線上遊戲及購買寶物等；嗣後，
甲公司給付 100 萬元予 A 時，若 A 未事先申請並經核定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則
甲公司應扣取 20 萬元扣繳稅額（100 萬元×扣繳率 20%）；反之，若 A 事先申請核准按部
頒標準計算所得額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則甲僅需扣取 3 萬元扣繳稅額（100 萬元×淨利
率 30%×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50%×扣繳率 20%）。
該局提醒，我國營利事業與境外電商交易時，應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扣繳率扣繳並於代
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稽徵機關申報，以免受
罰。

12.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經申請核准可享有適用 1%營業稅稅率及免用統一發票之
租稅優惠
為鼓勵於實體店面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小規模營業人接受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裝置付款，
加速我國行動支付之普及率，財政部於 107 年 1 月 12 日發布「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
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下稱本規範)，讓導入行動支付之小規模營業人申請經核准
後，於核准當季即享有使用 1%營業稅稅率查定稅額及免用統一發票之優惠！
高雄國稅局表示，近來辦理宣導作業時，發現許多小規模營業人對於本規範提供之租稅
優惠感到很有興趣，但對於行動支付及相關申請流程不了解，使得營業人遲遲未提出申
請。
該局說明，現行常見之行動支付方式分為 NFC 感應支付及掃碼支付兩種，舉例來說，Apple
Pay、Google Pay（Android Pay）、Samsung Pay 等屬於 NFC 感應支付，街口支付、歐付
寶等屬於掃碼支付，目前亦有兩種支付方式皆支援之行動支付業者，如台灣 Pay；由於各
行動支付方式所需之設備及各行動支付業者收取之手續費皆不相同，營業人可自行了解
後，向行動支付業者提出申請。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業人依本規範申請適用租稅優惠可分為下列三步驟：
一、擇定適合之行動支付方式，並向該行動支付業者提出申請。
二、導入行動支付後，委託行動支付業者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總局）提出租稅優惠
之申請，並同意行動支付業者按季提供銷售額資料與主管稽徵機關。
三、收到稽徵機關核准函後，即可自核准之當季適用租稅優惠。
高雄國稅局特別說明，本次租稅優惠申請日期自 107 年 1 月 12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可適用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13.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非居住者股東之股利所得扣繳率由 20%調高為 2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促進我國境內居住者及非居住者股東間股利所得之課稅公
平，並防杜藉假外資避稅，以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自今
（107）年 1 月 1 日起，非居住者股東之股利所得扣繳率由 20%調高為 21%。
該局說明，由於我國境內居住者股東獲配股利，應合併綜合所得總額辦理結算申報，最
高適用 45%稅率課徵所得稅，而非居住者股東獲配股利卻得按 20%扣繳率就源扣繳完稅，
造成兩者股利所得稅負不衡平，衍生境內居住者股東藉轉換為非居住者股東身分規避稅
負問題。
該局進一步說明，為使居住者及非居住者股東股利所得稅負衡平，除分 3 年漸進式調整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至 20%，及調降境內居住者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為 40%，並同時廢除
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改採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抵減稅額與單一稅率分開計稅之

二擇一制度，同時修正「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 條，將現行非居住者股東股利所得
扣繳率由 20%調高為 21%，以促進課稅公平。
該局提醒，扣繳義務人自今（107）年 1 月 1 日起給付非居住者之股利所得，應按給付額、
應分配額或所得數扣繳 21%稅款，請注意法令變動，以免造成短漏扣繳違章情事。
14.個人出售屬房地合一課稅範圍之房屋土地，不論有無應納稅額，均應依規定辦理申
報，以免受罰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之範圍係指 105 年 1 月 1 日起買賣或
交換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含繼承或受贈取得）或 103 年 1 月 2 日以後取得，且
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的房屋、土地（包括停車位）
，除符合免申報條件外，其交易不論盈
虧，應於完成移轉登記日之次日（含當日）起 30 日內申報納稅，若未在期限內進行申報
或漏報所得稅額者，將依照所得稅法第 108 條之 2 規定裁罰。
該局說明，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之違章案件裁罰規定（所得稅法第 108 條之 2 規定
部分）
：
（一）個人違反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未依限辦理新制申報者，依該個人於
裁罰日前 1 年內，遭稽徵機關首次裁罰或多次裁罰情形，分別處 3,000 元（首次）
、9,000
元（第 2 次）及 20,000 元（第 3 次以上）罰鍰。（二）個人未依規定辦理新制申報，或
已申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所得情形者，依漏稅額在 10 萬元以下、超過 10 萬元在 20 萬元以
下、超過 20 萬元，已申報案件分別處所漏稅額 0.2 倍、0.5 倍、0.8 倍罰鍰，未申報案
件分別處 0.5 倍、0.8 倍、1 倍罰鍰。
該局說明，房地合一新制實施已逾 2 年，仍發現有個人納稅義務人出售屬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房屋土地時，未依規定辦理申報，遭國稅局裁罰情形，請納稅義務人留意相關規定，
以維自身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