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緯 10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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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騰企業及無形資產評價有限公司規劃 107 年度之各講座主題公佈於網頁中，歡

迎各界踴躍報名，邀請本所莊嘉文會計師預計於 7月 24日於交大育成中心主講「新

修所得稅法相關內容介紹」，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申報完成，相關申報附件請與本所配合，

於六月份陸續準備寄送至國稅局，以利完整完成申報事宜。 

� 財政部公佈「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內容，並適

用於 106 年度相關所得稅申報時使用，供各外國營利事業之稅務代理人配合執行。 

� 近期國稅局陸續對各行業營業稅申報情況較異常的單位進行查核，請客戶於銷售

行為發生日應依法適時開立統一發票，進貨時並實際取得統一發票並申報。 

� 107 年七、八月份統一發票將於六月底前發送給客戶，107 年度五、六月份營業

稅申報工作將於 107 年 7 月 15 日前完成申報，請客戶提早整理 107 年度五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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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財政部發佈重要新聞稿摘錄 

1.核釋營業人於保稅貨物存倉期間銷售與國外客戶適用零稅率規定 

2.補充核釋個人出資者參與土地重劃獲取抵費地計算其他所得課稅規定 

3.訂定「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4.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孫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規定 

5.專營專業性勞務之執行業務者銷售固定資產應否課徵營業稅釋疑 

6.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之免稅額，應提出正當理由及先順序者無法履

行扶養義務之合理說明 

7.為鼓勵企業使用電子支付，財政部提供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免處罰優惠 

8.採用特殊會計年度之營利事業自 107 會計年度起適用修正後稅率 

9.一張進口報單 3 個申報行為，未據實申報，應併合處罰 

10.個人售電所得屬一時貿易盈餘，須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 

11.發票應行記載事項有新規定，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特別注意 

12.公告「依已簽署生效協定無法就國別報告進行有效資訊交換之國家或地區參考名

單」 

 



財政部１０７０５２３台財稅字第１０７０４５１４３９０號令 

1.核釋營業人於保稅貨物存倉期間銷售與國外客戶適用零稅率規定 

營業人（包括課稅區及保稅區營業人）於保稅貨物存倉期間將該貨物銷售與國外客戶，

並取得外匯收入者，其營業稅可適用零稅率。 

 

財政部１０７０５２２台財稅字第１０７０４５５１７７０號令 

2.補充核釋個人出資者參與土地重劃獲取抵費地計算其他所得課稅規定 

本部 107 年 1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727830 號令但書所稱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指重

劃分配結果確定日所屬年度公告土地現值。 

 

財政部１０７０５１１台財稅字第１０７００５２２８７０號令 

3.訂定「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 

一、為規範總機構在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外國營利

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取得我國來源所得之所得稅課徵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勞務，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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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智慧型手機或平

板電腦等）使用之勞務。 

不須下載儲存於任何裝置而於網路或以其他電子方式使用之勞務，包括線上遊戲、廣

告、視訊瀏覽、音頻廣播、資訊內容（例如電影、電視劇、音樂等）、互動式溝通等數

位型態使用之勞務。 

其他經由網路或電子方式提供使用之勞務，例如經由外國營利事業之網路平臺提供而

於實體地點使用之勞務。 

（二）外國平臺業者，指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網路虛擬商店）供境內外買賣雙方經

由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進行交易，並向使用該平臺者收取平臺服務手續費之外國營利

事業。 

（三）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指提供平臺服務以外電子勞務之外國營利事業，其

銷售模式包括： 

 

透過自行架設之網站銷售電子勞務，並自行向買受人收取銷售價款。 

透過外國平臺業者銷售電子勞務，自行向買受人收取銷售價款，買賣雙方或一方另行

給付外國平臺業者手續費。 

透過外國平臺業者銷售電子勞務，未自行收取而係由該平臺業者收取銷售價款者，該

平臺業者於扣除手續費後將剩餘價款交付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 



（四）應受理稽徵機關，指： 

 

外國營利事業自行申請及申報之案件，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國稅局。 

外國營利事業委由代理人申請及申報之案件，為代理人所在地國稅局。 

三、我國來源收入認定規定 

 

（一）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依所得稅法第八條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

則及其勞務與我國之經濟關聯性認定我國來源收入： 

 

外國平臺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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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平臺業者向買賣雙方所

收取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 

（1）銷售之電子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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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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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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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2）銷售之電子勞務有實體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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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否透過外國平臺業者，依所得稅法第八條第三款及第九款規

定，其勞務提供或經營地點在我國境外者，非為我國來源收入；如該勞務提供或經營

地點在我國境內者，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二）以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傳輸提供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

許權利供他人在我國境內使用，非屬銷售電子勞務範疇，其取得之報酬為所得稅法第

八條第六款規定之權利金。 

四、所得計算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依前點規定認定之我國來源收入，依下列規定減除相

關成本費用及按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我國應課稅之所得額： 

 

（一）所得額計算 

 

可提示帳簿、文據供核者：以我國來源收入核實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之餘額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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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稽徵機關核定主要營業項目者：以我國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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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屬經營「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者，

淨利率為百分之三十。 

不符合前二目規定者：以我國來源收入按稽徵機關核定之淨利率百分之三十計算所得

額。 

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淨利率高於依前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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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境內交易流程對全部交易流程總利潤貢獻程度（以下簡稱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可提示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全部交易流程總利潤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

文件（例如移轉訂價證明文件、工作計畫紀錄或報告等）者：核實認定境內利潤貢獻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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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內利潤貢獻程度為百分之一百。 

不符合第一目及非屬前目規定情形者：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百分之五十。但稽徵機關

查得實際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高於百分之五十，按查得資料核定。 

（三）我國課稅所得額計算 

 

申請核實認定成本費用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者： 

 

課稅所得額＝（營業收入淨額－成本及費用）X 核實認定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非營業

收入總額－非營業費用或損失總額 

申請稽徵機關核定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者： 

 

課稅所得額＝營業收入淨額 X 核定淨利率 X 核定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非營業收入總額

－非營業費用或損失總額 

五、申請核定適用淨利率、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規定 

 

（一）申請程序 

 

外國營利事業得自行或委託在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填

具「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適用淨利率、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申請書」，向應受

理稽徵機關申請核定適用淨利率、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稽徵機關受理後應將核定結果

通知申請人，並副知其他地區稅捐稽徵機關。 

 

（二）應檢附證明文件 



 

申請適用淨利率：相關合約、營業內容及境內外交易流程說明、主要營業項目證明文

件及其他相關且必要證明文件。 

申請適用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1）依前點第二款第一目核實認定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相關合約、營業內容及境內外

交易流程說明、明確劃分境內及境外提供服務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例如移轉訂

價證明文件、工作計畫紀錄或報告等）。 

（2）依前點第二款第三目認定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相關合約、營業內容及境內外交易

流程說明。 

委由代理人申請者，並應檢附委任書。 

六、完納所得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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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依第四點規定計

算我國應課稅之所得額，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前段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

規定，課徵方式如下： 

 

屬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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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外國營利事業依前點規定向應受理稽徵機關申請並經

核定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者，扣繳義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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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屬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例如買受人為我國境內個人、境外個

人或營利事業給付）者，應由外國營利事業自行或委託納稅代理人於所得年度之次年

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www.etax.nat.gov.tw，下同）

申報納稅。 

（二）前款外國營利事業如為外國平臺業者，應以其所收取之全部銷售價款，依前款

規定課徵所得稅。其收取銷售價款後如將部分價款轉付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我

國營利事業或個人，得提示相關合約、轉付價款憑證及轉付明細（包含所得人名稱、

所得人統一編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所得人國別、轉付年度、轉付金額等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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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應受理稽徵機關申請以所收取之銷售價款減除轉付

價款後之平臺手續費，依前款規定課徵所得稅。 

（三）外國平臺業者就轉付價款扣繳稅款時，得以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依前點規

定經稽徵機關核定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依第一款第一目但書規定扣取

稅款。 

 

七、申報適用匯率 

 

（一）外國營利事業依前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就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辦理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其營業收入如以外幣計價且已申報營業稅，應以申報營業稅之銷售額彙總

計算之；其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之營業收入，應按所得年度臺灣銀行每月末日之牌告

外幣收盤即期買入匯率（如無，採現金買入匯率）之年度平均匯率（以四捨五入計算

至小數點以下第五位）折算新臺幣金額。外國營利事業申報之成本費用、非營業收入、

非營業費用或損失、所得額及應納稅額，應採與營業收入相同匯率折算新臺幣金額。 

（二）前款之期間末日如為星期六、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以該日之次一

政府行政機關上班日為期間之末日。 

（三）第一款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適用之年度平均匯率公告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八、外國平臺業者依第六點第二款規定，將所收取之部分銷售價款轉付外國非平臺電

子勞務業者時已辦理就源扣繳者，其申報及繳納扣繳稅款規定如下： 

 

（一）應於每月十日前，將上一月轉付價款予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所扣繳稅款向

國庫繳清，並填具「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明細申報書（外國平臺業者彙報轉付所得專

用）」，向應受理稽徵機關彙報轉付價款扣繳稅款相關計算資料。 

（二）轉付款項以外幣計價者，應按轉付當月末日（如為星期六、星期日、國定假日

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一政府行政機關上班日為期間之末日）臺灣銀行牌告外

幣收盤之即期買入匯率（如無，採現金買入匯率）折算新臺幣金額，計算應扣繳稅款。 

（三）前款申報繳納扣繳稅款適用之匯率公告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九、申請資格登記 

 

（一）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辦理稅籍登記之外國營

利事業，依第六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前，應至財政部稅務入

口網提供以下資料申請資格登記： 

 

應填報資料： 

（1）基本資訊：名稱、負責人姓名、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 

（2）聯絡資訊：聯絡電話、通訊地址、電子郵件信箱。 

（3）註冊國家（地區）資訊：註冊國家（地區）、註冊名稱、註冊號碼。 

（4）納稅代理人資訊（如委託其代理申報納稅）：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代理期間、代理範圍。 

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名稱、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代理期間、代理範圍。 

（5）銀行帳戶資訊。 

應檢附上傳文件： 

（1）外國營利事業經該國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許可之資格證明文件，並



應由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地之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許機構或當地法院或公證

人驗（認）證或該國駐我國使領館、辦事處辦理驗證或公（認）證或依我國公證法所

為之公（認）證；該文件如係外文，應檢附中文譯本。 

（2）如委託納稅代理人辦理，應檢附上傳委任書及承諾書等文件。 

外國營利事業或其委託之納稅代理人，應於接獲稽徵機關核准申請資格登記之通知

後，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申請專屬帳號及密碼，憑以辦理後續線上申請變更登記、申

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等事宜。 

（二）已依營業稅法辦理稅籍登記之外國營利事業，依第六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得沿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營業稅專區之帳號密碼申請資格登

記： 

 

應登記事項： 

（1）納稅代理人資訊（如委託其代理申報納稅）：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代理期間、代理範圍。 

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名稱、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代理期間、代理範圍。 

（2）銀行帳戶資訊。 

應檢附上傳文件：如委託納稅代理人辦理，應檢附上傳委任書及承諾書等文件。 

（三）外國營利事業變更登記事項（包含變更委託之納稅代理人、變更代理期間或代

理範圍等）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申請變更登記。 

 

十、申請退還溢扣繳稅款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度起，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已被扣繳之稅款與依第四點及第

六點規定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實際所得額或淨利率、境內利潤貢獻程度或轉付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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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按扣繳義

務人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分別彙總自行或委託代理人向應受理稽徵機關申請，並由應

受理稽徵機關轉由各該轄區國稅局辦理退還溢扣繳稅款。 

 

十一、其他 

 

（一）外國營利事業應以新臺幣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其以匯款方式繳納者，應自行

負擔匯費及相關處理手續費用。 

（二）為調查課稅資料，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得依稅捐稽

徵法第三十條規定進行調查，外國營利事業應負協力義務。 

（三）外國營利事業如涉有未依規定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等違章情事，應依稅捐

稽徵法、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罰。 



（四）大陸地區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取得之臺灣地區來源收入，準用本要點規

定辦理。 

（五）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如有藉法律形式安排，適用本要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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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１０７０５０２台財稅字第１０７０４５６７６７０號令 

4.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孫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適用規定 

主旨： 納稅義務人孫子女之父母均有因故不能扶養其子女之情事，而由納稅義務人

扶養並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規定列報其免稅額者，得依同條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5 或之 6 規定，減除該孫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額。所稱「因故」，指被扶養孫子女之父母有死亡、失蹤、長期服刑或受宣告停止親權

情形之一；除死亡外，其餘情形應於申報時，檢附警察局查詢人口報案單、在監證明、

停止親權裁定確定證明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財政部１０７０５０２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７０４４６０號令 

5.專營專業性勞務之執行業務者銷售固定資產應否課徵營業稅釋疑 

主旨： 專營專業性勞務之執行業務者，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且專供專業性勞務

使用而持有之固定資產，免辦稅籍登記並免徵營業稅。 

 

6.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之免稅額，應提出正當理由及先順序者無法履

行扶養義務之合理說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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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具備家長家屬關係並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之要件，且須負有法定扶養義務並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始

能列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甲君 105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扶養其姑母乙

君之免稅額，經該局以甲君與乙君 2 人未同居一家共同生活，且依民法第 1115 條規定，

優先負履行扶養義務之義務人為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丙君是有所得，非無扶養能力，乃

否准認列。甲君不服申請復查，提示里長證明書請求認列姑母之免稅額；經該局以里

長證明書並無使其先順序之法定扶養義務發生免除或移轉效果，且非甲君當年度確有

扶養系爭受扶養親屬之具體證明，乃駁回其復查申請。 

 

該局表示，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之規定，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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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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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依民法第 1115 條及第 1118 條規定，負扶養義務有數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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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負

擔扶養義務而無法維持自己生活之相關證明。另所謂扶養，並非僅單純給予生活費用，



應取決於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所以，納稅義務人列報其他親屬或家屬之免稅額，

不能只有提出里長證明書或切結書喔。 

 

7.為鼓勵企業使用電子支付，財政部提供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免處罰優惠 

為營造我國電子支付環境，提升電子支付比率，增加營利事業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之誘

因，財政部於 107 年 5 月 22 日修正發布「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3 條及「稅

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倍數參考表） 所得稅法（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 110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部分，明定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

電子支付帳戶（下稱電子支付帳戶）進行款項收付達一定比率之營利事業，如有短漏

報所得額，得免予處罰或減輕處罰之標準。 

財政部說明，營利事業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收款之營業

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 5%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

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 5%以上者，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下

者，免罰；超過上開金額者，得依倍數參考表減輕處罰，其裁罰倍數按其情節得由 0.5

倍降為 0.3 倍或由 0.8 倍降為 0.6 倍。 

 

本次併同修正發布倍數參考表所得稅法（綜合所得稅）第 110 條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綜合所得稅）第 15 條規定部分，考量納稅義務人已依法辦理申報而有短漏報情形

者，與完全未辦理申報者之應受責難程度不同，宜分別依其應歸責程度處以相對之罰

度，爰明定納稅義務人未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及申報基本所得額，如已依所

得稅法第 71 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屬漏報依所得稅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

所得額部分，得依較低之已申報裁罰倍數（0.2 倍至 1 倍）處罰，而不再就其全部漏

稅額，一律依較高之未申報裁罰倍數（0.4 倍至 1.5 倍）處罰，以符比例原則。 

 

財政部特別提醒，上開修正規定對於修正發布時尚未核課確定之罰鍰案件，均得適用。 

 

8.採用特殊會計年度之營利事業自 107 會計年度起適用修正後稅率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辦理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決算及清算申

報適用稅率 20%，全年課稅所得額 50 萬元以下者，107 年度及 108 年度稅率分別為 18%

及 19%，109 年度及以後年度始按 20%稅率課稅。 

該局近日接獲電話詢問，甲公司採用特殊會計年度，106 會計年度所得期間跨越 106

年至 107 年，應如何適用修正後稅率。該局特別說明，營利事業自「107 年度」起始

適用修正後稅率，所稱「107 年度」係指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採用特殊會計年度，106

年度課稅所得尚無需按跨越 107 年月份數按修正後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該局以甲公司為例說明，該公司會計年度採 4 月制，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得期

間為 106 年 4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申報課稅所得額為 100 萬元，當年度課稅所

得額依修正前稅率（17%）計算應納稅額為 17 萬元（課稅所得額 100 萬元 x 稅率 17%）。 



 

9.一張進口報單 3 個申報行為，未據實申報，應併合處罰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54 號解釋要旨，進口人填具進口報單時，

需分別填載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之相關事項，向海關遞交，始完成進口稅、貨物

稅及營業稅之申報，故實質上為 3 個申報行為，而非一行為，如未據實申報，致逃漏

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應併合處罰，不生一行為不二罰之問題，與法治國一行為

不二罰之原則並無抵觸。 

該局提醒，違反租稅義務之行為，涉及數處罰規定時，如係實質上之數行為，得分別

處罰之。至行為數之認定，須綜合考量法規範構成要件、保護法益及處罰目的等因素。

進口稅係對國外進口貨物所課徵之稅捐；貨物稅乃對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之貨物，

於貨物出廠或進口時課徵之稅捐；營業稅則為對國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所課

徵之稅捐，是進口貨物可能同時涉及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等租稅之課徵，公司於

進口貨物時，應特別注意，以免被調整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10.個人售電所得屬一時貿易盈餘，須併入綜合所得稅申報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五月報稅季，全台天氣悶熱，用電量屢創新高，加上每年 6

月至 9 月的夏月電價即將來臨，荷包總是吃不消，有民眾選擇在屋頂裝設太陽能發電

系統，除可供給自家用電外，更可把電賣給台電公司，這種賣電的收入符合依定金額

以下應併入年度綜合所得中，隔年申報所得稅時，每賣 100 元的電，只須申報 6 元所

得。 

該局指出，依財政部 99 年 12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09904544950 號令釋，民眾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並銷售電能，如屬無其他銷售行為且最近 6 個月平均每月銷售額未達 8

萬元者，得免辦理營業登記並免課徵營業稅，售電所得由購電之營業人（即電業）於

付款時，填報「個人一時貿易資料申報表」予所得人，並由該所得人按一時貿易盈餘

之純益率 6%計算營利所得申報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王先生將太陽能系統產生電力賣給台電公司，106 年度售電收入

70,000 元，不必繳納營業稅，王先生應按純益率 6%計算該年度營利所得 4,200 元申報

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換句話說，王先生賺取 70,000 元收入實際僅須申報 4,200 元的

營利所得。 

 

11.發票應行記載事項有新規定，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特別注意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統一發票字軌號碼是發票管理作業重要資訊之一，惟因電子

發票字軌號碼係由營業人自行輸入，時有輸入錯誤的情事發生，造成買受人及代發獎

金單位困擾，為強化營業人正確輸入之注意義務，字軌號碼已納入統一發票應行記載

事項，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據實載明統一發票之字軌號碼，以免受罰。 

該局說明，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9 條於 107 年 1 月 19 日修正後，已將字軌號碼納入統

一發票應行記載事項，營業人如未依規定記載或所載不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第 48 條規定，除通知限期改正或補辦外，並按統一發票所載銷售額，處 1%罰鍰，

其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 1,500 元，不得超過新臺幣 15,000 元。屆期仍未改正或補辦，

或改正或補辦後仍不實者，按次處罰。 

 

該局提醒，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事先核對字軌號碼是否正確，並於開立電子發票系

統建置相關檢核機制，以降低登載錯誤之風險。營業人如因一時疏忽有字軌號碼登載

錯誤情形，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

稽徵機關報備，免予處罰。但字軌號碼重複開立者，以營業人主動報備並已依實際交

易資料申報，且無短報、漏報營業稅額者為限；另前揭報備免予處罰規定，1 年內達 3

次以上，則不適用。 

 

12.公告「依已簽署生效協定無法就國別報告進行有效資訊交換之國家或地區參考名

單」 

財政部表示，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下稱本準則）第 22 條

之 1 規定，跨國企業集團最終母公司（UPE）或代理最終母公司送交國別報告成員（SPE）

在我國境外，其居住地國（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成員應送交國別報告：一、依 UPE 及 SPE 之居住地國或地區法令規定不須申報國別報

告。二、於國別報告送交期限前，未與我國簽署生效得進行國別報告資訊交換之相關

協定，未能進行國別報告資訊交換。三、與我國已簽署生效得進行國別報告資訊交換

之相關協定，但稽徵機關無法依協定實際取得國別報告。 

我國甫於近期導入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架構，「國別報告」相關規定自 106 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為利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營利事業成員辦理送交國別

報告事宜，財政部依本準則第 22 條之 1 第 7 項規定，於 107 年 4 月 27 日公告「依已

簽署生效協定無法就國別報告進行有效資訊交換之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包括澳大利

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甘比亞、德國、匈牙利、印度、印尼、

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吉里巴斯、盧森堡、馬其頓、馬來西亞、荷蘭、巴拉圭、波

蘭、塞內加爾、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史瓦濟蘭、瑞典、瑞士、泰國、英國及越

南。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跨國企業集團 UPE 或 SPE 之居住地國位於紐西蘭者，該集團在我

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成員得免向所在地稽徵機關送交國別報告。但依本準則第 22 條之 1

第 7 項但書規定，稽徵機關嗣後未能實際取得國別報告者，該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成員應於稽徵機關書面通知函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內送交國別報告。 

 

財政部強調，該部刻依據國際間執行資訊交換之慣例及實務，與協定夥伴國積極洽商

國別報告資訊交換之格式、範圍、期程及保密義務等事項，將按洽商情形持續更新前

開參考名單。該部籲請 UPE 及 SPE 屬該參考名單所列國家居住者之我國境內營利事業

成員持續關注前開參考名單更新情形，以確認是否須依本準則規定送交國別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