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緯 109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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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當年度盈餘用於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
物、購置軟硬體設備或技術等實質投資之金額，得列為計算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
目，免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並自 107 年度起之未分配盈餘案件適用。本所撰
寫相關專文於網站上供查詢，歡迎查閱參考。
108 年度扣繳申報作業將於 109 年 2 月 5 日前完成，扣繳、免扣繳或股利申報之憑
單於申報完成後得提供所得人查詢或核對。
109 年三、四月份統一發票將於二月底前發送給客戶，109 年度一至二月份營業稅
申報工作將於 109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申報，請客戶提早整理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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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司法第 22 條之一規定，公司應於每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就截至前一年
度 12 月 31 日止之資料，向資訊平台辦理董監事及持股超過 10%以上之股東資訊
的年度申報。但公司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已為變動申報者，免為年度申
報，請客戶提早準備申報作業。
108 年度起本所相關審計工作配合政府金融政策的執行，採用金融函證區塊鏈服
務上線申請作業，目前正進行各項申請或授權作業，感謝客戶共同配合執行。

109 年 1 月份財政部發佈重要新聞稿摘錄
1.公開發行公司就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前之累積換算調整數（損失）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符合一定情形，得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項
2.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規定
3.核釋營利事業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後，因會計準則版本變動致追
溯調整當年度期初保留盈餘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
4.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應即申
請稅籍登記
5.持禮券消費，應否索取統一發票
6.營利事業申報境外稅額扣抵時應注意適用正確之匯率
7.土地及其地上建築物分屬不同所有權人而共同出租，如何減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8.財政部訂定發布「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
法」
9.營利事業出售投資公司股權發生之損失應申報為出售資產損失，勿申報為投資損失

財政部１０９０１２２台財稅字第１０８０４６７５９２０號令
1.公開發行公司就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前之累積換算調整數（損失）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符合一定情形，得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項
一、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其前一年底帳載股東權益減項之累積換
算調整數（損失），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得選擇「豁免」並將該權益減項轉入首
次採用當年度期初保留盈餘，或選擇「不豁免」而無須將該項目轉入當年度期初保留盈
餘。上開公司如選擇「豁免」將該權益減項轉入減少首次採用當年度期初保留盈餘，致
產生累積虧損，須以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彌補後始為可供分配盈餘；其如選擇「不豁免」
而未沖減首次採用當年度期初保留盈餘，但自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就該權益減項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將使其可供分配盈餘計算結果與上開豁免情形相同，該提列之特別盈餘公
積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意旨。
二、公開發行公司選擇「不豁免」並自首次採用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就上開權益減項數
額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得於其因選擇「豁免」減少當年度期初保留盈餘致產生累積虧
損而以當年度本期稅後淨利彌補之數額內，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5 款規定，
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上開限制分配之盈餘嗣後限制原因消滅時，應依同法條第
5 項規定，就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部分，併同限制原因消
滅年度之未分配盈餘計算，依規定稅率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財政部１０９０１２１台財稅字第１０８０４６３７５１０號令
2.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規定
營利事業會計事項自 107 年度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客戶合約之收入」者，
應依該準則規定認列之合約收入及相關成本費用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但其截
至 106 年度終了日前尚未履行完成之合約，應依原適用之會計準則認列合約收入及相關
成本費用。
財政部１０９０１１５台財稅字第１０８００６１４９２０號令
3.核釋營利事業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後，因會計準則版本變動致追
溯調整當年度期初保留盈餘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
說明： 自 107 年度起，營利事業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會計準則
版本變動、採用新發布會計公報，或由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變更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其變更會計準則當年度追溯調整產生之期初保留盈餘淨增加數，為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規定之「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其追溯調
整產生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為同條第 2 項第 7 款規定之「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損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應併計變更會計準則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數額，
計算應加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財政部１０９０１３１台財稅字第１０９０４５１２３４０號令
4.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應即申

請稅籍登記
一、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其當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
得暫時免向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應即向國稅局申請
稅籍登記；其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次月月底前始申請稅籍登記，或於次月月
底前經查獲後始依限補辦稅籍登記者，國稅局應就已達起徵點當月 1 日至稅籍登記前銷
售額依法補徵營業稅，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5 條及第 51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處罰。
二、前點營業人經國稅局核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者，應就已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月份，依
實際交易資料查定銷售額及應納營業稅額。
三、廢止本部 94 年 11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77950 號函。
5.持禮券消費，應否索取統一發票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說明，目前營業人發行的禮券有兩種，禮券上載明憑券兌付一定數量
之貨物者，為「商品禮券」，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4 條規定，營業人應於出售禮券
時開立統一發票，因此消費者拿商品禮券購物，等同兌換等值的商品而非購買，不會再
拿到營業人開立之統一發票；若禮券上僅載明金額，由持有人按禮券上所載金額，憑以
兌購貨物者，為現金禮券，視同現金消費，收取禮券之營業人應於持有人兌付貨物時開
立統一發票交付消費者，該局整理禮券相關態樣及開立發票時點等注意事項如附表。
該局呼籲，民眾持現金禮券消費購物，視同以現金消費，請記得索取統一發票或以載具
索取雲端發票，營業人亦應依實際兌換貨物之品名、數量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消費者，倘
有一時疏漏，在未經檢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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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及加計利息者，即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規定免予處罰。
禮券種類
商品禮券

定義

開立發票時點

禮券上印製之注意事項

禮券上載明憑券兌

依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4 條規

本券發售時已開立統一發票，兌換商

付一定數量之貨物

定，於出售禮券時開立

品時不再開立統一發票

現金禮券 禮券上僅記載金額

依據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實限表，於
持有人兌付貨物時開立

無

6.營利事業申報境外稅額扣抵時應注意適用正確之匯率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營利事業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內者，應就其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境外之所
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
得自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
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並依所得來源國實際繳納稅款日之匯
率換算為新臺幣。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轄內甲公司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發現該公

司列報鉅額投資收益約 24 億元及境外已繳納稅額可扣抵國內之應納稅額 9 千餘萬元，
經核甲公司已取具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且未超過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之扣抵限額，惟並非以實際繳納稅款日之匯率計算，經該局按實際繳納稅款日之
匯率重新核算調減可扣抵之稅額後予以補稅約 300 萬元。
該局特別提醒，公司於申報適用境外稅額扣抵時，應備妥相關納稅憑證，並以取得境外
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之所得為計算基礎，按實際繳納稅款日之匯率進行換算，在不
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限額內申報扣抵，以免申報錯
誤，影響自身權益。
7.土地及其地上建築物分屬不同所有權人而共同出租，如何減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恆春稽徵所說明，土地及其地上建築物分屬不同所有權人而共同出
租，該土地租賃收入與房屋租賃收入，均得減除各該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依
財政部頒訂固定資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 107 年度為 43%，也就是，當土地及其地
上建築物一起出租時，不論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是不是同一人，土地租賃收入與房屋租
賃收入，均可減除各該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但如僅出租土地之收入，只得減
除該土地當年度繳納之地價稅。
該所舉例說明，土地所有權人甲與其地上房屋所有權人乙分別與企業丙訂定租賃契約，
每年土地租金 100 萬元及房屋租金 200 萬元，該土地之地價稅為 10 萬元，甲於申報綜
合所得稅的土地租金收入時，可扣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43 萬元（100 萬元*43%），而非僅
限於地價稅 10 萬元，因此，列報租賃所得 57 萬元（100 萬元-43 萬元）
，而乙於申報綜
合所得稅的房屋租金收入時，得以 200 萬元扣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86 萬元（200 萬元×
43%），列報租賃所得 114 萬元。
該所特別提醒，土地所有權人如土地與其地上之房屋一起出租，即得減除 43%之必要損
耗及費用，尚不限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為同一人。
8.財政部訂定發布「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
法」
為鼓勵企業投資，提升國內投資動能，108 年 7 月 24 日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增訂
第 23 條之 3，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下稱企業）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之金額，得
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項，免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並自 107 年度起之未分
配盈餘申報案件適用。財政部依上開條文授權，於明（9）日訂定發布「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下稱本辦法）
，明定實質投資之
範圍及應達一定金額之標準、申報程序及應檢附投資證明文件、退還溢繳稅款之申請程
序與其他相關事項，供徵納雙方遵循。
財政部表示，企業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 3 年內，

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符合本辦法規定之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
術，實際支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其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申報時，得依申報書格式填報，並檢附相關投資證明文件（如發票、合約影
本等）
，將該等實質投資金額列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舉例說明，甲企業 107
年度（會計年度為曆年制）本期稅後淨利扣除依法提列項目及分派股利後之未分配盈餘
為 500 萬元，該盈餘於次年起 3 年內（即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用於符
合本辦法規定之實質投資項目之實際支出金額可列為減除項目，假設其在 108 年 4 月購
買運輸用貨車 150 萬元，於今（109）年 5 月申報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可申報減除 150
萬元，並就未分配盈餘 350 萬元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如其申報未分配盈餘後，於
110 年 1 月 31 日以 107 年度盈餘購買機器 250 萬元，該項投資支出可於完成投資日（110
年 1 月 31 日）起 1 年內申請更正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列為減除項目，申請退還
溢繳稅款。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考量實務上企業各項投資尚非均需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基於減
輕企業依從成本及簡化作業，爰本辦法未將上開決議文件列為必要應檢附文件，將規劃
於未分配盈餘申報書設計相關欄位供企業填報以盈餘進行投資之項目及金額，以利遵
循。該部提醒，上開制度將於今年 5 月首次辦理申報，企業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9.營利事業出售投資公司股權發生之損失應申報為出售資產損失，勿申報為投資損失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指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 條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所
稱之投資損失，係指投資者「仍持有」所投資事業之股權，因被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
合併、破產或清算等事由，造成原投資之出資額折減者，始有投資損失之適用；若股權
已出售，產生之損益則屬處分資產損益性質，並無上開投資損失規定之適用，而應適用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2 條出售或交換資產利益、第 100 條出售或交換資產損失
規定。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甲公司自 98 年起投資境外 A 公司，並陸續受讓或轉讓案關股權。
其於 105 年度出售 A 公司股權，申報為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投資損失 2 千餘萬元，
經該局以甲公司係出售 A 公司股權，應以其出讓股權收入及歷次投入資金成本，正確計
算並申報處分資產損益，否准其認列投資損失。甲公司不服，循序提起行政救濟，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以甲公司既已於 105 年度出售 A 公司股權，已無投資損失之適用，應屬
處分資產損益，且依甲公司於行政訴訟程序補提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備之累計投
資成本金額，仍低於出售 A 公司股權價格，並無損失可言，判決甲公司敗訴。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投資國外公司取得之股權，如有「原投資之出資額折減」或「股權
出售致未折減餘額大於出售價格」情形，應正確判斷及申報投資損失或處分資產損益，
並提示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