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緯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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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營利事業務所得稅申報作業將於 5 月間申報，各項結帳工作已持續執行，

防疫期間請各單位提早準備及完成申報，以降低疫情變化無法順利完成稅務行政工

作的風險。 
 公司申請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租稅優惠者，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以 109 年度採曆年制的公司為

例，申請期間為 110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如經濟部工業局)申請研究發展活動之認定。 
 110 年五、六月份統一發票將於四月底前發送給客戶，110 年度三至四月份營業稅

申報工作將於 110 年 5 月 15 日前完成申報，請客戶提早整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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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特別整理最新公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

法」草案的內容介紹專文，同時提示企業可能適用排外條款的適用條件，列示於網

頁專題專文中介紹，歡迎各界下載參考運用。 
 
109 年 3 月份財政部發佈重要新聞稿摘錄 
1.稅務違章案件之受處分人死亡，其罰鍰處分處理原則 
2.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 
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倍減除金額，應按雇主實際給薪金額

核實計算 
4.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29）日審查通過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房地合一稅 2.0） 
5.診所兼營銷售貨物或勞務應辦理稅籍登記並課徵營業稅 
6.執行業務醫事人員，109 年度各項收入適用費用率提高，享減稅紓困 
7.出售未保存登記房屋交易所得之申報期限 
8.列報國外出差費應檢附合法憑證，如有遺失登機證者．得以其他證明文件替代 
9.營利事業製作移轉訂價報告應注意事項 
10.疫起度難關，營利事業擴大書審純益率打 8 折 
11.固定資產使用期滿，須有毀滅或廢棄事實始得轉列損失 
12.營業人於稅籍登記地以外地點舉辦臨時特賣會，應先向稅捐稽徵機關核備，並據實報

繳營業稅 
13.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居住者身分認定方式說明 



財政部１１００３２９台財稅字第１１００４５４３０００號令 
1.稅務違章案件之受處分人死亡，其罰鍰處分處理原則 
稅務違章案件之受處分人死亡，其罰鍰處分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受處分人於罰鍰處分送達前死亡，因受處分主體已不存在，該處分不生效力，免予

處罰。 
二、受處分人於罰鍰處分送達後死亡，該處分已生效且具執行力，依司法院釋字第 621
號解釋意旨及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除經查明確無遺產可供執行外，不得註銷滯欠

之罰鍰。 
 
經濟部１１００３１７經授企字第１１０２０３９０５４０號令 
2.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行政院創新創業政策，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新創事業指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

百人，且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一）國內新創事業：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設立未

滿五年之事業。 
（二）國外新創事業：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且設立未滿五年之事業。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受前項設立未滿五年之限制。 
三、具創新能力之國內新創事業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獲得下列投（籌）資達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 
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之個人現金投資。 
經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審議通過投資者。 
政府認定之國內外或國際新創募資平台之投（籌）資。 

（二）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 
（三）申請取得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人以其發明或設計

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並經本部智慧財產局登記。 
（四）申請取得我國動植物品種權或命名登記，但不包括經讓與或授權實施者。 
（五）於一年內曾經實質進駐或現已實質進駐下列園區或創育機構，並經該園區或創育

機構推薦者： 
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及計畫。 
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直營之創育機構，或登錄於本部國際創育機構並經本部中小

企業處核定及公告者。 
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認定之國外創育機構。 

（六）新創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競賽獲獎。 
（七）新創事業或其負責人曾於國內外具指標性之國際時裝週展演參展，或曾於國內外

具指標性之影展、國際時尚獎項及競賽入圍或獲獎。 
（八）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四、具創新能力之國外新創事業應符合前點除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外各款規定條件之

一。 
五、第三點第五款至第七款附件，由主管機關每年度推薦增刪及更新。 
 
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倍減除金額，應按雇主實際給薪金

額核實計算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雇主於員工檢疫（隔離）期間給付薪資金額之計算，包含薪

金、俸給、工資及其他因從事工作獲致之經常性給與，無須扣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

及工（公）會會費，請假日數應扣除例假日及休假日後，按雇主實際給薪金額核實計

算。舉例來說：甲君為 A 公司月制型勞工（月薪 60,000 元÷30 天＝1 日薪資 2,000 元），

於 109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4 日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居家隔離，隔離期間遇例假

日及休假日共 6 天（4/2~4/5、4/11、4/12），甲君請防疫隔離假日數為 8 天，A 公

司實際給付薪資有 3 種情況（且 A 公司均未取得政府補助款）計算如下：（如附件） 

因此，A 公司得就上述實際給付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二百，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減

除，並以計算所得額至零為限。 

該局特別提醒，員工請假事由須為「不可歸責於雇主」始有薪資費用加倍減除之適用。

倘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宣布特定區域返臺民眾須接受衛生主管機關檢疫（隔離）

後，雇主仍指派員工前往該特定地區工作，則屬「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雇主給付

該返臺員工隔離期間之薪資，不得適用薪資費用加倍減除之規定。 

 
4.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29）日審查通過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房地合一稅 2.0） 
為防杜房市短期炒作，維護居住正義，遏止租稅規避，維護租稅公平，並穩定產業經濟

及金融，財政部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行政院版房地合一稅 2.0 修

正草案），今（29）日於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併同

各委員、黨團版本審查完竣。在朝野立委具高度共識下，上開修正草案除第 24 條之 5
依吳秉叡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第 126 條保留送朝野黨團協商外，其餘修正條文

依行政院版本審查通過。 
上開修正草案第 24 條之 5 修正動議係將營利事業非自願性房地交易及營利事業以自有

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回房地交易，維持按 20%稅率課稅。至施行日期（修正草案第 126 條），

朝野委員尚有不同意見，對於本次修法是否公布後立即實施，或於法律明定施行日期或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保留送請朝野黨團協商決定。 
 
另外界關注以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地於施行日以後交易者，按房地合一稅 2.0
課稅，是否有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之問題，財政部表示： 
一、施行日前已出售房地案件，應按修法前房地合一稅 1.0 課稅，不會受到房地合一稅

2.0 的影響，沒有溯及既往問題。 



二、依 110 年 3 月 25 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公聽會法律學者專家意見，均認為房地合一

稅 2.0 針對法律施行日以後交易案件課稅，並非法律上真正的溯及既往；又依據大法官

解釋，是否受信賴保護原則保障，須視立法目的及社會公益，房地合一稅 2.0 立法目的

在於防杜炒房，維護居住正義，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疑慮偏低。 
 
財政部表示，今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通過之房地合一稅 2.0 重點如下： 
一、修正重點： 
（一）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地適用高稅率之持有期間，抑制個人短期炒作不動產。個人

交易持有房地 2 年以內，稅率 45%；持有房地超過 2 年，未逾 5 年，稅率 35%。 
（二）營利事業比照個人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課稅，抑制營利事業短期炒作不動產，

並防杜個人藉由設立營利事業短期買賣房地，規避稅負。營利事業交易持有房地在 2 年

以內，稅率 45%；持有房地超過 2 年，未逾 5 年，稅率 35%；持有房地超過 5 年，稅率

20%。 
（三）交易預售屋、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視為房地交易，納入課稅，防杜藉

由不同交易型態炒作房地產規避稅負。 
二、下列各項不受修法影響： 
（一）維持 20%稅率者 

個人及營利事業非自願因素房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回房地交易。 
建商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地交易。 

（二）自住房地持有並設籍超過 6 年之交易，維持稅率 10%及免稅額度 400 萬元。 
 
該部將配合立法院審議結果，儘速訂定子法規及申報書表，責成各地區國稅局積極規劃

後續稽徵作業，並加強宣導，俾利各界充分瞭解，使房地合一稅 2.0 順利實施。 
 
5.診所兼營銷售貨物或勞務應辦理稅籍登記並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 條規

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同法第 3 條第 2 項但書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該局指出，坊間部分眼科診所除作眼疾之治療以外，同時兼銷售眼鏡等相關產品，因診

所銷售眼鏡之行為，已超出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

勞務」之範圍，應就銷售眼鏡部分，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並課徵營業稅，經核定使用統

一發票者，則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該局進一步說明，類此型態如皮膚科診所兼營保養品銷售、牙醫診所兼營牙膏、牙刷銷

售及動物醫院兼營寵物用品銷售、寵物美容、寵物旅社等業務，皆應依規定就銷售貨物

或勞務部分辦理稅籍登記，並課徵營業稅。 
 



6.執行業務醫事人員，109 年度各項收入適用費用率提高，享減稅紓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財政部特別

提供紓困措施，調增 109 年度執行業務醫事人員各項收入適用之費用率，可按原本費用

率標準的 112.5%計算。 
該局說明，財政部每年都會公布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費用標準，當執行業務者未依法

辦理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的帳簿文據時，就依

據部頒標準來計算其收入及費用。考量藥師、中醫師、西醫師等醫事人員位於防疫第一

線，具特殊性，可免舉證，無條件直接適用，其 109 年度各項收入適用費用率可按費用

標準的 112.5%計算，舉例來說，掛號費收入原本費用率為 78%，乘以 112.5%後，可提

高到 88%，唯一例外的是藥師的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藥費）費用率原本為 94%，已經

很高，若再以 112.5%計算將超過 100%，因此這項收入費用率，則是從原本的 94%提高

到 96%。 
 
該局進一步說明，至於非醫事人員的執行業務者或其他所得業者，只要 109 年度收入總

額較前一（108）年度減少達 30%，無須提出受疫情影響相關證明，適用費用率也可按

費用標準的 112.5%計算。 
 
7.出售未保存登記房屋交易所得之申報期限 
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出售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的房屋、土地，原則上應於房地「完

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向申報時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房地交易

所得稅，不過如房屋為未保存登記者，則其交易日應按「訂定買賣契約日」認定。本案

甲君同時出售土地及該土地上未保存登記的房屋，因土地及房屋的交易日是分別按「完

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及「訂定買賣契約日」認定，致申報期限不同，基於簡政便民，

得以「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原則上會晚於「訂定買賣契約日」）的次日起算 30
日為申報期限，一併辦理申報納稅。 
另該局提醒，甲君出售該房地，不論有無應納稅額，皆應於申報期限內填具個人房屋土

地交易所得稅申報書，並檢附買賣契約書影本及相關資料，如有應納稅額者，則應一併

檢附繳納收據辦理申報。 
 
8.列報國外出差費應檢附合法憑證，如有遺失登機證者．得以其他證明文件替代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以下簡稱查核準則）第 74 條第 3
款第 2 目之 1 規定，出差員工乘坐國際航線飛機之旅費，應檢附飛機票票根（或電子機

票）及登機證與機票購買證明單（或旅行業開立代收轉付收據）為原始憑證；如有遺失

機票票根及登機證的情形，得以航空公司之搭機證旅客聯或由航空公司出具載有旅客姓

名、搭乘日期、起訖地點之搭機證明替代；如為遺失登機證，得提示足資證明出國事實

之護照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該局指出，實務上常有員工至國外出差搭乘國際航線，未留存或遺失登機證，導致僅能

提示電子機票及旅行業開立代收轉付收據的情形；因提示登機證之原意是為證明員工確



實有出國事實，為簡化作業，上開查核準則第 74 條規定，遺失登機證得以航空公司之

搭機證旅客聯，或航空公司所出具載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起訖點之證明，或足資證

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等擇一替代，嗣配合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自動查驗通關系統」

得以電腦自動化方式辦理自動通關出國作業，增加其他證明文件（例如入出國日期證明

書）代替，以利徵納雙方遵循。 
 
9.營利事業製作移轉訂價報告應注意事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財政部為因應國際間移轉訂價發展趨勢及有效防杜跨國避稅，

並考量我國移轉訂價實務需求，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修正發布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下稱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部分條文，增訂及修正無形資產及其他移

轉訂價相關規範，自 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期將至，為協助營利事業就其受控交易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相關規定備妥

移轉訂價報告，該局特彙整應注意事項及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修正重點如附表，提醒納稅

義務人注意。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 109 年度從事受控交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辦理 109 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備妥移轉訂價報告： 
一、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下稱收入總額）在新臺幣（下同）5 億元以上

且全年受控交易總額達 2 億元。 
二、收入總額在 3 億元以上未達 5 億元且全年受控交易總額達 2 億元，並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營利事業享有租稅優惠且依法申報實際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

稅額及前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應加徵稅額之金額合計超過 200 萬元，或申報扣除前十

年虧損超過 800 萬元。 
（二）與境外關係人有交易。 
 
該局呼籲，應備妥移轉訂價報告之營利事業，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應於書面調查函

送達之日起 1 個月內提示移轉訂價報告，必要時得延長 1 個月。請營利事業於進行移轉

訂價分析時，注意相關規定並按期限送交相關資料。 
 
10.疫起度難關，營利事業擴大書審純益率打 8 折 
財政部中區國稅表示，營利事業因受疫情影響致 109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較前一（108）
年度減少達 30%者，適用擴大書審之純益率，得按該行業別純益率標準之 80%計算全年

所得額。 
該局說明，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擴散，許多企業受疫情衝

擊，造成營業收入減少、成本費用增加，進而影響獲利。營利事業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如採核實計算損益，可按實際收入、成本費用計算全年及課稅所得額，如實反映

企業受疫情影響之獲利情形，所負擔的營所稅稅額因而減少，但是營利事業適用擴大書

面審核實施要點申報者，係按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乘以適用之純益率計算



全年所得額，並無法反映因疫情影響獲利率降低之情形，考量受疫情嚴重影響營利事業

的營運狀況，財政部於 110 年 1 月 26 日訂定發布「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

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109 年度擴大書審要點），增訂前揭規定。 
 
該局進一步舉例說明，甲公司 109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1,000 萬元，按 109 年度擴大書

審要點，其經營行業別之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為 6%，因 109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1,000
萬元較 108 年度核定營業收入淨額 2,000 萬元，減少達 50%〔（1,000 萬元－2,000 萬元）

/2,000 萬元〕，符合 109 年度擴大書審要點所訂受疫情影響之適用條件，因此，甲公司

於辦理 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適用擴大書面審核時，可按純益率 4.8%（即

6%*80%）計算全年所得額。 
 
11.固定資產使用期滿，須有毀滅或廢棄事實始得轉列損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說明，所得稅法第 57 條規定，固定資產於使用期滿折舊足額後毀滅

或廢棄時，其廢料售價收入不足預留之殘價者，不足之額得列為當年度之損失，其超過

預留之殘價者，超過之額應列為當年度之收益。又財政部 69年 12月 18日台財稅第 40295
號函釋，固定資產於使用期滿折舊足額後，如該項資產已不存在，僅剩殘值者，如欲報

廢，無須向稽徵機關辦理報備手續；惟仍應具備有實質報廢之事實，方得列報報廢損失，

稽徵機關於查核時營利事業仍應提示相關報廢事實之證明文件（如報廢之紀錄及過程之

影帶、相片或僱工清除費用憑證及往來資料）核實認定。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已達耐用年限之固定資

產報廢損失；惟未提示報廢事實之證明文件，遭全數否准認列。甲公司不服，申請復查

主張依財政部 69 年 12 月 18 日台財稅第 40295 號函釋，固定資產於使用期限屆滿折舊

足額後，僅剩殘值者，如欲報廢，無須向稽徵機關辦理報備手續，自應准予認列損失，

惟經該局以固定資產雖已達耐用年限並提列足額折舊，仍須舉證證明有報廢之事實，始

得認列損失，乃復查決定駁回確定在案。 
 
12.營業人於稅籍登記地以外地點舉辦臨時特賣會，應先向稅捐稽徵機關核備，並據實報

繳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說明，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應於開始營業前辦妥稅籍登記，並於銷售時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予消費者；如

於稅籍登記所在地以外之地區舉辦臨時性特賣活動，於活動結束即不再該處營業，屬臨

時性展售活動，基於簡化稽徵及便民服務之考量，營業人於活動開始前，應先向其登記

地之主管稽徵機關核備，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3 條規定，由銷售人員攜帶統一發

票，於銷售貨物時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消費者，並據實向登記地之主管稽徵機關報繳營業

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針對具有固定營業場所，且已辦妥稅籍登記之營業人，偶爾跨越稅籍

登記所在地以外之地區辦理表演、比賽及展售等臨時性活動，例如：配合政府舉辦之活

動，於活動現場擺攤展售等，營業人應於活動開始前向其登記地之主管稽徵機關核備，



並於銷售貨物時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消費者，以避免發生短漏開統一發票並漏報銷售額情

事。 
 
13.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居住者身分認定方式說明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各國政府採行

邊境管制、限制旅行或強制檢疫等措施，及企業要求員工居家或異地辦公，皆可能造成

個人跨境移動改變或於疫情期間停留於工作地點無法返國，進而引發依其在我國境內居

留天數認定個人居住者身分疑義。 
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7 條及財政部 101 年 9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令

規定，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居住者）之認定，係以在我國境內有無戶籍及居住天數為

標準，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我國居住者：（1）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

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 31 天，或在境內居住合計在 1 天以上未滿 31 天，其生活及經濟

重心在我國境內者；（2）在我國境內無戶籍，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
天者。 
 
該局進一步說明，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前開相關措施屬緊急及具暫時性質，不宜因

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扣繳單位給付各類所得、營利事業分配股

利、盈餘，或個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倘對於身分認定尚有疑義者，建議可按

以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申報並備妥相關事證，於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提供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