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臺中市直轄市 
         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稅務講習 
   裝修業之 

       所得稅與稅改 
 

        主講人：陳美齡 
  
          
         1.日期:107年 01月 26日（星期五） 
         2.時間: PM7:00至 PM 9:00 
         3.地點: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號 3樓 
               （Rich19大樓） 
 
      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台中教育中心)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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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引⽤資料 可能因⽇後相關法令修法 有不適⽤之情形 
故學員須持續注意 法令之修改更新資訊 107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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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Q&A

課程⼤綱

第⼀篇  所得稅法緒論 
第⼆篇  營所稅及稅改 
               前後

第三篇  綜所稅及稅改 
              前後 

第四篇   重⼤稅改相關
第五篇   敵⼈的武器 
第六篇   結語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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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篇  所得稅法 緒論

Q1: 所得稅分幾種？

Q2:課稅範圍？ 
       倘境外所得也要課稅 
       是否有重複課稅？

Q3:只要有所得就要課稅？ 
是否有免稅？ 
或例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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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所得稅種類

所得稅法 第一條

綜合所得稅 
（個⼈）

營利事業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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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範圍及計入 1.所得稅法 
（中華民國106年6月1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3281號令修正公布第112條條文） 

第1條	所得稅分為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2條	一.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	
												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 

第3條	一項.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	
								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所得稅。 

								三項.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	
											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法源 ⼀～1.母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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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中華民國104年6月17日


第24條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 
     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第25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者，應就其臺灣地區來源所 
    得，課徵所得稅 

3.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56431號令（節錄） 
 第1條.為維護租稅公平，確保國家稅收，建立營利事業及個人所得稅負擔對國家財政之基本貢獻	
									，	特制定本條例	
第3條	營利事業或個人除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外，應依本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	

..九.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102年起)	
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之個人(103以後為670萬元)	

第8條	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為依前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扣除新臺幣五十萬元後，按行政	
			院訂定之稅率計算之金額；該稅率最低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其徵收率由行政院視經濟環境定之	

第12條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淨額，加計下列各款金額後之	
								合計數： 
							一、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但一申報戶全年之本款所得合計數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	
			者，免予計入。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13條	個人之基本稅額，為依前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扣除新臺幣六百萬元後，按百分之二	
				十計算之(103年以後為670萬元)	

第18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另有規定外，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2 .條約.條例範圍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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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計入 
1.所得稅法 
第4條下列所得免納所得稅(中華民國103年6月4日修)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 

一、（刪除）二、（刪除） 
三、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金，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得之賠償金	

							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或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	
															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物資而處理之財產，其交易之	
															所得….等二十四項	
							Mei:痛苦.保險.外交.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出售土地	
						(不含所稅第4之4條之土地).繼承.贈與政府所得.個人稿費…等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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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第28條	臺灣地區人民有香港或澳門來源所得者，其香港或澳門來源所得，	
										免納所得稅

三.分離課稅

⼆.不計入   三.分離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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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課稅範圍
⼀.個⼈綜合所得稅

2.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  中華民國104年6月17日

第24條 臺灣地區⼈民、法⼈、團體或其他機構有⼤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
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1.所得稅法第 2條 ( 母法）
  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應就其
  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
  課徵綜合所得稅。

4.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中華民國⼀百零六年五⽉⼗⽇總統華總⼀義字第10600056431號令（節錄） 
 第12條個⼈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淨額，加計下列各款⾦額後之合計數： 
       ⼀、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依⾹港澳⾨關係條例第⼆⼗八條 第⼀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
               但⼀申報⼾全年之本款所得合計數未達新臺幣⼀百萬元者，    免予計入。⾃中華民國九⼗九年⼀⽉⼀⽇施⾏。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陸所得（不含

港澳）＋(海外達100
萬元須計入-可扣除

670萬元p4） 
 &105年房地財交分

離課稅p5

3.⾹港澳⾨關係條例
第28條 臺灣地區⼈民有⾹港或澳⾨來源所得者，其⾹港或澳⾨來源所得，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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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3條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母法）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
                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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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 
      中華民國境內  +  境外   =   合計 -  境外已繳  =  應⾃⾏繳納 

  狀況⼀       50     +   30    =     80    -     20        =    60 (50+10) 
  狀況⼆       50     +   30    =     80    -  40 30       =    50 (50+ 0) 

一.所得稅法  
	第3條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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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	
			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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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境內外所得合併   重複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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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篇  緒論Ｑ＆Ａ
Q 1所得稅分幾種？

Q 2課稅範圍？倘境外所得也要課稅？是否有重複課稅？

Q 3只要有所得就要課稅？是否有免稅？或例外規定？

Ａ: 有⼆種 分別為:個⼈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Ａ:個⼈綜合所得稅為屬地主義＋最低稅負等相關法令...   
     營利事業所得稅為屬⼈主義＋最低稅負等相關法令... 

       境外所得已納稅額之扣抵.參照所得稅法第三條辦理 P10

Ａ:免稅所得:參照所得稅法第四條 
     完稅⽅式：⾃動報繳 分離課稅 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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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為何沒賺錢 還是要繳税？

Ｑ3：公司和⾏號 營所稅不同？

第⼆篇  營利事業所得稅
                           及稅改前後

Ｑ5：最後修整⼯程業之 
                 帳證與申報關係？

Ｑ4：何謂查帳申報.書審申報？

Ｑ1：企業負擔申報義務 
          需申報給國稅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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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1
財務

2
稅務

1.帳載所得 2. 課稅所得
供本業附屬業務使⽤
合法憑證·未超限········

  1.損益表
   （主表1）

第⼀節  營所稅結算申報書（節錄） 第1⾴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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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規定限額表 第7⾴ 第8⾴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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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稅額計算
（主表2）

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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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副 表

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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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第4⾴

資產負債表 成本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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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 

 

 

 

 第8⾴

 各類扣繳給付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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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額之計算 
一.所得稅法  

第24條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	
										純益額為所得額。… 

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31條(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計算)本法第24條所稱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其計算公式舉例 

 1.買賣業		(一)	銷貨–	(銷貨退回＋銷貨折讓)	＝銷貨淨額。		
						  (二)	期初存貨＋〔進貨–	(進貨退出＋進貨折讓)	〕＋進貨費用 

         –期末存貨＝銷貨成本。 
														(三)	銷貨淨額–銷貨成本＝銷貨毛利。 

									(四)	銷貨毛利–	(銷售費用＋管理費用)	＝營業淨利。 
														(五)	營業淨利＋非營業收益–非營業損失＝純益額	(即所得額)	。 
2.製造業:略	 
3.其他供給勞務或信用各業:	略

●小幫手~名詞解釋 
一.	 營業毛利：為營業收入減去營業成本的餘額，為企業在本業部分的獲利情形。 

																			當營業毛利率（營業毛利/銷貨數量）愈高，代表公司賺錢愈容易 
二.營業利益：為企業在本業經營所產生的利潤，代表公司於本業上之獲利能力。 
三.營業外收入與支出：指本業以外的各種收入與支出， 
																					如利息收入/費用、租金收入、投資收入/損失、出售固定資產利益/損失、匯兌損益等 
四.稅前利益：將公司本業及本業外的所有收入減去支出後所得之餘額， 
																			代表公司運用全部資產所創造出之利潤，為整體經營績效與能力的意涵。 
五.所得稅費用（Tax）：公司稅前利益作為基礎，依稅法所計算出當年公司所需繳納的所得稅額 
六.本期純益（或稅後淨利）：稅前利益再扣除所得稅費用後，為公司該年度（本期）淨利益， 
																																							此金額為是股東有權利分配享有的營業利潤

第⼆節  所得額計算及相關規定

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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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簿憑證規定 
一.所得稅法  
第21條	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 

前項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之設置、取得、使用、保管、會計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財政部規定之 

二.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規定  
			買賣業	:日記簿	總分類帳.存貨明細帳.其他必要補助帳簿 

				營建業:	日記簿	總分類帳.在建工程明細帳.施工日報表.其他必要補助帳簿		其他業別:略 
●會計基礎 
一.所得稅法  
  第22條		會計基礎，凡屬公司組織者，應採用權責發生制，其非公司組織者，得因原習慣或 
												因營業範圍狹小，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

●稅與財的關係1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節錄) 
第2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調查、審核，應依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本準則之	
規定辦理，其未經規定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	
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第62條	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第67條	費用及損失，未經取得原始憑證，或經取得而記載事項不符者，不予認定.. 
*第79條	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的捐贈總額以不超過"所得額"１０％為限， 
作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財與稅的關係2 
商會法第62條	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各項所得計算依稅法規定所作調整，應不影響帳面紀錄.

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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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24條 
營利事業所得

之計算以其本年度


 收入總額

  減除各項成本

  費用、損失

  及稅捐後之

  純益額為所得額


..

 A 收入總額  + 1500
B 成本費用

   損失稅捐     -1450
C1純益所得額= +50

    (帳載所得額） 3.33%

⼀.所得額計算
 ⼆.計算公式 

 假設106年1⽉ 1⽇至12⽉31⽇
● 損益表（主表1）Ｐ13

C1純益所得額= +50

    (帳載所得額） 3.33%

E稅後純額32.15 稅改後29

C2假設課稅所得額  105  7%

Ｄ所得稅17.85 稅改後21

21

    所得稅率 17%   稅改後20％
 但課稅得額50萬元以下 107年18% 108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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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1.5
43.4

10萬元/6⽉x12個⽉=20萬元 x17%=3.4萬元/12x6⽉＝1.7萬元

181,818元以上X17%
181,818元以下(-120000/2)

第三節 營所稅率及申報相關 ⼀.稅率及計算
所得稅法第5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起徵額及稅率如下：	

一、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在十二萬元以下者，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者，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百分之十七。	

						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	

						超過十二萬元部分之半數。

二、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者，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但其 
     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超過 
     十二萬元部分之半數。 
三、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未逾 
      五十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按下列規定
稅率課徵，不適用前款規定。但其應納稅額不得 

  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超過十二萬元部分之半
數：(一)一百零七年度稅率為百分之十八   

        (二)一百零八年度稅率為百分之十九

稅改後

稅改後
107年課稅所得額 20萬元Ｘ18%＝3.6萬元
108年課稅所得額 20萬元Ｘ19%＝3.8萬元
109年課稅所得額 20萬元Ｘ20%＝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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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71條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者，以其全

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

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應由
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
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
規模營利事業者，無須辦理結算申報，其營利事業所得額，
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獨資合夥營利所得之課稅

106年課稅所得額105萬元（參照p21頁） 
      第一段 營所稅    
                105 萬元x17%x 1 /2 ＝ 8.925萬元   
      第二段 綜所稅    
                 課稅所得額105萬元 -8.925萬元 
                 ＝96.075為營利所得   
                  併入個人綜所稅課徵  ……

錢多多商號（⼯作室）

 稅改後不課徵營所稅   直接併入綜所課徵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

依前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

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

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

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

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

徵綜合所得稅

 稅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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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71條 
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
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
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
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依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計算之可抵減稅額，計算
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但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
款，不得減除。

三.申報期限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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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 
第四章 稽徵程序 第三節調查 第80條
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之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
納稅義務⼈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
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
各業納稅義務⼈所得額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
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書⾯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式之辦法，及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
稅額扣抵計算項⽬之查核準則，由財政部定之。

所得稅法第83條  
稽徵機關進⾏調查復查納稅義務⼈應提⽰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據其未提⽰者，稽徵機關依 
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準，核定其所得額。... ⽽未依限期提⽰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 
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嗣後如經調查另⾏發現課稅資料，仍應依法辦理。

所得額及同業利潤標準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法源

四.國稅之調查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第1條  本準則依所得稅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2 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調查、審核，應依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本準則之規定辦理，
其未經規定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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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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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中華民國106年1⽉26⽇財政部臺財稅字第10500728940號令
⼀、為簡化稽徵作業，推⾏便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凡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 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
        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報，
       書表齊全，⾃⾏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下列標準以上並於申報期限截⽌前繳清應納稅款者（獨資、合夥組織以其
      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應就其申報案件予以書⾯審核：  
三、⾃⾏依法調整之純益率未達本要點規定之標準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結算申報期限截⽌前，輔導營利事業⾃⾏
        調整達規定之純益率標準並繳清應納稅款，以收擴⼤書⾯審核效果。
四、申報適⽤本要點實施書⾯審核者，應依規定設置帳簿記載並取得、給與及保存憑證，其帳載結算事項，並依營利
         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條第⼆項規定⾃⾏依法調整，調整後之純益率如⾼於本要點之純益率，應依較⾼之純益
         率申報繳納稅款，否則稅捐稽徵機關 於書⾯審核時，對不合規定部分仍不予認列。
⼗⼆、依本要點規定書⾯審核之案件，於辦理抽查時，應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審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辦理。

會計師稅務簽證
擴⼤書⾯審核實施要點法源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第2 條 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據實記載，
產⽣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細則、產業創新條例、
中⼩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適⽤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營利事業適⽤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負債之利息⽀出不得列為費⽤或
損失查核辦法、房地合⼀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調整之。  
營利事業申報之所得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者，
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之案件，稽徵機關應依本準則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 
辦理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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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次年
5⽉底申報 

2.稅局收件 

2-1書⾯核定
申報次年約3⽉

2-2查帳核定
約次年10⽉開始

1-2擴⼤書審申報 

1-3所得額標準申報 

1-4同業利潤標準申報 

1-1查帳申報 

1-5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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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稅局收件
   105年營所稅  統計⼤數據（全國）

1-2擴⼤書審申報家數
佔60.99% 

1-1普通申報家數
佔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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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擴⼤書審申報家數
佔69.48% 

1-1普通申報家數佔
22.55％ 

    2 稅局收件
    105年營所稅  統計⼤數據（中區）



30 CHID 1070126 (2H)

  105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


財政部106年1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500727540號函						Mei

第四節  最後修整⼯程業

收入總額於3000
萬元以下得適⽤ 

⼀.⾏業代號與同業利潤率

假設公司⼾
1.營收1500單位：萬元     
2.財務帳載所得 50（3.33%)
  ⾃調課稅所得105（7%)
3.106年負擔納稅義務
  105萬元X17%＝17.85萬元
  107年負擔納稅義務
  105萬元X20%＝21萬元
4. 申報截⽌⽇前繳納
   即適⽤擴⼤書⾯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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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得稅法 
		第80條	四.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 
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75條	稽徵機關依本法第八十條第四項之規定向同業公會徵詢意見時， 
												應具書面，檢附「所得額標準調查表」限期通知查復。

	
���	�� �� � ?

 

 ?

	

⼆.同業利潤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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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改
前

稅
改
後

三. 申報⽅式與帳證關係（以營收1500萬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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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收與申報⽅式稅費計算

稅
改
前

稅
改
後

稅
改
前

稅
改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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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改
前

稅
改
前

稅
改
後

稅
改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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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為何沒賺錢 還是要繳税？

Ａ: 企業個體所有收⽀及憑證種類,分類須⾃動申報 
   國稅局會透過 財政資料中⼼ 勾稽⽐對誠實度

 Ａ:因課稅不是帳載所得額 是採課稅所得額之故 
    （超限,⾮供業務使⽤及未取具合法憑證均須 
         依法調減⽀出）
Ｑ3：公司和⾏號 營所稅不同？

 Ａ: 公司 106年以課稅所得額之17%課營所稅（107年改20%) 

       ⾏號 106年1段:以課稅所得額之17%之半數課營所稅 
                           2段:課稅所得-營所稅=營利所得併⼊個⼈綜所稅課徵 
                              （稅改107年 不課營所稅 課稅所得即為營利所得 
                                                   併⼊同年度個⼈綜所稅課徵)

第⼆篇  營利事業所得稅Q&A
Ｑ1：企業負擔申報義 務需申報給國稅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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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5：最後修整⼯程業帳證與申報關係？

Ｑ4：何謂查帳申報與書審申報有何不同？

第⼆篇  營利事業所得稅Q&A

Ａ: ⾃⾏申報純益率或淨利率 
  1.依財政部 頒佈各業同業利潤％ 
     ⾃⾏調整⾼ 課稅所得額 倘達各該標準 
     即為書審申報 
2.未達該標準即為普通（查帳）申報

Ａ: 請卓參講義第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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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個⼈綜合所得稅
                    及稅改前後

Ｑ1:個⼈所得多少 不⽤繳到稅啊？

Q2: 商號營利所得併⼊個⼈綜合
所得要繳多少稅？

Q3: 稅改後 好像商號組織所得稅
變少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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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申報主體
    減除（基本⽣活）

第⼀節  個⼈綜所申報書

免稅額
每⼈： 105年85,000元   106年88,000元     107 年88,000元 （ 1061222公佈）
⽼⼈： 105年127,500元 106年132,000元   107 年132,000元（1061222公佈）
本次稅改無影響 但因納保納保法1061228上路，賦稅署署長李慶華與關務署署長廖超祥召開記者
會， 宣布每⼈16.6萬元基本⽣活費⽤不課稅(可⽀配所得中位數）明年報稅適⽤（稅損1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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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類所得  
                加項

所得稅法第14條⼗類所得
1營利所得 2執⾏業務所得 3薪資所得 4利息所得 5租賃所得及權利⾦所得 6⾃⼒耕作漁牧林礦 
7財產交易所得  8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及給與 9退職所得 10其他所得



40 CHID 1070126 (2H)

三.扣除額 ~ ⼀般＆特別
         減除

⼀般：通通有獎 標準(單身90,000有配偶Ｘ2) 或列舉（擇⼀）(稅改120,000) 
特別 :下列居須符合要件⽅得扣除.    1薪資128,000/⼈ (稅改200,000)   
         2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70, 000/⼾  
         4身⼼障礙特別128000 (稅改200,000)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25,000/⼈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25000/⼈（排富 ) (稅改120,000/人) ：通通有獎 （未稅改）
標準(單身90000有配偶Ｘ2) 或列舉（擇⼀）

20

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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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稅額計算
等於

 CHID 1070126 (2H)

所得總額-免稅額-扣除額＝所得淨額x稅率=個⼈綜所稅

107年度稅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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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個⼈所得多少 不⽤繳稅？（未採基本⽣活費）

 CHID 1070126 (2H)

第三篇  個⼈綜合所得稅稅改前後Ｑ＆Ａ

106 年綜所平衡點

42

稅
改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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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綜所平衡點
Ｑ1：個⼈所得多少 不⽤繳稅？（未採基本⽣活費）

ps:民眾在申報綜合所得稅的薪資所得扣除額額度是否可⽤在各種⾏業上︖
⼤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745號解釋，認定薪資所的扣除額設限違憲，

                                  財政部必須在兩年內改進，這下光認定⽅式就讓稅捐單位傷透腦筋。（中央社資料照）
107年薪資扣除額依釋憲⽂會再稅改...

107年綜所平衡點

ps:民眾在申報綜合所得稅的薪資所得扣除額額度是否可⽤在各種⾏業上︖
⼤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745號解釋，認定薪資所的扣除額設限違憲，

                                  財政部必須在兩年內改進，這下光認定⽅式就讓稅捐單位傷透腦筋。（中央社資料照）
107年薪資扣除額依釋憲⽂會再稅改...

稅
改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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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商號營利所得併⼊個⼈綜合所得要繳多少稅？

稅
改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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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稅改後 好像商號組織所得稅變少真的嗎？

 A:就本例確實減少9.499萬元所得稅
45

稅
改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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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所得稅重⼤稅改之相關
Ｑ1:就稅務⽽⾔ 企業組織之選擇 

以公司或商號為佳？ 
（僅就本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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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多多公司105年營利(較⾏號晚⼀年）
於106年股東會議決議依法分派
稅後股利81.806萬元( 可扣抵稅7.87萬元）
併入綜所稅申報 第⼆段退稅6.7907萬元

故第⼀段17.85＋
⼆段 -6.79  
共計11.06萬元            

第⼀節  公司⼾ 所得稅稅賦 公司⼾稅改前
適⽤兩稅合⼀

 CHID 1070126 (2H)

稅
改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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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營利21
＋綜所-6.0435
 共計 14.9565萬元

錢多多公司106年營利(較⾏號晚⼀年）
於107年股東會議決議依法分派
稅後股利77.1435萬元( 可抵減稅6.04萬元）
併入綜所稅申報 第⼆段退稅6.0435萬元

稅改後

公司⼾稅改後
廢除兩稅合⼀

 CHID 1070126 (2H)

稅
改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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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案例
⼀.商⾏所得稅稅負
      較公司為低
⼆.企業慎選組織
     型態及合法
     規劃股東⼈數
三.重申稅務非企業
     唯⼀考量

第⼆節  稅賦比較
稅改前後差異

公司與商號稅改前後差異 Ｑ1:就稅務⽽⾔  
    企業組織之選擇

    以公司或商號為佳︖
（僅就本案探討）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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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稅改政策彙總 ⼀.1061215綠營出奇招
綠營突襲 稅改案逕付二讀

⾏政院版稅改草案雖已在⽴法院財政委員會進⾏審查，但主審的國民黨籍召委費鴻泰卻慢慢審查，民進黨團
(20171215)祭出殺⼿鐧，直接將草案從財委會抽出，逕付⼆讀，並從今起算1個⽉的協商期。⾏政院版稅改草案
在⽴法院財政委員會進⾏審查，民進黨團今祭出殺⼿鐧，直接將草案從財委會抽出，逕付⼆讀，並從今起算1
個⽉的協商期。由於費鴻泰⾃11⽉2⽇排審稅改草案至今，仍未完成審查。民進黨團今決定，直接將草案從財
委會抽出，逕付⼆讀，將交由蘇嘉全召集協商，並從今起算1個⽉的協商期。可望趕於明年⼀⽉底前完
成修法三讀。

不滿拖延審查 ⺠民進黨團將稅改草案逕付⼆二讀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83991

201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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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18所得稅法三讀-⼀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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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得稅法三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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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計實施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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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敵⼈的武器

 CHID 1070126 (2H)

第⼀節  通報體系



歸⼾差異到個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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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查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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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局獵漏 盯上室內設計及裝潢業

室內設計及裝潢業會被列入，主要是針對台中七期等地區豪宅林⽴，豪宅裝潢少則數
百萬，多則數千萬，相關業者獲利頗豐，國稅局應追查室內設計及裝潢業者是否辦理
營業登記，以及是否誠實報繳營業稅
國稅局官員表⽰，⽬前各稅捐單位已挑出轄區內⼀定比率業者查核，釐清是否誠實開
⽴統⼀發票報繳營業稅

2014年09月11日 04:10 

第三節  室內設計業..之查核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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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表⽰，裝潢費⽤動輒數⼗萬
元至數百萬元，且⾃⽤住宅裝潢多數不需要發票報
帳，使得許多消費者會要求裝潢業者不要開⽴發票，
以換取更優惠的折扣。 
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稅的納稅
義務⼈為銷售貨物或勞務的營業⼈，只要在我國境內
銷售貨物或勞務，即應開⽴統⼀發票並課徵營業稅。
該局近⽇查獲某室內設計師所開⽴A空間設計公司，
承接許多七期豪宅裝潢案件，卻未詳實開⽴統⼀發
票，致2008至2010年度漏報營業收入3,742萬餘元，經
補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合計250萬餘元，並裁
處罰鍰199萬餘元。 
該局籲請營利事業銷售貨物或勞務時，應依規定開⽴
統⼀發票誠實申報繳稅，如被查獲有未依規定開⽴統
⼀發票情事漏報銷貨收入者，將依法補稅處罰。該局
並提醒營業⼈如有漏報情事，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
進⾏調查前⾃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可依法免罰。

裝潢業者易漏報營收
          經查獲補稅並處罰

2013-01-20 
 圖片來來源：網路路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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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2011年02⽉28⽇訊（中央社記者林沂鋒台北28⽇電） 
房市熱絡，帶動裝潢業、家具業獲利。北區國稅局查獲裝潢業者要求屋主將裝潢款項
匯入業者私⼈帳⼾，民國93年到98年間逃避逾新台幣2億元營業收入，逃漏營業稅超過
千萬元。 
北區國稅局表⽰，近來房市交易熱絡，連帶裝潢業、家具業買賣獲利，部分營業⼈⼼
存僥倖，在交易時未依規定開⽴統⼀發票，經稽徵機關查獲給予補稅與裁罰。 
國稅局說，轄區內稽徵所查獲裝潢業者，為規避稽徵機關查核營業收入，要求屋主將
裝潢款項匯入裝潢業者負責⼈或配偶的私⼈帳⼾，不過因私⼈帳⼾列報鉅額利息收入，
引起稽徵所列入選案查核。 
國稅局表⽰，透過跨稅⽬資訊整合，查獲裝潢業者近年來涉嫌短漏報銷售額逾2億元，
逃漏營業稅逾千萬元，依法給予補稅和裁罰。 
國稅局表⽰，對於異常案件的查核，除例⾏性通報資料外，並透過跨稅⽬ 
（如：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個⼈綜合所得稅等）資訊整合，積極且有效地掌握
營業⼈逃漏稅具體事證，請營業⼈切勿⼼存僥倖企圖逃漏營業稅，否則⼀旦被查獲⽽
受罰補稅，得不償失。

國稅局查獲潢業者 要求屋主將裝潢款項
匯入業者私⼈帳⼾漏報營業收入逾新台幣
2億元 逃漏營業稅超過千萬元

 CHID 1070126 (2H)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9c%8b%e7%a8%85%e5%b1%80.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9c%8b%e7%a8%85%e5%b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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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有⼗四種必查重點如下 
 1. 全年財富增減達10％以上，⽽且與年度申報所得明顯不相當者。 
 2. 房屋或⼟地移轉屬於25歲以下的⼦女或⼆等親內的財產移轉買賣。 
 3. 同⼀筆⼟地⼀年以內兩次移轉，第⼆次移轉之買受⼈與前次出售⼈姓氏、住址雷同，移

轉之限款在300萬以上者。 (即所謂的三角移轉) 
 4. 主管機關蒐集房屋貸款資料，瞭解借款資⾦之⽤途及流向，通常此部份須具贈與稅起徵

的⾦額才列入。 
 5. 因繼承或受贈農地連續五年未從事農業耕作五年以上。 
 6. 收取⼤額的⼟地徵收補償⾦追查資⾦流向。 
 7. 當年度薪資所得成長幅度不⾼，但財產較以往急遽增加。 
 8. 無薪資所得但擁有數⼗萬元以上利息所得者。 
 9. 無固定收入但擁有三棟以上房屋者。 
 10.未滿25歲但在⾦融機構存款超過500 萬元，25歲以上到30歲之間存款⾦額超過千萬者。 
 11. 特定⼈⼠或知名的演藝⼈員。 
 12. 假交易真贈與之情況，如贈予公設地予⼦女再⽤現⾦買回等。 
 13. 個⼈帳⼾短期內以連續⽤現⾦⽅式提領或存款。 
 14. 購買外幣轉匯到其⼦女在國外的銀⾏帳⼾

國稅局的14種必查條件 
 （網路流傳 依判斷可信度很⾼）

第四節  各業..之查核

 CHID 1070126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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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8 21:56經濟⽇報 記者蘇秀慧╱即時報導 
     洗錢防制法新制6⽉底上路後，各地區國稅局已將利⽤⼈頭帳⼾或外圍帳⼾隱匿收入逃漏稅列入查核重 
點︔北區國稅局近來查獲A公司利⽤負責⼈甲君帳⼾，隱匿公司營業收入⾼達4,000餘萬元，除補稅外，還 
將處罰。 
北區國稅局強調，洗錢防制法新制施⾏後，運⽤⼈頭帳⼾進⾏租稅規避或逃漏稅捐所衍⽣的洗錢⾏為，可
能構成洗錢罪，除了逃漏稅外，還要加上⼀條罪名。官員解釋，新制上路後，⾦融機構必須保存及揭露更
多資訊，發現情況不對，就會通報國稅局，因此，國稅局更能夠掌握相關逃漏稅資料，近期屢屢查獲利⽤
⼈頭帳⼾或外圍帳⼾逃漏稅案件。 
      官員表⽰，近來查獲的案件多屬營利事業利⽤負責⼈、股東、員⼯或其親屬等的銀⾏帳⼾收取銷貨款項，
隱匿銷貨收入，以規避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該局查核甲君的銀⾏帳⼾105年度以匯款及票據存入140筆，⾦額合計4,000餘萬元，其中68筆是他⼈頻繁存
入，帳⼾顯有異常。經蒐集相關資料深入追查發現，甲君為A公司負責⼈，主要營業項⽬為室內裝潢⼯程。
經統計資⾦流入對象及⾦額，發現其帳⼾存取往來頻繁，研判應為該公司的交易對象。 
經向相關⼈調查結果，查得A公司利⽤負責⼈甲君個⼈帳⼾隱匿公司營業收入，涉嫌短漏開統⼀發票致漏
報銷售額。 
官員說，營業稅部分，須補稅200萬元，罰鍰部分最⾼可處100萬元︔但後續還有營所稅部分要補稅及處罰
鍰。 
官員說，營業⼈為隱匿其營業收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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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些⼈頭⼾並無相當經濟能⼒，卻擁有鉅額存款，因此，成為國稅局鎖定查核對象︔進⽽查獲漏報銷
貨收入，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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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經查獲除補徵稅款外並裁處罰鍰，得不償失。

公司營收藏進⽼闆帳⼾ 補稅罰款 
                                …還恐涉洗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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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reporter/MjAwNj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4%97%E9%8C%A2%E9%98%B2%E5%88%B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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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國稅局表⽰，隨著跨境交易盛⾏，民眾只要上網⼿指點⼀點，就可以買到世界
各地的貨物，卻也衍⽣出營業⼈假借個⼈名義進⼜貨物規避查核逃漏稅捐。該局近來運⽤
跨機關資訊整合海關進⼜報單資料分析，發現104年轄內同⼀地區有10餘名個⼈⾃⽇本、
美國及⾹港等地⼤量以快遞⽅式進⼜貨物，每個⼈進⼜筆數均達2千筆以上，品類包含⽪
件、服飾及鞋類等，經運⽤國稅資料庫查得該等個⼈都是轄內甲公司的員⼯或親屬，所進
⼜品項與甲公司營業項⽬相符，顯有異常，遂進⾏深入查核。 
       該局運⽤營業稅智慧型選案系統與銀⾏資⾦資料作⼤數據資料分析，甲公司銀⾏匯入
資⾦與營業稅銷售額申報數不符，經查甲公司藉由員⼯與親屬名義進⼜商品在國內販售，
甲公司進貨未依法取得進項憑證，且於國內銷售貨物時，亦未依法開⽴統⼀發票並短漏報
銷售額合計1億5千餘萬元，核定補徵甲公司營業稅770萬元，並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及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核處罰鍰485萬元。 
       該局呼籲，為遏⽌不法逃漏，該局持續針對海關進⼜報單資料、銀⾏資⾦資料，運⽤
營業稅資料庫及智慧型選案系統分析加強列選查核，營業⼈如有前開違漏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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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定免予處罰。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張貼⽇期：2017-09-19

海外購物夯，⼤數據資料分析
揪出幕後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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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國稅局接獲⾏政執⾏署通報納稅義務⼈利⽤他⼈名義購屋銷售涉嫌逃漏稅
情事，進⽽查獲補稅處罰案件。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炒房⼤⼾甲君，利⽤他⼈名義炒房獲利涉嫌逃漏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經查獲補徵稅款及處罰鍰合計達1千餘萬元未繳納，該局移送⾏政執⾏
署執⾏，甲君拒繳並進⾏脫產，案經⾏政執⾏署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甲君乃供稱⼄
君也以類此型態逃漏稅。⾏政執⾏署將相關資料提供該局運⽤，經該局依匯款申請書
及借名登記協議書查得購屋資⾦確屬⼄君所有，不動產所有權卻登記在第三⼈名下，
且不動產持有期間在2年內出售，逃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屬實，查獲補徵稅款1佰多萬
元，並處1.5倍罰鍰。 
　　該局進⼀步說明，在現⾏稅務案件查緝作為上，國稅局經常與相關單位跨機關合
作，對於任何可能不法、逃漏稅案件情資，均會互相通報。該局呼籲，如納稅義務⼈
有違反稅法規定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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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向國稅局主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並加計利息，
可免按漏稅額處以罰鍰。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張貼⽇期：2017-09-19 

國稅局依據⾏政執⾏署
              通報資料查獲逃漏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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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國稅局表⽰，社群網站已經融入民眾⽣活⽇常，據調查顯⽰，台灣⼈平均擁
有4個社群帳號，從12歲的⼩學⽣到65歲以上的銀髮族，超過8成都有臉書帳號。 
　　該局透過社群網站熱⾨時段到訪⼈潮及打卡⼈次發現，轄內某曾獲選為伴⼿禮及
美食的名店，屢為美食節⽬所報導，且不時有報章雜誌及網路部落客推薦，是各地遊
客到訪的打卡熱點，例假⽇更是熱⾨⽕紅的排隊名店，經運⽤營業稅資料庫分析其進
項申報資料與申報銷售額有明顯落差，顯不合理。經深入查核，查獲該營業⼈105年度
涉有短漏開統⼀發票銷售額合計1,800萬元，依規定補徵營業稅額及處罰鍰合計達180
萬元。 
　　該局進⼀步呼籲，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發票或營業狀況忙碌，營業⼈均應主
動依規定開⽴統⼀發票予消費者，並覈實申報銷售額及稅額︔為遏⽌不法逃漏，該局
針對此類案件將運⽤電腦系統分析加強列選查核︔營業⼈如有前開違章漏稅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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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定免予處罰。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張貼⽇期：2017-09-19

運⽤社群網站與營業稅資料庫分析
           查獲打卡名店漏開統⼀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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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近來屢查獲營利事業利⽤負責⼈、股東、員⼯或其⼦女、親屬等之銀⾏帳⼾收取銷
貨款項，以隱匿銷貨收入，或匯出外匯⽀付進⼜貨款並結售外匯收取國外客⼾貨款⽽漏報進貨及漏報銷貨收
入，藉以規避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除就所查獲漏稅額予以補稅外，並裁處罰鍰。 
    該局查核甲君之銀⾏帳⼾102及103年度以臨櫃及⾃動櫃員機(ATM)⽅式提現145筆⼩額款項，⾦額合計新臺
幣3千餘萬元，其中48筆交易款項略低於⾦融機構⼤額提領通報⾦額(50萬元)之⾨檻，且票據存入頻繁，顯有
異常。經蒐集相關資料深入追查發現，甲君為A公司之負責⼈，主要營業項⽬為⾖腐(乾、⽪)製造。經統計資
⾦流入對象及⾦額，發現其往來頻繁，研判應為該公司之交易對象。嗣經向相關⼈調查結果，查得A公司利
⽤負責⼈甲君個⼈帳⼾隱匿公司營業收入，涉嫌短漏開統⼀發票致漏報銷售額，逃漏該2年度營業稅及營利
事業所得稅等稅捐合計補徵稅額1千餘萬元並裁處罰鍰。 
         該局表⽰，營業⼈為隱匿其營業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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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頭⼾並無相當經濟能⼒，卻擁有鉅額存款，是國稅局鎖定查核對象︔另國稅局亦會運⽤海關
代徵營業稅進⼜⾦額及零稅率銷售額與相關課稅資料相互勾稽，並結合銀⾏資⾦流程進⾏查核，查獲營業⼈
以⼈頭帳⼾⽀付進⼜貨款⽽漏報進貨，進⽽亦漏報銷貨收入，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情。 
     該局特別提醒，洗錢防制法新制⾃106年6⽉28⽇施⾏後，運⽤⼈頭帳⼾進⾏租稅規避或逃漏稅捐所衍⽣的
洗錢⾏為，可能構成洗錢罪，且⾦融機構必須保存及揭露更多資訊，國稅局將更能夠掌握相關逃漏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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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經查獲除補徵稅款外並處予罰鍰，實得不償失。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張貼⽇期：2017-09-06

查獲利⽤外圍帳⼾或⼈頭帳⼾
         隱匿收入逃漏稅捐 補稅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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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稅局表⽰，營利事業漏報收入，經加計該筆收入後，核定當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額仍為虧損，雖無應納稅額，惟依所得稅法第110條第3項規
定仍應處罰。 
該局查核甲公司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當年度有
⼀筆保險收入60萬元未申報，該公司表⽰，該筆保險收入係因遭受⽕災取
得的保險理賠⾦，相關損失該公司已列報，但漏未申報該筆保險收入。經
加計該筆漏報收入後，核定全年所得額仍為虧損，雖無應納稅額，該局仍
依所得稅法規定，處罰鍰5萬1,000元。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倘因疏失致短漏報收入，應儘速向管轄稽徵機關
辦理更正申報，對於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員進
⾏調查納稅義務⼈⾃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之案件，可適⽤稅捐稽徵法第48
條之1⾃動補報補繳免罰之規定︔否則，加計短漏報所得額後縱使無應納稅
額，仍會受罰。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張貼⽇期：2017-09-15

營利事業漏報收入
        縱無應納稅額仍會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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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稅局表⽰，為遏⽌逃漏，維護租稅公平促進誠實申報納稅，將於106年
10⽉1⽇起展開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選案查核作業，該局提醒營
利事業先⾏檢視申報情形是否符合稅法相關規範，以免因漏報所得遭受處罰。 

該局表⽰，轄內某營利事業會計⼈員來電詢問，發現於辦理105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漏未列報將商品出⼜至國外參加展覽⽽於當地直接銷售之營業
收入，應如何辦理補報始得免罰︖該局說明，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指定之調查⼈員進⾏調查之案件，⾃動補報補繳所漏稅款並加計利息者，即
可適⽤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免予處罰。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倘⼀時不察短漏報收入或虛列成本損費致有短漏報營利事業
所得稅情事，可於稽徵機關未進⾏調查前儘速依前揭規定⾃動補報補繳，以免被
查獲後除須補稅外還要受罰。 

                              發布單位：財政部⾼雄國稅 張貼⽇期：2017-09-04

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選案查核作業即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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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優質團隊 
  E-mail @Line 
1.即時宣導處處提醒 
2.熟悉瞭解稅局系統

⼀.⾯對多變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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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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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師會如意稅平安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yes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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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新訊搶先看
⼆.點亮光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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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yes88/


 永久的..........期待為您服務

77

三.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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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觀看 

期待...再相會

講義資料及圖⽚：來源為財政部國稅局 經濟部 經濟⽇報 ⾃由時報及網路

 祝 旺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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