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日期 2019.04.30 

【即時公司法解釋】 

公司法 228 條之 1 

●有關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規定董事會決議說明  

一、按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公司前三季或前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同條第 4 項規定，公

司依第 2 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依第 240 條規定辦理；發放現金者，

應經董事會決議。 

二、針對於前三季或前半年採分派股票部分，依上開規定，董事會編造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如無修正意見，可毋庸再次經董事會決

議，即可提請股東會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決議以股票分派。（108.4.9 經商字第 10802407620

號函） 

【金管會證期局】 

 訂定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之適用範圍。 

【臺灣證券交易所】 

 檢送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 10 條修正條文公告乙份如附件，請查照。 

 檢送『修正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條文及「○○

股份有限公司併購資訊揭露自律規範」參考範例第 11 條條文如附件，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

份，請查照。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公告本公司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部分系統功能強化事宜，預定自本（108）年 4 月 16 日起上線實施，

詳如說明，請 查照。 

【市場要聞】 

 繼承人繼承獨資商號之貨物及固定資產免課徵營業稅 

 員工獎酬股票轉讓 最快明年適用優稅 

 當年度在境內居住滿 183 天之外國人應於離境前或隔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 



 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優化措施 

 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不課贈與稅  

 請多利用網路 107 年度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將於 108 年 4 月 26 日起提供線上查調服務 

 二親等親屬間財產買賣，應申報贈與稅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於國外繳納之所得稅，並取得合法納稅憑證者，可在限額內扣抵其

當年度應納所得稅額 

 境外電商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個人，應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申報期間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境

外電商課稅專區」申報納稅 

 107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重點整理，讓您報稅省時又輕鬆! 

 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配偶財產或受贈自配偶之財產，不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25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 

主旨：訂定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之適用範圍。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及第二百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

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上市（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

股東應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16 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 10818016891 號 

附件：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主旨: 檢送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 10 條修正條文公告乙份如附件，請查照。 

  正本：各證券承銷商、國內各上市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博仲法

律事務所、本公司各單位(均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24 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 10800063661 號 

附件：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修正對照 表「ｏｏ股份有限公司併購資訊揭露自律規範」參考範例部分條文

修正對照表  

主旨: 檢送『修正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條文

及「○○股份有限公司併購資訊揭露自律規範」參考範例第 11 條條文如附件，並自即

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正本：各上市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通商法

律事務所、本公司上市二部、公司治理部、秘書部(均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15 日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416-10818016891-1.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416-10818016891-2.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424-10800063661-1.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424-10800063661-2.doc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424-10800063661-2.doc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424-10800063661-3.doc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424-10800063661-3.doc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保結股字第 10800074755 號 

主旨：公告本公司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部分系統功能強化事宜，預定自本（108）年 4 月 16 日起

上線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本公司「股東 e 票通」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以下簡稱本平台）去（107）年共計 1,734

家公司使用，作業情形順暢且成效顯著，電子投票股數占股東會出席股數比例達

50.86%，創下歷史新高，惠請 貴公司繼續支持電子投票。 

二、為提升作業效率及因應法規修正，本公司持續強化電子投票平台部分系統功能，重點

說明如下： 

(一)股東會參數維護 

1.依經濟部去年 5 月 17 日經商字第 10702019080 號函釋，有關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選

舉權，應與實際應選董事候選人數相同，爰調整本平台之選舉功能： 

(1)針對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採提名制之候選人為缺額時，系統新增「缺額席次」

與「實際董事(含獨立董事)應選總席次」等兩個欄位，並分別控管席次及每一股份

選舉權；另監察人選舉採提名制者亦同。 

(2)修正「股東投票」、「董監事候選人名單維護」、「投票畫面預覽」、「股東會相

關資訊」等交易功能，以及「即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結果彙總表及明細表」等統計

報表，均依實際應選席次顯示。 

2.配合修正公司法第 156 條，公司可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爰調整本平

台「每股面額」欄位之功能如下： 

(1)除原預設「10 元」項目外，新增「非 10 元」及「無面額」等兩個選項，供使用者

點選，並於「實收資本額」欄位輸入數值。 

(2)針對「非 10 元」及「無面額」，新增系統提示確認訊息外，並將「每股面額（新台

幣）」與「實收資本額」該兩個欄位之數值，以紅色字體標示，並以「＊」符號註

記。 

(二)股東會議案維護  

為避免股務單位將股東會選舉議案誤植為無選舉案，修正「股東會參數維護」交易

為須擇一點選「董事選舉」、「監察人選舉」或「董事及監察人選舉」項目後，由

系統自動勾稽控管輸入選舉議案相關資料，並新增提示網頁訊息。 

(三)使用者 e-mail 維護  

為提醒股務單位依規定時間輸入股東會資料、下載整批統計報表或上傳委託書重複

資料等情形，新增「e-mail 傳送設定」功能，提供管理者（admin）設定主管或經辦

接收 e-mail 訊息通知項目，以落實作業控管原則。 

(四)為方便股務單位辦理電子投票之股東領取股東會紀念品作業，爰於股東投票內容新

增三九碼（Code 39）條碼： 



1.「投票狀況」欄位為「已投票」者，新增條碼；條碼規格 PC 版為由左(股東戶號)至

右(證券代號)，APP 版為由上(股東戶號)至下(證券代號)。 

  2.倘經比對電子投票與委託書重複者，系統加註「股東電子投票與委託書重複，依公

司法規定，以委託代理人出席之表決權為準」說明，及屬「未投票」或「已截止投票

者」，均不產製條碼。 

(五)為提供一般股東有更完整系統操作介面進行電子投票，本平台新增可使用 Firefox、

Chrome 或 Edge 等瀏覽器，及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並請於股東洽詢時予以說明。 

三、倘有疑義，請洽本公司股務部數位推廣組，聯絡電話（02）25141188。 

正本：各自辦及代辦股務機構、各使用電子投票之發行公司 

副本：金融資訊部 

 

 

繼承人繼承獨資商號之貨物及固定資產免課徵營業稅【2019-04-03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邇來接獲民眾詢問，家中長輩過世，遺有獨資商號，若繼承人想繼續經營，

其遺留的貨物及固定資產，是否會被課徵營業稅？該局說明，獨資組織的負責人死亡，由其繼承人繼

續經營該商號，申請變更負責人為繼承人或一併變更商號名稱時，其繼承餘存的存貨及固定資產，非

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規定視為銷售貨物的範圍，不用課徵營業稅。該

局提醒，使用統一發票的獨資組織，如果是繼承以外的原因變更負責人時，其存貨及固定資產的移轉

要視為銷售貨物，需開立統一發票，並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向轄區國稅局報繳營業稅，如有未

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情形，於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請

儘速向所轄稽徵機關自動補報繳，以免受罰；如有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專線 0800-000321 或逕洽所

轄稅捐稽徵機關，以維護自身權益。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林股長 06-2298047 

     

 員工獎酬股票轉讓 最快明年適用優稅【2019-04-09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產創條例經過多次修正，許多納稅人在報稅時，對於當年度是否能適用相關租稅優惠，也常常混淆。

會計師提醒，去年 6 月剛通過的最新版條文，雖可從「實際轉讓價格」或「取得時價」中擇低課稅，

但由於必須持股兩年以上，今年報稅還無法適用。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志翔提醒，員工獎

酬股票轉讓，由於條文中設有「兩年條款」，因此今年報稅時還無法適用，最快要等到明年 5 月報稅

時，才能享受優惠。此外，產創條例「天使投資人條款」自 2017 年 11 月底上路，個人若以現金投資

成立未滿兩年的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達 100 萬元，並取得該公司新發行

股份，持有期間達兩年者，50%投資金額可折抵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最多可折抵 300 萬元。由於同樣

有股份持有期間達兩年的規定，最快也要到明年報稅時才能適用。 

 

當年度在境內居住滿 183 天之外國人應於離境前或隔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2019-04-08 財政部南區

國稅局】 



金先生來電詢問，其自 107 年（2018 年）1 月 1 日起在臺南工作，該年已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超過 183

日，是否需要申報 2018 年度綜合所得稅？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說明，外籍人士當年度在中華民國居留天

數超過 183 日，即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應於隔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間填具結算申報書，向國稅稽徵

機關申報該年度綜合所得稅。因此，金先生 2018 年度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超過 183 日，自應於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向居留證所載居留地稽徵機關辦理 2018 年度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該局提

醒，如金先生於 2019 年間仍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超過 183 日，但在該年度中離境不再返回中華民國境

內，應在離境之前 10 日內辦理 2019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林小姐 

06-2223111#1805  

 

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優化措施【2019-04-11 財政部賦稅署】 

財政部於今(11)日行政院第 3646 次院會，就「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優化措施」提出報告。 

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將自今(108)年 5 月開始，今年實施多項使人民有感之稅制優化措施，

重點說明如下： 

一、實施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包括大幅調高綜合所得稅(以下簡稱綜所稅)4 項扣除額 (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身心障礙、幼

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額度，減輕薪資所得者、中低所得者及育兒家庭之租稅負擔；調降綜所稅最

高稅率為 40%，有利留才攬才，提高國際競爭力；實施股利所得課稅新制，個人股利所得可選

擇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並按股利之 8.5%計算可抵減稅額(上限 8 萬元)，或按 28%稅率分開

計算稅額，有助提升投資臺灣意願，鼓勵企業留才攬才。以 4 項扣除額為例，社會新鮮人年薪

40.8 萬元(月薪 30,000 元以下)、雙薪家庭年薪 81.6 萬元、雙薪 4 口之家(扶養 2 名 5 歲以下子女)

年薪 123.2 萬元，可免納所得稅，減輕薪資所得者及中低所得者稅負。 

二、修正基本生活費比較基礎及公告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公告 107 年度每人基本

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17.1 萬元並將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之比較基礎項目修正為免稅額、標

準(或列舉)扣除額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納稅者基本生活

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上開比較基礎各項目合計數部分，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預估受益戶數

由修正前 21.93 萬戶增加至 177.45 萬戶，減稅利益由 4.32 億元增加至 55.39 億元。 

三、線上版報稅系統全面上線 108 年線上版報稅系統全面上線(含 Mac、Linux、Windows 系統或

Android、iOS 行動裝置)，提升網路申報便利性。 

四、精進行動支付繳稅流程提供行動支付專屬 QR-Code(含稅額)，納稅義務人掃描後即可完成繳稅，

簡化行動支付繳稅流程。財政部進一步說明，民眾於今年 5 月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適用

上開稅制及稅政優化措施，該部並呼籲納稅義務人多加利用稅額試算服務及透過網路完成 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快速又便捷。新聞稿聯絡人：楊專門委員純婷聯絡電話：2322-8122  

 

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不課贈與稅【2019-04-1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表示，民法第 1144 條有關各繼承人應繼分規定之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

紛時，得憑以確定各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致部份繼承人取得較其

應繼分為多之遺產者，民法並未予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多寡，無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

因此不會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而需課徵贈與稅的問題。該所舉例說明，甲君於 107 年間辭

世，遺有土地 1,500 萬元、股票 800 萬元及銀行存款 300 萬元等財產，合計 2,600 萬元，繼承人則



有配偶及 3 名子女，共計 4 人。依民法第 1144 條規定，各繼承人之應繼分為 1/4，即每人 650 萬

元。各繼承人經協議後，除配偶取得遺產現金 200 萬元留供生活費外，其餘由 3 名子女均分，各

分得 800 萬元之遺產，配偶取得之遺產雖較其應繼分減少 450 萬元，因應繼分並非強制性規定，

不算是配偶贈與子女財產，不課徵贈與稅。該所特別提醒，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

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6 個月內，向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遺產稅申報；贈與人在

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目前為新臺幤 220 萬元）時，應於贈與行為發生

後 30 日內向國稅局辦理贈與稅申報，以免遭補稅處罰。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邱股長  

(06)7230284-100 

   

請多利用網路 107 年度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2019-04-17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107 年度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自 108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

請外僑納稅義務人提早準備資料，完成申報及納稅。該局說明，外僑納稅義務人於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期間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tax.nat.gov.tw）或該局網站

（https://www.ntbt.gov.tw）下載網路申報程式，利用該程式依法辦理網路申報。該申報程式提供 4

種登入方式，1.內政部核發之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持晶片居留證至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

申辦）、2.已申辦健保卡網路註冊服務之健保卡、3.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金融憑證)、4.

以 108 年 1 月 31 日居、停留證所載之統一證號及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臺北國稅局

進一步指出，有關結算申報應檢附之各項證明文件，可能須提供國外文件資料，如扶養親屬、

境外雇主給付之勞務報酬、列舉扣除額等證明文件，應於網路申報完成後親送或郵寄至所屬國

稅局，臺北市外僑納稅義務人請送（寄）該局服務科外僑股（地址：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 1 段 2

號 1 樓），請外僑納稅義務人提早準備，以順利完成申報。該局提醒，107 年度外僑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網路開放時間自 108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24 時止，全天候服務不打烊，外僑透過網

路申報並利用信用卡或晶片金融卡繳稅，安全省事又方便，為維護自身權利，籲請外僑納稅義

務人早申報，早安心。（聯絡人：服務科廖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130）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將於 108 年 4 月 26 日起提供線上查調服務【2019-04-24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自 108 年 4 月 26 日起，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https://etd.etax.nat.gov.tw/)

開始提供查調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之服務，並將查調結果產出電子稅務文件檔

案供民眾下載。該局進一步說明，該入口網之電子稅務文件是依據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與國

稅局核發的紙本文件具有同等效力。申請人只要持有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的健保卡，即可自該

入口網申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之電子稅務文件，並且可將取得之電子檔及簽章檔併

同上傳至該入口網進行驗證，若有需要亦可於保存期限 90 天內，使用簽章檔或檢查碼重新下載

電子稅務文件電子檔。民眾無須出門，即可線上申辦、領取、驗證電子稅務文件及電子簽章檔，

歡迎多加利用。另為了讓非本國籍民眾瞭解綜合所得稅相關規定，也有電視廣告、海報及 DM

英文版本供民眾參考。提供單位：稅務資訊科 聯絡人：許偉仁科長 聯絡電話：(07)7169181 撰

稿人:張群良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851  

 

二親等親屬間財產買賣，應申報贈與稅【2019-04-2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常有民眾詢問，二親等以內親屬間（如兄弟姊妹）財

產之買賣應否辦理贈與稅申報及是否需要課徵贈與稅？該局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 附表.pdf

https://tax.nat.gov.tw/
https://www.ntbt.gov.tw/
https://etd.etax.nat.gov.tw/


法第 5 條第 6 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應以贈與論，依規定課徵贈與稅。因此，

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均應填寫贈與稅申報書辦理贈與稅申報；惟如能檢附支付價款的

確實證明，且所支付的價款不是由出賣人借給買受人或是由出賣人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經稽

徵機關查明約定之價款尚無顯著不相當情事並認定買賣屬實者，核定免課贈與稅。該局進一步說

明，二親等以內之親屬包括血親及姻親，例如：子女、兄弟姊妹與其配偶等。血親或姻親之認定，

詳細情形可參考民法第 967 條或第 969 條之相關規定。（如附表）該局籲請納稅義務人注意稅法

相關規定，以維自身權益。相關申報書表已置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t.gov.tw/etwmain)供民眾

依需求自行下載使用。二親等買賣財產要課贈與稅嗎 https://youtu.be/BTwiSICJoOc（聯絡人：審查

二科陳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76）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於國外繳納之所得稅，並取得合法納稅憑證者，可在限額

內扣抵其當年度應納所得稅額【2019-04-2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來自國外繳納之所得稅，如已取

得合法納稅憑證者，可在限額內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該局說明，依所

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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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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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指出，按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納稅義務人列報依境外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

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其法定要件為 1.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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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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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於查核甲公司 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該公司

列報依境外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 1 百餘萬元，惟該公司未能提示所得

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核與上開規定不符，經該局剔除補稅。該局提醒，營

利事業在國外繳納之所得稅，記得取具合法納稅憑證，始可在限額內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結

算應納稅額中扣抵，以免遭剔除補稅。（聯絡人：法務一科詹慶忠審核員;電話 2311-3711 分機 1835） 

 

境外電商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個人，應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申報期間至財政部稅務入

口網「境外電商課稅專區」申報納稅【2019-04-2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境外電商 107 年度如有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個人，取得非屬所

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者，依同法第 73 條第 1 項後段及相關規定，應自行或委託代

理人於 108 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申報納稅。該局說明，為方便境外電商辦理所得稅申報，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已建置中文及英文介面之「境外電商課稅

專區」，境外電商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上述申報期間，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境外電商課稅專

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專區」項下，辦理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及繳納稅款。該局指出，境外

電商於辦理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首年度辦理申報之境外電商，應先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境外電商課稅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專區」線上申請資格登記，並上傳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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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委託代理人辦理者，另應上傳委任書及承諾書等文件。主管稽徵機關受理

前揭申請案件，經審核完竣後，將以電子郵件發送核准通知，外國營利事業或其委託之代理人，

https://www.ntbt.gov.tw/etwmain
https://youtu.be/BTwiSICJoOc
https://www.etax.nat.gov.tw/


應於接獲通知後，至營利事業所得稅專區線上申請專屬帳號密碼，以供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使用；若上年度已辦理申報之境外電商，可沿用上年度之帳號密碼，毋需再行申請。 

二、新設立之境外電商如已辦理稅籍登記，並已申請營業稅申報使用之帳號密碼者，可沿用該帳

號密碼申請資格登記及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惟若委託代理人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者，仍應

上傳委任書及承諾書等文件，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另案申請帳號密碼。 

三、如欲依財政部 107 年 1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704390 號令規定，申請按主要營業項目適用

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或按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我國課稅之所得額者，可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納稅時填具「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適用淨利率、利潤貢獻程度申請書」，並檢

附合約、主要營業項目、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總利潤貢獻程度等證明文件，併同

申報時申請，或另案申請適用。 

四、境外電商所在國家如與我國簽署全面性所得稅協定，且在我國境內無常設機構或未經由該常

設機構從事透過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電子勞務予個人，所取得之中華民國來源收入，申請適

用依各協定第 7 條營業利潤相關減免之規定，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檢附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國稅

務機關出具之居住者證明、合約書影本、委任書、所得相關證明，併同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

報納稅時申請，或另案申請適用。 

五、如利用匯款方式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依「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跨國專戶繳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匯款說明」填寫各項匯款資訊，並於繳納期間屆滿前將應納稅額匯入「臺灣銀

行城中分行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301 專戶」。建議境外電商可透過其所在國家或地區之金融機構，

先以電文方式洽詢該 301 專戶承辦銀行，當期申報應納稅額之等值外幣，並由該分行利用電文回

覆其匯入當日之匯率、應繳手續費或其他費用，境外電商再依電文提示匯款。 

六、境外電商如同時匯款繳納 108 年 3 月至 4 月營業稅及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請務必於匯

款備註說明欄填寫個別應納稅額，並於匯款收費明細欄位正確填寫為「OUR」，以利區分及避免

造成稅款短繳。 

七、逾限繳日期（遇例假日則順延）繳納者，每逾 2 日按應納本稅加徵 1％滯納金至 30 日止，逾

30 日仍未繳納者，應納本稅於滯納期滿（30 日）之次日起依各年度 1 月 1 日郵政儲金 1 年期定期

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該局提醒，相關稅務資訊或申請書表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

「境外電商課稅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專區/相關法規及函釋或相關書表」下載查詢，國稅局亦將

隨時提供最新資訊。（另有英文版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曹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337） 

 

107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重點整理，讓您報稅省時又輕鬆!【2019-04-26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自今(108)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截止，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提醒營

利事業，及早辦理結算申報並繳納稅款；為了讓納稅人能快速及有效率地完成結算申報，該局貼

心整理了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注意事項及新措施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 12 萬元以下免徵，超過 12 萬元未逾 50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

徵 18%，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課稅所得額超過 50 萬

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 

二、配合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毋須區

https://www.etax.nat.gov.tw/


分總額或淨額，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及計算可扣抵稅額，亦無須填報「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表」。 

三、機關或團體因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應計入其所得額，依免稅適用標

準規定徵、免所得稅。 

四、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如有當期

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得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按出資比例或合夥契約約定盈餘分

配比例計算，於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應納稅額中減除；小規模營利事業者，

則無須辦理結算申報。 

五、符合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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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點規定之營利事業，

應檢附「受勞動基準法週休二日新制影響成本費用分析表」（相關格式內容可至各地區國稅

局網站下載)，與申報書一併申報，其適用該要點之純益率標準，得按該純益率標準之 90%計

算。 

六、交易符合房地合一課稅新制之房屋、土地之營利事業，其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之合計數

應填入結算申報書第 1 頁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 58 欄，以房地買賣為業

之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 05 欄；非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

資、合夥組織及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依處分資產利益或處分資產損

失分別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 40 欄或第 48 欄。 

七、配合國際資訊交換需求，部分頁次增訂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及稅務識別碼等欄位，請配合填

寫。 

八、營利事業本年度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應送交國別報告或集團

主檔報告，且由我國境內營利事業成員送交者，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年內送交所在地稽徵

機關。自 108 年 5 月起，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全年得透過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

報告電子送交系統軟體上傳送交或另採媒體送交。 

九、營利事業及機關或團體採網路方式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可於 108 年 6 月 27 日前，透過電

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上傳應檢送之申報書表及相關附件資料，上傳後可於 6 月 27 日前上網查

詢，確認相關資料是否上傳成功。 

該局再次提醒營利事業多利用網路辦理申報，並如期完成申報及繳清稅款，以免因違反所得稅法

第 71 條結算申報規定，被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許科長 06-2298012 

 

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配偶財產或受贈自配偶之財產，不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計算【2019-04-26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仍應視為被繼承人遺產，併入遺產總額課稅者，或被繼承人死亡時遺有生前受贈自配偶

之財產，而依同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併入遺產總額課稅者，該擬制遺產或被繼承人受贈之財產均

不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範圍。該局說明，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

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撫慰金不得列入計算範圍。

該局舉例，被繼承人甲君於 106 年 1 月間將其名下 A 土地贈與配偶乙君，甲君於 107 年 7 月間死

亡時，A 土地應視為甲君遺產，併入遺產總額課稅，如生存配偶乙君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主張該請求權價值應自甲君遺產總額中扣除，免納遺產稅，惟因 A 土地已贈與配偶，非

屬甲君死亡時現存婚後財產，另對配偶乙君而言，A 土地係乙君無償取得之財產，故計算夫妻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時，均不得將 A 土地列入甲君或乙君之現存婚後財產計算範圍。該局

再舉例說明，被繼承人甲君於 107 年 7 月間死亡時遺有 B 土地，該土地係 88 年間由配偶乙君所贈

與，乙君雖主張 B 土地原係結婚後於 62 年間購買並登記乙君名下，嗣 88 年間夫妻因理財協議而

將 B 土地以「贈與」移轉登記給甲君，法律上雖屬被繼承人甲君所有，實質上係夫妻共同購買，

對甲君而言，並非無償取得，應將 B 土地列入甲君剩餘財產計算，惟因 B 土地既係被繼承人甲君

因「夫妻贈與」而無償取得之財產，縱係受贈自配偶，亦不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計算範圍，乙君主張並不可採。該局呼籲，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雖不計入贈

與總額課稅，仍應視為其被繼承人遺產併入遺產總額課稅，惟不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計算範圍；另被繼承人生前受贈自配偶之財產，除併計遺產總額課稅外，亦不列入上開請求權

計算範圍。提醒納稅義務人與配偶間為財產移轉規劃時，應審慎考量夫妻贈與對稅負之影響，並

於申報遺產稅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主張民法第 1030 條之 1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扣除額時，正確計算申報該項扣除額，避免不符合計算規定遭核定補徵，以維自身權益。（聯

絡人：法務二科謝審核員；電話 2311-3711 分機 1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