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日期 2019.03.29 

【即時公司法解釋】 

公司法 240 條 

●章程明定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分派現金股利，董事會即取得現金股息紅利分派之專屬權 

一、查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係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始有適用，公司應於章程中明訂授權

董事會以特別決議現金分派股息及紅利。章程既已授權，是否應認為董事會已取得現金股息

紅利分派之專屬權，董事會如未決議現金股息紅利分派，應認屬該年度無現金股息紅利分派，

股東會所得決議者僅為第 240 條第 1 項之股票股息紅利分派；抑或認為董事會未為決議，仍

得由股東會決議現金股息紅利分派，不無疑義。 

二、本案經洽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2 月 2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104105 號函略以：「…

為劃分股東會及董事會職權，不使兩者權責混淆，公司法於第 202 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

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爰公開發行

公司若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以章程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分派現金股利，則分

派現金股利應屬董事會決議事項。…」據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章程既已依公司法第 240 條

第 5 項規定明定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分派現金股利，董事會即取得現金股息紅利分派

之專屬權，董事會如未決議現金股息紅利分派，則該年度即無現金股息紅利分派，股東會所

得決議者僅為第 240 條第 1 項之股票股息紅利分派。（108.3.12 經商字第 10800540160 號） 

【金管會證期局】 

 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基本資料表」、「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檢查表」、「發行普通公司債對外公 開銷售承銷商案件檢查表」、「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法律事項檢查表」及「募集 設立法律事項檢查表」。 

 【櫃檯買賣中心】 

 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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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並自即

日起實施。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公告本公司「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查詢作業要點」，自即日起施行，請 查照。 

 配合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交易市場價格欄位擴充案」及本公司 SMART 系統收檔作業一致性，本公

司增修相關電腦連線交易傳收檔格式，並於 108 年 7 月 29 日上線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惠辦。 

 公告本公司規劃之「未上市(櫃)、興櫃公司申請之名冊資料光碟改採電子化傳輸」服務作業，預計自



108 年 3 月 29 日起上線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市場要聞】 

 產創大減稅！稅損逾 200 億 保留盈餘稅幾乎免了  

 配息新制上路 留意融券回補 

 自 107 年度起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免繳納營所稅 

 申請 107 年度個人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將於 108 年 3 月 15 日截止 

 股利所得課稅新制，擇優報稅最有利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用調高為 17.1 萬元，今年 5 月申報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即可適用  

 公發公司財報 提防兩缺失  

 個人居住者股利所得課稅新制，108 年 5 月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適用！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 17.1 萬元，不用課稅 

 108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起扣標準為新臺幣 84,501 元！ 

 未分配盈餘營所稅 今年仍按舊制申報 

 溢繳租稅協定國所得稅款，不得扣抵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25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80306392 號 

附件：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法律事項檢查表-1080325(pdf)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檢查表-1080325(pdf)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1080325(pdf) 

發行普通公司債對外公開銷售承銷商案件檢查表-1080325(pdf) 

募集設立法律事項檢查表-1080325(pdf)  

主旨：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基本資料表」、「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檢查表」、「發行普通公司債對外公 開銷售承銷商案件檢查表」、「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法律事項檢查表」及「募集 設立法律事項檢查表」。 

說明：一、配合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及本會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七○三四一○七二號令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爰訂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

表」、「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檢查表」、「發行普通公司債對外公開銷售承銷商案件檢

查表」、「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法律事項檢查表」及「募集設立法律事項檢查表」。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金管證發字第一○四○○四四三五三號令，自

即日廢止。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903251710260.pdf&filedisplay=%E7%99%BC%E8%A1%8C%E4%BA%BA%E5%8B%9F%E9%9B%86%E8%88%87%E7%99%BC%E8%A1%8C%E6%9C%89%E5%83%B9%E8%AD%89%E5%88%B8%E6%B3%95%E5%BE%8B%E4%BA%8B%E9%A0%85%E6%AA%A2%E6%9F%A5%E8%A1%A8-1080325.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903251710261.pdf&filedisplay=%E7%99%BC%E8%A1%8C%E4%BA%BA%E5%8B%9F%E9%9B%86%E8%88%87%E7%99%BC%E8%A1%8C%E6%9C%89%E5%83%B9%E8%AD%89%E5%88%B8%E6%A1%88%E4%BB%B6%E6%AA%A2%E6%9F%A5%E8%A1%A8-1080325.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903251710262.pdf&filedisplay=%E7%99%BC%E8%A1%8C%E4%BA%BA%E5%8B%9F%E9%9B%86%E8%88%87%E7%99%BC%E8%A1%8C%E6%9C%89%E5%83%B9%E8%AD%89%E5%88%B8%E5%9F%BA%E6%9C%AC%E8%B3%87%E6%96%99%E8%A1%A8-1080325.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903251711110.pdf&filedisplay=%E7%99%BC%E8%A1%8C%E6%99%AE%E9%80%9A%E5%85%AC%E5%8F%B8%E5%82%B5%E5%B0%8D%E5%A4%96%E5%85%AC%E9%96%8B%E9%8A%B7%E5%94%AE%E6%89%BF%E9%8A%B7%E5%95%86%E6%A1%88%E4%BB%B6%E6%AA%A2%E6%9F%A5%E8%A1%A8-1080325.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903251711111.pdf&filedisplay=%E5%8B%9F%E9%9B%86%E8%A8%AD%E7%AB%8B%E6%B3%95%E5%BE%8B%E4%BA%8B%E9%A0%85%E6%AA%A2%E6%9F%A5%E8%A1%A8-1080325.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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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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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12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800528921 號 

附件：108005289211-1.doc  

主旨：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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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

件，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下稱處理程序)第 17

條規定，並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03577 號函同

意核備。 

公告事項： 

一、為配合近期主管機關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下稱取處準則)，

暨使上櫃公 司重大訊息相關規範更臻完備，爰修訂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次處理程序修正重點摘陳如下： 

(一)重大訊息申報事項之調整： 

１、上櫃有價證券經本中心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公告變更交易方法、停

止買賣、終止上櫃及其回復原狀等情事，暨上櫃公司遭依法執行搜索情事，係屬對證

券價格或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爰修訂第 4 條第 1 項第 1、19、40 款規

定。 

２、上櫃公司取得商業銀行發行三個月內到期之保本及保息理財商品，屬普遍性之一般理財

行為，為符重大訊息之重要性原則並避免資訊重覆申報，爰修訂第 4 條第 1 項第 20 款

第 1 目之 4，明訂上櫃公司豁免申報適用範圍。 

(二)放寬關係人交易適用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之規定： 

１、配合近期取處準則適用範圍之增訂，爰明訂上櫃公司關係人間之使用權資產交易應召開

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暨考量上櫃公司召開說明記者會之成本負擔及資訊揭露之效

益，爰放寬上櫃公司關係人間不動產交易適用說明記者會之重大性標準，修訂第 11 條

第 1 項第 8 款相關規定。 

２、考量經營營建業務之上櫃公司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分成、分售)等方式取

得不動產，係屬一般經常性之營業行為，增訂第 11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4 目規定，豁免

其適用說明記者會。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3/108005289211-1.doc


３、考量上櫃公司與其同一母公司之其他子公司間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或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使用權資產交易係屬集團公司業務之整體規劃，增訂第 11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5 目規

定，豁免其適用說明記者會。 

(三)其他調整：由於處理程序對上櫃公司規範之內容，第一上櫃公司皆須比照辦理，爰於第

2 條增列第 1 項，統一敘明本處理程序有關上櫃公司之規定於第一上櫃公司準用之，並

配合修改或刪除相關條文中有關第一上櫃公司適用之文字。另由於處理程序規範上櫃

公司之部分條文，同時亦規範第二上櫃公司，爰於增列之第 2 條第 1 項後段中敘明之，

並且配合刪除相關條文中有關第二上櫃適用之文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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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結稽字第 1080002805 號 

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主旨：公告本公司「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查詢作業要點」，自即日起施行，請 查照。 

說明：一、經濟部前依據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及 107 年 8 月 31 日經商字第 10702420340 號函指

定本公司建置及維運「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平臺」（以下稱本平臺），該平臺

查詢功能於 108 年 2 月 25 日開放使用。為協助洗錢防制法規範應執行確認客戶身分業

務之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以下稱使用單位），得透過本平臺查詢公

司之申報資料，以完善客戶盡職審查程序、強化洗錢防制作為，爰訂定「公司負責人

及主要股東資訊查詢作業要點」（以下稱本要點），本要點業經經濟部於 108 年 2 月

26 日以經商字第 10800537290 號函備查在案。 

二、本要點自即日起施行，相關收費標準及期程，將俟經濟部依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資料

申報及管理辦法第 13 條核定本公司收費基準及項目後再另行公告。 

三、本要點（附件 1）、要點條文說明（附件 2）、使用單位類別暨受理窗口一覽表（附

件 3），請至本公司網站查閱及下載，網址 http：//www.tdcc.com.tw（公告事項/函文公

告/函文類別/0101 法令規章修訂）。如有未盡事宜，請洽本公司各業務受理窗口。 

正本：證券商、兼營證券商、票券商、期貨商、證金公司、投信公司、投顧公司、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農業金庫、產險業、壽險業、再保險業、保經公會(非法人)、保經公會(法

人)、保代公會、信用合作社、租賃公司、第三方支付業、電子票證業、電子支付業、

第三方支付業、信用卡公司、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所屬公會或單位 

副本：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務部、內政部地政司、財政部

賦稅署、司法院民事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源資訊股份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1/attach/10800000181.pdf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1/attach/10800000182.pdf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1/attach/10800000183.pdf


有限公司、本公司各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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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結規字第 1080004983 號 

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主旨：配合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交易市場價格欄位擴充案」及本公司 SMART 系統收檔作業一致性，

本公司增修相關電腦連線交易傳收檔格式，並於 108 年 7 月 29 日上線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惠辦。 

說明：一、因應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交易市場價格欄位擴充案」(以下簡稱本案)之建置，本公司將增

修相關電腦功能，為期作業順暢，請 貴公司依所附檔案格式配合修改相關電腦系統。 

二、另為統一 SMART 系統收檔功能及作業方式一致性，本公司擬逐步廢除印表交易之收檔功

能，規劃時程如下: 

(一)自 108 年 7 月 29 日起取消「錯帳帳務調整資料查詢」(交易代號:615)及「興櫃綜合交易

帳戶資料查詢」(交易代號:C90)之收檔功能。 

(二)預計於 108 年底取消「權證發行基本資料查詢」(交易代號:249)、「認購（售）權證履約

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代號:287)及「綜合交易帳戶資料查詢」(交易代號:645)之收檔功能，

請參加人調整使用 249F、287F 及 645F 交易進行資料收檔。 

三、請 貴單位於收文後自行循內部處理程序轉知各分公司，或請各分公司至本公司網站自行

查詢下載。倘 貴公司具多重身分者(例如：證券商同時受託辦理股務、保管銀行等業務)，

請一併轉知其他相關單位。 

四、本案證券商及保管銀行之「證券商、保管銀行交易及表單調整一覽表」、交易畫面及檔案

格式詳附件 1，發行人及股務單位之「發行人、股務單位交易及表單調整一覽表」、交易

畫面及檔案格式詳附件 2，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及下載，網址 https://www.tdcc.com.tw（公

告事項/函文公告/函文類別/集中保管相關作業變更/簡化說明）。 

五、如有相關問題，請聯絡本公司: 

(一)證券商及保管銀行業務問題(業務部)：(02）27195805 分機 492、482、483。 

(二)發行人及股務單位業務問題(股務部)：(02)27195805 分機 567、145。 

(三)證券商及保管銀行電腦問題(資訊規劃部)：(02）27195805 分機 458、558。 

(四)發行人及股務單位電腦問題(金融資訊部)：(02）27195805 分機 538。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6/attach/10800000251.docx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6/attach/10800000252.doc


正本：各證券商總公司、各保管銀行、各發行人及股務單位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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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部、股務部、金融資訊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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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05266 號 

主旨：公告本公司規劃之「未上市(櫃)、興櫃公司申請之名冊資料光碟改採電子化傳輸」服務作業，

預計自 108 年 3 月 29 日起上線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為推動電子化服務及提昇作業效率，本公司爰規劃提供「未上市(櫃)、興櫃公司申請之名

冊資料光碟改採電子化傳輸」服務作業。 

二、旨揭作業將自本(108)年 3 月 29 日起正式實施，重點說明如下： 

(一)凡未上市(櫃)、興櫃公司有委託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者，其申請停止過戶證券所有人名冊及專

案名冊等資料，將由原燒錄光碟交付，改採電子化傳輸。 

(二)受委託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原已向本公司申請透過專用伺服器下載者，無須再申請相關設

定。 

(三)未上市(櫃)、興櫃公司因召開股東會、除權息等辦理停止過戶，應檢附相關文件來函向本公

司申請證券所有人名册資料外，專業股務代理機構需比照現行上市(櫃)、興櫃公司申請證券

所有人名冊資料之作業程序，於本公司發行作業平台輸入停止過戶起訖日期、原因等相關

作業內容，俾系統進行比對及產製名冊事宜。 

(四)本公司將依申請之停止過戶日或資料基準日，產製停止過戶證券所有人名冊或專案名冊等

資料，並以指定之憑證辦理加密後，存放本公司之專用伺服器下載專區。 

(五)各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可於停止過戶日或申請專案名冊之資料基準日次一營業日起 3 個營業

日內，透過與本公司連線之專用網路（集保網路 ADSL 或四合一整合網路），以指定憑證

自本公司專用伺服器下載名冊資料檔案，並依本公司解密程式解密後辦理後續事宜。 

三、上述作業如有未盡事宜，請洽詢本公司股務部，電話：（02）2719-5805 分機 118、257。 

正本：各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產創大減稅！稅損逾 200 億 保留盈餘稅幾乎免了【2019-03-06 聯合晚報 記者徐碧華、葉卉軒／台北

報導】 

    經濟部端出產創大減稅方案，企業實質投資可作為保留盈餘的減項。經濟部官員說，保留盈餘稅估一

年約課 250 億元，只要逾 5000 億元的 投資額，就可以抵掉所

有的保留盈餘稅，「我國投資一年好 幾兆元，這條款下，保

留盈餘稅可望全免了。」 

由於減稅利益大，財政部希望限縮減 稅年限，不願意給予十

年的減稅期，經財兩部會尚在拉鋸， 官員說，行政院會原預

定審查產創條例修正草案，確定延 期，明天未排審。經濟

部工業局副局長游振偉表示，產創條 例修正重點不在於減稅

利益的多少，而是在誘發國內產業發 展的效果，因此仍會朝

這個方向努力進行跨部會溝通。官員 補充，不能只看稅損部

分，企業增加投資會創造盈餘和就業，也會增加稅收。只是增加的稅收較難估計。官員表示，經過折

衝，財經兩部會對產創條例的修正已經達成多項共識，只剩較小的爭議尚待磨合。修正重點仍然在研

發和投資抵減的減稅上。首先，智慧機械和 5G 的設備投資抵減已先行，修正條文已送立法院審查。企

業可以二擇一，選擇在當年度支出金額的 5%抵減所得額，或者選擇在 3%支出金額內分三年度抵減。

將送行政院審查的產創條例修正案中，重點放在保留盈餘稅的抵減上。先前曾討論過的人才培育項目、

研發支出加碼抵減兩大項，已全數刪除。經濟部官員說：「因為保留盈餘稅的減稅利益遠大於前述兩項，

企業界也支持以保留盈餘稅抵減取代。」目前產創的研發抵減稅損一年約 100 多億元，而保留盈餘稅

的抵減稅損約 250 億元，減稅利益躍居首位。官員指出，企業未分配的保留盈餘依規定要加徵 5%稅率

的營所稅，產創新增企業的實質投資金額可作為保留盈餘的減項。簡單說，若企業保留盈餘是 200 億

元，當年度投資額是 500 億元，200 億元減去 500 億元是負值，無需課徵保留盈餘稅。 

 

 配息新制上路 留意融券回補【2019-03-06 經濟日報 記者盧宏奇／台北報導】 

一年多次配息新制上路後，融券放空投資人面臨強制回補問題，臺灣證券交易所表示，現行規定融券

投資人應在停止過戶第六個營業日前還券了結，以利授信機構編製過戶清冊，讓融資投資人行使股東

權益。證交所說明，現行信用交易制度中，投資人融資買進的股票，是作為證券商或證金公司的擔保

品，證券商或證金公司再以融資擔保品供融券投資人賣出。果遇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常會、配股配息

等須確立股東名簿時，現行規定融券投資人應於停止過戶第六個營業日前還券了結，以利授信機構編

製過戶清冊，讓融資投資人行使股東權益。證交所指出，過往融券強制回補，造成融券人的放空策略

較無法繼續執行，但該制度已經調整，自 105 年 5 月 1 日起簡化融券人轉為借券人（保有放空部位）

程序，得以融券擔保品抵充借券擔保品，以繼續執行其放空策略。公司法規定，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

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的議案，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且股東常會應於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因此投資人得以預期大約何時須融券回補，以分散回補時機，避免

產生所謂軋空情況；現行規定臨時股東會不須融券回補，主要為避免有心人士任意召開臨時股東會，

濫用強制回補機制。 

 

自 107 年度起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免繳納營所稅【2019-03-07 財政部中區國

稅局】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竹南稽徵所表示，107 年 2 月 7 日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獨資、合夥組織

107 年度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直接歸課獨資



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綜合所得稅。該所進一步說明，為簡化稅務行政作業，獨資、合夥組織於營

利事業階段取得之各類所得扣繳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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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其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中減除。該所提醒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如有上述之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記得在於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提出減除，以維護自身權益。如有疑義，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

務。新聞稿聯絡人:竹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陳玟聿聯絡電話:(037)460597 轉 107  

 

申請 107 年度個人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將於 108 年 3 月 15 日截止【2019-03-11 財政部臺

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欲申請 107 年度「個人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不提供本人全部扣

除額」及「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者，至遲應於 108 年 3 月 15 日前透過網路至財政部電

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tax.nat.gov.tw)線上申請，或書面向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

所提出申請。該局說明，各項目之申請人、申請方式及申請後限制查調情形詳附表。該局進一步說

明，為免除逐年申請之不便，民眾申請分開提供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國稅局於以後年度將主動分開

提供，無須再行逐年申請；另如於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已勾選夫妻分居，則 107 年度亦

將主動分開提供；此外，申請不提供本人扣除額或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以後年度亦不再提供，

無須再行申請。該局提醒，民眾申請「不提供本人扣除額或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者，則當年度結

算申報期間「無法查詢」其本人之扣除額或醫藥及生育費資料；納稅義務人本人與配偶申請分開提

供所得及扣除額資料者，申請人或其配偶於 5 月份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資料查調時，僅能

查調本人的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提供內容不包括配偶、未滿 20 歲子女、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姐妹的所

得及扣除額資料，如欲查調前揭親屬之資料者，須另行提示委任書及委任人、受任人雙方國民身分

證等相關證明文件。(聯絡人：審查二科劉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10)  

 

股利所得課稅新制，擇優報稅最有利【2019-03-1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股東獲配股利所得之課稅方式，納稅義務人可選

擇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並按股利之 8.5%計算可抵減稅額，抵減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可

抵減稅額以新臺幣(下同)8 萬元為限；或股利按 28%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並與其他類別所得計

算之應納稅額合併報繳，二種方式擇優適用。該局舉例說明如下： 

情況一、若張先生 107 年度薪資所得 60 萬元，股利所得 10 萬元，如選擇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稅，應納稅額為 6,100 元；如選擇股利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應納稅額 37,600 元，即選

擇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方式最有利。 

情況二、若李小姐薪資所得 600 萬元，股利所得 100 萬元，如選擇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應納稅額為 1,727,200 元；如選擇股利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應納稅額 1,687,200 元，即選擇

股利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方式最有利。 

提醒您!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稅額最多可達 10 種計算方式，建議今(108)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

採網路申報或稅額試算書表申報，讓報稅省時又便利。提供單位：三民分局 聯絡人：沈麗珠分局

長聯絡電話：(07)3870781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用調高為 17.1 萬元，今年 5 月申報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即可適用

【2019-03-1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https://tax.nat.gov.tw/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自 107 年度起每人基本生活費調增為新臺幣(下同)171,000 元，基本生活

費比較範圍則由原先一般扣除額、全部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金額，改為一般

扣除額、全部免稅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幼

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金額，於 108 年 5 月申報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即可適用。該局舉例說

明，一家 5 口（包含納稅者本人、配偶、2 名就讀國內大學之子女及 1 名直系尊親屬；納稅者本

人、配偶及直系尊親屬均未滿 70 歲）採標準扣除額，另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 萬元為例，其

基本生活費總額為 855,000 元(171,000 元*5 人)，扣除比較範圍合計數之金額 750,000 元[免稅額

440,000 元(88,000 元*5 人)+標準扣除額 240,000 元+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0,000 元+教育學費特別

扣除額 50,000 元(25,000 元*2 人）]，差額 105,000 元可自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保障納

稅者自身及受扶養親屬基本生活需求。提供單位：小港稽徵所  聯絡人：歐陽峯主任  聯絡電

話：(07)8123801 撰稿人:劉葳  聯絡電話：(07)8123746  分機 6051 

公發公司財報 提防兩缺失【2019-03-14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公開發行公司的財務報告，是投資人做為投資判斷及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KPMG 安侯建業審

計部執業會計師黃明宏指出，主管機關對審閱財報結果陸續發出缺失彙總表，常見缺失大致可

歸納為兩類，分別為「分類錯誤」及「未適當揭露」。黃明宏表示，常見之「分類錯誤」情形，

包括收入未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客戶合約之收入」規定認列。舉例來說，當企業作

為代理人代第三方收取之金額，必須以淨額認列收入，結果卻以總額認列。另一種常見缺失為

「未適當揭露」，例如，對「金融工具」未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揭露」

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規定適當揭露；或是未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關係

人揭露」之規定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資訊等。另外，有關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也是常見

缺失事項。  

 

個人居住者股利所得課稅新制，108 年 5 月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適用！【2019-03-21 財政部南

區國稅局】 

綜合所得稅股利所得新制已經在 107 年 1 月 1 日上路了！民眾在今年 5 月辦理 107 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股利所得可以採「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抵減稅額」及「單一稅率分開計稅」二種

方式計算後，選擇適用有利方式。 

南區國稅局恆春稽徵所表示，「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抵減稅額」為股利所得及其他各類所得合併

計算課稅，並按股利之 8.5%計算股利可抵減稅額，抵減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上限

為 8 萬元；而「單一稅率分開計稅」則為每戶股利所得按 28%稅率分開計算稅額，

並與其他各類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合併報繳。該所舉例說明(如附表)：該所提醒，

為因應股利所得課稅新制，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5 項訂有「虛增可抵減稅額」相關

罰則，請納稅義務人多加留意，以免因不諳法令未依規定正確申報，而遭受處罰。新聞稿聯絡人：

服務管理股 張股長  08-8892484 轉 200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 17.1 萬元，不用課稅【2019-03-25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修正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

納稅者申報家戶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之比較基礎，除原有免稅額、標準（或列舉）扣除額外，

納入「財產交易損失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以外」之特別扣除額項目(包括身心障礙、教育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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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前及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該局說明，納稅者辦理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 條規定不得課稅

之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即按財政部公告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乘以納稅者本人、

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上開比較基礎各項目合計數（免稅額

＋標準（或列舉）扣除額＋身心障礙扣除額＋教育學費扣除額＋幼兒學前扣除額＋儲蓄投資特別

扣除額）部分(即基本生活費差額)，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財政部並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公告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7.1 萬元，民眾於今（108）年 5 月申報所

得稅時適用。該局舉例，李君夫妻一家 5 口，家庭成員除夫妻外，尚有 1 名 7 歲及 1 名 5 歲以下

子女，1 名未滿 70 歲直系尊親屬，採標準扣除額，107 年度該申報戶基本生活費總額為 85.5 萬元

（17 萬 1 千元 x5 人），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 107 年個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8 萬 8 千元 x5

人，計 44 萬元）、標準扣除額（24 萬元）、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12 萬元）及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額（1 萬元)之合計數 81 萬元，差額 4 萬 5 千元部分，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聯絡人：審

查二科呂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50) 

 

108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起扣標準為新臺幣 84,501 元！ 【2019-03-2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表示，108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

準經財政部發布為新臺幣(下同)84,501 元，扣繳單位給付每月固定薪資扣繳方式如下：若薪資受領

人填寫免稅額申報表，扣繳義務人於每月給付薪資時得查表扣繳；未填表者，則按全月薪資扣繳

5%，惟應扣繳稅額未超過 2,000 元，得免予扣繳。另給付非固定薪資常見之三節獎金、年終獎金

部分，若每次給付金額未達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免予扣繳，超過 84,500 元者，即

按全數扣繳 5%，免併入全月薪資總額計算扣繳稅額。 如有溢扣稅款情事，扣繳義務人於繳納稅

款後，應將溢扣之稅款，退還納稅義務人，並得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96 條規定，向該管稽徵機關申

請退還或就同年度應扣繳稅款內留抵。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聯絡人：吳淑金分局長 聯絡電話：

(07)7404020 撰稿人：許楨敏 聯絡電話：(07)7404001 分機 5727 

 

未分配盈餘營所稅 今年仍按舊制申報【2019-03-28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2018 年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自 10%降至 5%；不過，由於 2018 年未分配盈餘要到

2020 年 5 月才申報，今年度報稅時，仍需以 10%計稅。官員解釋，由於未分配盈餘營所稅降低稅

率，自 2018 年起適用，因此必須要等到 2020 年報稅時，才能享受到減稅利益。 

 

溢繳租稅協定國所得稅款，不得扣抵【2019-03-27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目前我國已與 32 個國家簽署全面性所得稅協定，營利事業如取得與我國

簽署所得稅協定國家來源之所得，可向該等締約國申請依租稅協定免予課稅，或依租稅協定適用

較低稅率，但如未提出申請適用租稅協定減免優惠致溢繳稅款，不得在我國申報扣抵。該局說明，

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總機構在我國境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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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其全部營利

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惟扣抵之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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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營利事業取得與我國簽署所得稅協定國家來源的所得，亦應合併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適用國外已納稅額扣抵，但依所得稅協定規定屬於他方締約國免予課稅之

所得，或訂有上限稅率之所得，不得申報扣抵其因未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而溢繳之國外稅額。該

局舉例，印尼與我國已簽署所得稅協定，甲公司在印尼無固定營業場所，於 104 年度取得印尼公司給

付其佣金收入 1,500 萬元及扣繳稅款 300 萬元，依所得稅法第 124 條規定，應優先適用臺印租稅協定，

該佣金收入係甲公司於印尼提供服務、工作及活動相關之報酬，核屬臺印租稅協定第 7 條規範之營業

利潤，甲公司應向印尼主張適用該協定第 7 條規定免稅並申請退還其溢繳稅額 300 萬元，尚不得主張

扣抵該年度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該局呼籲，營利事業若有取自與我國簽署所得稅租稅協

定國家的所得，可以向營利事業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居住者證明，憑向他方締約國申請依租稅協

定免稅或適用較低的稅率，以維權益，若因未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致在所得來源國有溢繳稅款

情形，該溢繳稅款不得在我國申報扣抵。(聯絡人：法務一科許審核員；電話 2311-3711 分機 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