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日期 2020.08.31 

【即時公司法解釋】 

公司法第 172 條 

●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列舉並說明第 185 條第 1 項各款事項主要內容於召集事由疑義。 

  按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前段規定，第 185 條第 1 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爰不得僅在召集事記載「處分重大資產」，應至

少載明處分資產內容，惟具體個案如有爭議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經濟部 109 年 8

月 19 日經商字第 1090006803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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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

股票審查準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本公司中英文版「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開放投資人註冊使用，詳如說明，請 查照。 

【市場要聞】 

 私人間買賣有價證券應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計算繳納證券交易稅  

 子女婚嫁贈與不計入贈與總額課稅  

 遺產稅申報未成年子女扣除額如何計算？  

 如何以繼承之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抵繳遺產稅 

 父母每年贈與子女財產未超過 220 萬元，得免辦理贈與稅申報 

 符合一定條件的遺產稅案件，民眾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或稽徵所辦理申報 

 個人出售符合房地合一稅制因繼承或受贈取得之不動產，可減除成本為繼承或受贈時房地現值

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受扶養親屬於年度中死亡，其免稅額得全額計算扣除  

 未將 108 年度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併同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納稅義務人，請儘速自動補報 

並補繳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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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委託帳戶買賣境外股票如有海外所得，應申報及繳納基本稅額 

 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亦未於稽徵機關核定前補申報者，不得申請變更

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繼承人繼承獨資組織之存貨及固定資產不課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17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900619432 號 

 附件： 109006194322-1.docx 

1090061943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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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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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上櫃處理程序)

第 17 條及「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下稱興櫃審查準則）第 50 條，

並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7月 30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3478551號函同意核備。 

公告事項：一、為使重大訊息相關規範更臻周全，爰修正旨揭上櫃處理程序及興櫃審查準則

部分條文。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一)~(七)係上櫃處理程序之修正，其中(一)~(四)另

含興櫃審查準則之修正： 

(一)上櫃及興櫃公司財務報告內容，係屬攸關投資人之重要資訊，為使資訊完

整公開，爰修正上櫃處理程序第 4 條第 1 項第 31 款，以及興櫃審查準則第

34 條第 1 項第 43 款文字，規範上櫃及興櫃公司財務報告提報董事會或經

董事會決議後應發布重大訊息，俾投資人知悉相關重要財務資訊。至於屬

其未上市（櫃）或未登錄興櫃之重要子公司、屬投資控股公司或金融控股

公司之子公司，或屬其未上市（櫃）或未登錄興櫃之母公司，考量其財務

報告資訊對上櫃(及興櫃)公司股東權益較不具重大性，故予以排除此款重

大訊息之適用 

 (二)現行本中心對上櫃及興櫃公司董事會決議減資者，已規定須辦理重大訊  

息說明記者會向外界說明，至於其未上市（櫃）或未登錄興櫃之重要子

公司， 或屬投資控股公司或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決議減資，目前僅規

定須發布重大訊息週知市場，故排除要求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另

考量公司之未上市（櫃）或未登錄興櫃之母公司辦理減資，已須依規發

布重大訊息下，其對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東權益影響性不大，應比照排

除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之適用，爰修訂上櫃處理程序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但書（二），以及興櫃審查準則第 35 條第 1 項第 6 款但書（三）相關

文字，以資明確。 

(三)目前針對上櫃及興櫃公司違反上櫃處理程序以及興櫃審查準則相關規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8/109006194322-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8/109006194322-2.doc


定者，依違反情節之輕重，採發函予公司改善、課處違約金等措施，為

將現行監理實務條文化，期使規定更臻明確完備，爰於上櫃處理程序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以及興櫃審查準則第 4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47 條之 1 第 1 項，增訂本中心得函請公司改善之處置措施。 

(四)為求規章文字一致性，爰就上櫃處理程序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0

款、第 24 款，及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以及興櫃審查準則第 3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7 款、第 18 款，及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配合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8 條之 2 第 5

項已修正移列為第 7 項，爰修正上櫃處理程序第 4 條第 1 項第 51 款援引

款次。（興櫃審查準則無此規定，故無需修正） 

(六)現行上櫃處理程序第 9 條第 1 項已訂本中心發現上櫃公司有應發布而未

發布之重大訊息，得通知上櫃公司補正之。實務上倘上櫃公司發布重大

訊息之內容不夠完備，因恐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判斷，亦會通知上櫃

公司補正，為使實務監理措施更臻明確，爰參考興櫃審查準則相關條文，

增訂上櫃處理程序第 9 條第 1 項文字，其他並酌作文字調整。（興櫃審

查準則已有此規定，故無需修正） 

(七)為求公司辦理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申報書名稱與規章條文規定一致及

完整，爰酌修上櫃處理程序第 12 條第 1 項文字。（興櫃審查準則條文已

與記者會申報書名稱一致，故無需修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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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17391 號 

附件: 附件 1 

主旨：本公司中英文版「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開放投資人註冊使用，詳如說明，請 查

照。 

說明： 一、為促進責任投資，本公司「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以下稱本平台)已完成功能

強化，為擴大服務對象，爰自即日起免費開放投資人使用。 

二、本平台相關功能包含共通服務、責任投資(ESG)服務及盡職治理服務等，重點說明

如下： 

(一)共通服務: 

1.法說會及活動：預告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司法說會資訊及本公司舉辦之活動。 

2.活動回顧：本平台舉辦之活動相關影片與文件。 

https://web.tdcc.com.tw/boWeb/06/attach/10900000751.pdf


3.研究洞察：提供 ESG 相關研究機構文件供使用者下載。 

4.ESG 資訊：瀏覽多元 ESG 評分(包含 FTSE Russell、ISS 及 Sustainalytics 等 3 研究機構)。 

(二)責任投資(ESG)服務： 

1.臺灣市場概況：臺灣公司之 ESG 評分分布概況。 

2.ESG 投資組合：臺灣公司之 ESG 總分、議題評分、產品涉入及爭議事件涉入狀況，供

使用者進行比較分析。 

3.公司 ESG 評分：呈現多元評分(包含 FTSE Russell、ISS、MSCI 及 Sustainalytics 等 4 研究

機構)，並顯示歷史趨勢、同業比較等相關資訊。 

(三)盡職治理服務：可瀏覽自身「公司治理投資量表」，俾為評量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績

效之參考。為方便機構投資人綜合查詢，爰於本平台及電子投票平台同步提供本項服

務。 

三、為提供貴公司使用以上服務， 貴公司須於本公司電子投票平台建置使用者帳號，操

作說明請至本公司網站查閱及下載，網址 https://www.tdcc.com.tw(參加人專區/權益證

券/函文公告/函文類別/集中保管相關作業變更/簡化說明)。 

四、基於本公司與各 ESG 研究機構間之授權限制，本公司僅授權 貴公司使用者「瀏覽」

相關 ESG 資訊，並僅供使用者個人參考之用，不允許以其他形式利用資訊，使用者

並應遵守本平台服務條款。 

五、本平台可於本公司「股東 e 票通」電子投票平台連結使用，網址

https://www.stockvote.com.tw(點選 IR 平台)，或直接連結網址

https://irplatform.tdcc.com.tw。若有未盡事宜，請洽本公司股務部，電話(02)2719-5805

分機 478、291 或(02)2514-1188。 

正本：簽署盡職治理守則之電子投票機構投資人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私人間買賣有價證券應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計算繳納證券交易稅【2020-08-03 財政部北區國稅

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近來接獲民眾電話詢問，私人間買賣股票在填寫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

稅額繳款書時，「每股成交價格」欄位應依「股票面額」或以「每股淨值」填寫？該局說明，

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 條規定，證券交易稅係向出賣有價證券人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依規定稅

率課徵，故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之「每股成交價格」，是以雙方議定的實際成交價

格填寫。該局進一步說明，買賣雙方若按股票面額或每股淨值繳納證券交易稅，倘股票實際成

交價格高於股票面額或每股淨值，即有短徵證券交易稅情事，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9 條之 1 規

定，代徵人(即買方)代徵稅額有短徵、漏徵情形者，除應賠繳稅款外，另會處以 1 倍至 10 倍之

罰鍰，在填寫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時，務必注意。如對相關規定有疑問者，可撥打



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就近向各地區國稅局洽詢。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李股長聯絡電

話：(03)3396789 轉 1471 

     

 子女婚嫁贈與不計入贈與總額課稅【2020-08-03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父母於子女婚嫁時贈與

財物金額在 100 萬元以下不計入贈與總額課稅。該局補充說明，父母在子女結婚前後 6 個月期間

內贈與財物，始得適用子女婚嫁贈與之規定。如有任何疑義，請撥打該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將有專人為您服務。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郭股長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46  

 

遺產稅申報未成年子女扣除額如何計算？【2020-08-0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接獲民眾李小姐來電詢問，其配偶近日因意外往生，遺有 1 位未成年子

女，未成年子女扣除額應如何計算？該局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繼

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40 萬元。其有未滿 20 歲者，並得按其年齡

距屆滿 20 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40 萬元。但親等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數

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又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規定：「…所稱距屆滿

20 歲之年數，不滿 1 年或餘數不滿 1 年者，以 1 年計算。」，另因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指數累

計上漲達 10%以上，應按上漲程度調整，依財政部公告 109 年發生之案件，該項扣除額為 50 萬元。

舉例說明，該未成年子女今年 10 歲，可扣除金額為 50 萬元，再加上距離 20 歲尚有 10 年，每年

可加扣除 50 萬元，10 年計可多加扣除 500 萬元，所以該未成年子女可適用扣除額合計 550 萬元。

提供單位：三民分局  聯絡人：沈麗珠分局長  聯絡電話：(07)3228119 撰稿人:許淑芬聯絡電話：

(07)3228838 分機 6722 

 

如何以繼承之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抵繳遺產稅【2020-08-1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遺產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且現金繳納確有困難時，納稅義務

人可於繳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遺產中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來抵繳遺產稅

款。該局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6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就現金不

足繳納部分，可申請以被繼承人所遺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抵繳遺產稅，倘該股票申請抵繳日之

收盤價較死亡日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檔股票核定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

算之應納稅額為限；該股票抵繳之單價，以核課遺產稅之價值(即死亡日之收盤價)計算之。該

局舉例說明，被繼承人甲君遺產稅經核定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為 8,000 萬元，應納稅額為 500

萬元，因甲君未遺留現金或存款，繼承人申請以甲君所遺 A 上巿公司股票 40,000 股【核定遺產

價值 400 萬元(40,000 股×死亡日每股收盤價 100 元)】抵繳稅款，其得抵繳限額將視申請抵繳日

及死亡日之收盤價高低而定： 

一、倘申請抵繳日之收盤價為每股 120 元(高於甲君死亡日之收盤價 100 元)，可申請以遺產中

該檔股票 40,000 股之核定遺產價值抵繳本稅 400 萬元。 

二、倘申請抵繳日收盤價為每股 90 元(低於甲君死亡日之收盤價 100 元)，A 公司股票得抵繳遺

產稅的上限稅額則為 25 萬元【本稅 500 萬元×(A 公司股票核定遺產價值 400 萬元／全部

遺產課徵標的物價值 8,000 萬元)】，並以死亡日收盤價換算，可申請抵繳股數為 2,500 股

(抵繳稅額 25 萬元／死亡日每股單價 100 元)。 



該局呼籲，申請實物抵繳時，如無法取得全體繼承人同意，可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7

項規定，由繼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繼承人之應繼分合計逾 2/3 之同意，

於繳納期限前提出申請，以免逾期致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影響自身權益。（聯絡人：徵收

科李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2006）  

  

 父母每年贈與子女財產未超過 220 萬元，得免辦理贈與稅申報【2020-08-19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贈與人每年得自贈與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220 萬元，因此父母贈與子女財

產，同一年度(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內贈與總金額不超過 220 萬元，免課徵贈與稅，贈與

人可免辦理贈與稅申報。該局說明，贈與總額係指贈與人同一年度內贈與他人之總金額，並非受

贈人之受贈金額，免稅額亦為贈與人同一個年度內得自贈與總額減除的金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24 條規定，贈與人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 日內辦理贈與稅申報。該局舉例說明，

某甲自今(109)年 1 月起，每個月 15 日贈與兩個女兒各 10 萬元，前 11 個月的贈與總額合計 220

萬元可免辦理贈與稅申報，但截至 12 月 15 日時，兩個女兒當年度之受贈金額雖僅各 120 萬元，

但某甲之贈與總額已達 240 萬元，依前揭規定，某甲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 日內

〔即最遲於明(110)年 1 月 14 日前〕辦理贈與稅申報，並就贈與總額超過 220 萬元部分課徵贈與

稅。該局提醒，如因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之需要（例如贈與股票或不動產），雖贈與金額未達免稅

額 220 萬元之課稅門檻，仍應辦理申報，取得稽徵機關核發之贈與稅免稅證明書，始可辦理贈與

財產移轉登記。（聯絡人：審查二科康審核員；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95）  

 

符合一定條件的遺產稅案件，民眾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或稽徵所辦理申報【2020-08-20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依據財政部發布之「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自 108 年 12 月

1 日起，只要符合一定條件的遺產稅案件，不受被繼承人死亡時戶籍所在地限制，納稅義務人

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或稽徵所臨櫃辦理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遺產稅案件可跨局申報的適用條件如下： 

1、遺產總額在新臺幣（下同）2,500 萬元以下。 

2、未列報不計入遺產總額財產（汽、機車除外）。 

3、申辦時相關證明文件齊全。 

4、財產種類範圍： 

（1）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所有之土地及房屋，且非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之 1 視為農業用地。 

（2）列報現金及存款之金額，與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平均利息所得，按郵政

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換算存款短差 500 萬元以下；但優惠存款則按優惠存款利率換

算短差金額。 

（3）上市、上櫃及興櫃之有價證券。 

（4）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有限公司出資額之個別投資面額不超過 500

萬元。 

（5）汽（機）車。 

（6）已申報贈與稅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 

5、扣除額項目： 



（1）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之扣除額。 

（2）身心障礙扣除額。 

（3）農地農用扣除額。 

（4）債權人為金融機構，且未償債務合計 500 萬元以下。 

（5）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罰金合計 500 萬元以下。 

（6）喪葬費。 

（7）土地使用分區載明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或載明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機關用地、上

下水道用地、警所用地、防空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且每筆土地公告現值 500 萬元以下。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局將竭誠服務。新

聞稿聯絡人：大屯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梁峰裕聯絡電話：（04）24852934 轉 115  

 

個人出售符合房地合一稅制因繼承或受贈取得之不動產，可減除成本為繼承或受贈時房地現 

值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2020-08-2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係規定個人出售適用房地合一制之房

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方式，其中出售之房地如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則以交易

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下稱房地現值)按政府發

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

額。因此，個人如因繼承或受贈取得之房地於出售時可減除之取得成本與一般買賣取得者

不同，請民眾特別留意。該局舉案例說明，甲君於 106 年間出售其於 105 年由父親贈與之

房地，因未依限申報個人房地交易所得稅被查獲，該局乃依查得資料，以甲君受贈該房地

時之房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核認其可減除成本為 920,000

元。甲君不服，提示其父親於 100 年購入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主張該房地原始取得成

本為4,600,000元，而非受贈時之房地現值920,000元，故應核認之系爭可減除成本為4,600,000

元。嗣經復查及訴願決定以，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已明定，繼承或受贈取得之房

地，於出售時可減除成本係以受贈時之房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

值計算，核認本件可減除成本為 920,000 元，即未認採甲君主張，乃予駁回而告確定。該局

進一步說明，個人因繼承或受贈取得之房地係屬無償取得財產，其成本原應為零，惟考量

其於繼承或受贈時，該房地已按時價(即房地現值)計算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嗣出售該房屋

或土地於計算財產交易損益時，乃准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時價金額，避免該已課徵遺產或

贈與稅之價值重複課徵所得稅。故所得稅法已明定此類房地交易所得有關可減除成本計算

方式，請民眾留意，以免短漏報所得遭補稅處罰。該局提醒，民眾如果想要瞭解更多相關

資訊，可至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網站(網址 https://www.ntbsa.gov.tw)，於首頁點選「綜合所得稅

報稅專區」項下「房地合一專區」，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

人為您詳細解說。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 阮股長 06-2298076  

 

受扶養親屬於年度中死亡，其免稅額得全額計算扣除【2020-08-26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納稅義務人張小姐詢問，以往年度都是由她列報扶養父親，但 108 年 6 月父親往生了，今

年申報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我還可以列報為扶養親屬嗎？免稅額如何計算？財政部南

區國稅局表示，個人於所得年度中死亡，如遺有配偶或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得列為受扶養親

屬，可由其配偶或扶養人合併報繳綜合所得稅，其免稅額之減除，得按全額計算扣除。因

此，張小姐今年申報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仍得將父親列為受扶養親屬，其免稅額可以

https://www.ntbsa.gov.tw/


全額扣除。該局特別提醒民眾，受扶養親屬於所得年度中死亡，納稅義務人仍得申報為受

扶養親屬，並以全額扣除免稅額，但次一所得年度，即不能列報為受扶養親屬，一旦列報，

恐涉及虛報免稅額，除補徵綜合所得稅外，並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1 項處以罰鍰。如有

上述情形，請盡速向稽徵機關更正申報並補繳稅款，以免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後，除補稅外

仍須受罰。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李股長 06-2298136 

 

未將 108 年度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併同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納稅義務人，請儘速自動

補報並補繳稅額【2020-08-26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近來接獲民眾以電話詢問其在大陸地區工作取得之薪資收入，應

否併入所得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辦理結算申報?在大陸地區已繳納稅款可否扣抵應納稅額及

如何計算?該局說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取得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

稅額，得提示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大陸地區完納所

得稅證明文件，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惟得扣抵稅額不得超過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

依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8 年度有大陸地區來源

之薪資所得 90 萬元，已取具前揭大陸地區完納所得稅證明，按繳納稅款換算新臺幣之金額

為 D，經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辦理結算申報，其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為

Ａ，不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為Ｂ，差額 C=(Ａ－Ｂ)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依

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應與大陸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額 D 相較，以 C 與

D 兩者較低之金額，申報為大陸地區已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該局進一步指出，稽徵機關

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提供納稅義務人以憑證(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

冊的健保卡、已註冊內政部 TAIWAN FidO 臺灣行動身分識別或其他經財政部同意的電子憑

證)上網查詢課稅年度之所得資料範圍，並不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納稅義務人及其合併

申報之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如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自行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辦理所

得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之可扣抵稅額計算，請參考前揭

釋例辦理。北區國稅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本人及合併申報之配偶暨受扶養親屬如有 108

年度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漏未申報，或誤以扣除大陸地區扣除額後之所得淨額申報，請儘速

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補報並加計利息補繳所漏稅

款，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調查之案件，一律免予處罰。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

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就近向所轄國稅局分局、稽徵所及服務處洽詢。新聞稿聯絡人:

審查二科邱股長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36 

 

 複委託帳戶買賣境外股票如有海外所得，應申報及繳納基本稅額【2020-08-26 財政部北區

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同一申報戶之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若有應計入基本所

得額之所得金額達 670 萬元以上者，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申報及繳納基本稅額，

民眾如於證券公司開立複委託帳戶買賣境外股票獲取海外財產交易所得，核屬個人基本所

得額中海外所得之課稅範圍，若漏未申報，除依法補徵稅款外，還會依同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處以罰鍰。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5 年度已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繳納應納

稅額 30 萬元，惟未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列報配偶於國內 A 證券

公司開立複委託帳戶買賣境外股票之海外財產交易所得 1,100 萬元，經該局查獲，核定基本



所得額 1,400 萬元及基本稅額 146 萬元〔（1,400 萬元－670 萬元）×20%〕，就基本稅額 146

萬元扣除一般所得稅額 30 萬元後之差額，核定補徵綜合所得稅 116 萬元，並按所漏稅額裁

處罰鍰。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不知透過國內證券公司所購買之複委託股票屬於海外所

得，故未將所得併入申報。經該局查得 A 證券公司確有寄發「個人各類信託海外所得及大

陸地區來源所得資料明細通知單」予甲君配偶作為申報之參考，該通知單下方亦附註說明

「依現行稅法規定，受託人（銀行）免填發海外所得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憑單，此二類所

得亦非屬稽徵機關提供查詢之所得資料範圍……海外所得則需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相

關規定，達 100 萬元以上者計入基本所得額申報。」甲君配偶當年度獲取海外財產交易所

得，核屬個人基本所得額中海外所得之核課範圍，案經該局復查駁回確定。該局特別提醒，

除海外所得外（同一申報戶合計數未達 100 萬元免予計入），另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

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 3,330 萬元以下部分，免予

計入）、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減除之非現金

捐贈金額，均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納稅義務人如於稽徵機關查獲前發現申報資料有誤，

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辦理補報及加計利息補繳所漏稅款，即可免受處罰。

如有相關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就近向所轄國稅局分局、稽徵所及服務

處洽詢。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 呂股長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681  

 

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亦未於稽徵機關核定前補申報者，不得申

請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2020-08-27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發現許多民眾有所得合計已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

扣除額之合計數，惟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核定補稅後，不

得申請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定，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同法第 71 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

核定應納稅額者，即不適用有關列舉扣除額之規定。該局舉例說明，納稅義務人甲君及其

配偶 107 年度有營利、薪資、及其他所得合計 120 萬餘元，已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

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惟甲君及其配偶均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該局乃依查得資料

歸課綜合所得稅，並按標準扣除額核定其一般扣除額為 240,000 元。甲君申請復查，主張

應採列舉扣除額方式核定，請准予認列購屋借款利息 300,000 元云云。經該局以甲君未辦

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如欲採列舉扣除額方式者，亦應在稽徵機關核定前辦理補申報，

始可適用。本件既經該局核定在案，甲君自不得再行申請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乃

維持原核定。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欲採列舉扣除額方式減除者，應在稽徵機關核定前辦

理補申報，始可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聯絡人：法務二科  劉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931） 

 

繼承人繼承獨資組織之存貨及固定資產不課稅【2020-08-27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高雄林先生來電詢問：因家中長輩過世，遺有一家使用統一發票之獨資商號，繼承人想繼續經

營，該繼承的存貨及固定資產，是否要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獨

資組織營業人之負責人死亡，由其繼承人繼續經營，申請變更負責人為繼承人或一併變更商號

名稱時，其繼承人繼承餘存之存貨及固定資產，非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

第 2 款規定應視為銷售貨物之範圍，可免課徵營業稅。該局進一步說明，營業人若非上述情形，

係單純獨資組織之營利事業轉讓或變更負責人時，原負責人將存貨及固定資產移轉與新組織或



新負責人者，應視為銷售貨物，開立統一發票收取營業稅款並依法報繳。至於受讓人取得該項

發票所支付之進項稅額，可依法扣抵銷項稅額。洽詢專線(07)3228838 轉分機 6789。提供單位：

三民分局聯絡人：沈麗珠分局長聯絡電話：(07)3228119 撰稿人:劉秋蘭聯絡電話：(07)3228838 分

機 6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