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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重點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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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雅絜

執業會計師

黃彥賓

會計師

本期新頒解釋函令將就，受疫情影響而符合一定條件者得申請免辦理109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暫繳；被繼承人出售繼承之房地，該房地所擔保之未償債務餘額可自交易所得

減除之條件；依貨物稅條例相關規定取得退還減徵之貨物稅稅額，為購買之成本或費

用之減少，非屬所得性質；及「關稅法」第18條規定有關海關發現進口貨物歸列之稅

則號別不適當，擬予變更時之辦理原則加以分析說明。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經濟部函釋修正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並自辦理108年度(亦可

延至109年度)年度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起適用；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計

算所得額之常見錯誤；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落日將屆，尚未完成轉換使用電子發票營

業人請加緊腳步；本(109)年７月１日起年全國同步實施單一窗口查詢金融遺產便民措

施；我國與捷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自110年1月1日實施；接獲行政執

行命令之第三人若未依執行命令作為，財產可能成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等6 則。敬請參

閱。

因本所月刊之重新規劃及安排，本月刊原名「稅務新知暨爭議預防與解決」自本期起

更名為「稅務新知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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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試算暫繳須符合一定條件始可適用，且國內企業有

因疫情(COVID-19)影響營運及產生資金壓力之情形，故

財政部依據所得稅法第69條之規定發布本釋令，明定符

合一定條件之營利事業，得申請免辦暫繳申報，以有效

紓解企業繳納稅款之資金調度壓力。

符合一定條件者得申請免辦理
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

02  新頒解釋函令

財政部109年7月31日台財稅字第10904595840號令

August 2020

一. 營利事業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

響，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施行期間(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內，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所得稅法第69條第6款規

定免辦理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

(一)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

定之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施。

(二) 其他因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

如自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其平均營業額

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前1年同期平均營業

額減少達15%)。

二. 符合前點規定之營利事業，應於所得稅法第67條第

1項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內，檢

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提出申

請。但其於辦理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依本部

109年3月19日台財稅字第10904533690號令申請並

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

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稅額者，或已

依本部109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904556490號令

申請並經核准退還營業稅溢付稅額者，得適用前點

規定，免再提出申請。

依據所得稅法第67條之規定，營利事業應於每年9月1日

起至9月30日止，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所稅應納稅額

之二分之一計算暫繳稅額，惟若為公司組織，會計帳冊

簿據完備，採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

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當年度前六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

為基礎，採試算暫繳方式申報。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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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出售繼承取得房地之
交易所得課徵相關規定

財政部109年7月15日台財稅字第10904601200號令

August 202003  新頒解釋函令

個人繼承取得房屋、土地時，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

該房屋、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餘

額者，應整體衡量其繼承取得房屋、土地之經濟實質，

該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部

分，核屬其因繼承取得該房屋、土地所生之額外負擔。

嗣個人交易該房屋、土地，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

類第2款規定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或依同法第14條

之4第1項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時，該債務餘額

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計數，且確

由該個人實際負擔償還部分，得自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

中減除。

個人出售因繼承取得之房地，不論房地合一課稅新制或

舊制，於計算房地交易所得時，其取得成本皆以繼承時

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計算，並可減除因取得、改良及移

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其屬適用新制者另可減

除土地漲價總數額。然對於繼承人併同房地繼承之被繼

承人所遺貸款餘額，過去並無得自交易所得中減除之規

定，致增加納稅者之實質負擔，爰此，本令依據實質課

稅及量能課稅原則明釋，被繼承人以該繼承房地所擔保

之未償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地現值合計數者，若確由

繼承人實際負擔償還之部分，得自房地交易所得中減

除，以減輕納稅者之經濟負擔。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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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貨物稅條例」規定取得退還
減徵貨物稅之所得稅相關規定

財政部109年7月9日台財稅字第10904597360號令

August 202004  新頒解釋函令

一. 個人、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下稱機關團體)購買符合貨物稅條例第11條之

1、第12條之5或第12條之6規定之貨物，依上開規

定取得退還減徵之貨物稅稅額，屬購買該貨物成本

或費用之減少，非屬所得性質。

二. 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買受人申請退還前點規定減徵

之貨物稅稅額，應列為該固定資產成本或當年度費

用之減項。其於購買次年度始申請退還減徵之貨物

稅稅額者，該退稅款應於申請時列為該資產未折減

餘額之減項，依所得稅法第52條規定計算折舊；該

貨物以費用列帳者，列為申請年度之其他收入。

三. 給付單位依貨物稅條例第11條之1、第12條之5或第

12條之6規定退還減徵之貨物稅稅額，無須依所得

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填

發免扣繳憑單。

四. 購買符合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或第12條之6規定車

輛新車，並以靠行方式登記為車行所有者，該靠行

車依規定申請退還減徵之貨物稅稅額，應由車行依

第2點規定認列。

五. 修正本部105年7月21日台財稅字第10500573890號

函，刪除說明三規定。

現行貨物稅條例訂有購買符合條件之節能電器、報廢或

出口中古汽機車換購新車、報廢老舊大型車換購新大型

車等退還減徵貨物稅之規定。而個人、營利事業或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取得上述退還減徵

之貨物稅稅額時，過去之規定係認定屬政府補助之其他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所得性質，應由扣繳義務人對法人列單申報；然探究此

退稅款之經濟實質，應屬購買該貨物成本或費用之減少

性質，而非屬所得，爰頒布此解釋令予以釐正其性質之

歸屬，並規定無需再由扣繳義務人列單申報及填發免扣

繳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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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貨物歸列之稅則號別不適當
海關擬予變更之辦理原則

財政部109年7月6日台財關字第1091015146號令

August 202005  新頒解釋函令

一. 海關發現進口貨物歸列之稅則號別不適當，擬予變

更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涉及具反覆適用性質之通案歸列稅則變更，基於

平等原則，對全體納稅義務人均有適用者，不論

係因已作成之稅則疑問解答見解不適當、已作成

之稅則預先審核見解不適當或參考世界關務組織

(WCO)對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註解之增

修及其他有關文件而作成之變更等情形，應依行

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及第160條第2項規

定，以部令發布，並登載於行政院公報，自發布

日(或指定之將來一定期日)生效。但稅則號別變

更影響簽審規定適用時，應先會商貿易主管機關

意見後，再踐行變更稅則號別程序。

(二) 不涉及通案歸列稅則變更者，海關得逕依職權就

個案改列進口貨物稅則號別，納稅義務人如有不

服，得依關稅法第45條至第47條規定提起行政

救濟。

二. 廢止本部75年4月19日台財關第7505338號及77年3

月23日台財關第770027306號函。

本釋令重新統整有關進口貨物之稅則號別歸列不適當

者，經海關發現擬予變更之處理方式。如屬具反覆適用

性質之通案歸列稅則變更，應報部核定並登載於行政院

公報後始予改列，改列前無補、退稅問題，以期程序周

延並符合法律安定性，應可有效避免稅務爭訟之產生；

至於如未涉及通案歸列稅則變更者，則屬個案性質，海

關仍得逕依職權改列，納稅義務人如有不服，可提起行

政救濟，以維護自身權益。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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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第237條規定提列
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

109年7月3日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August 202007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依公司法第237條規定提

列法定盈餘公積時，可按「本期稅後淨利」或「實際分

派數」為提列基礎。營利事業如係以「本期稅後淨利」

為提列基礎者，自辦理108年度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

起，應變更以「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

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作為基礎，但可延至

109年度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開始適用。

該局說明，因應會計準則變革，營利事業之財務報導期

間開始日於105年1月1日以後者，應一律編製「綜合損

益表」，該表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

益」兩部分，而「其他綜合損益」中，其屬後續可能重

分類至損益之項目，並非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之範圍，

俟計入「本期稅後淨利」再轉入保留盈餘，始為當年度

可供分配之盈餘；其屬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如確定

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等)，嗣後直接轉入保留盈餘，則

屬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之範圍。是經濟部以109年1月9

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以下簡稱經濟部109年函

釋)修正法定盈餘公積如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

者，可自108年度起變更為以「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

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作為

基礎。營利事業依前開規定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依所

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第3款規定，得於辦理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申報時，作為減除項目。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108年度綜合損益表之本期綜合

損益總額100萬元，包含本期稅後淨利70萬元及其他綜

合損益30萬元(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確定福利計畫之

再衡量數10萬元及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國外

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20萬元)，於109年6

月股東會承認財務報表並決議108年度盈餘分配議案

時，倘該公司依原提列基礎按本期稅後淨利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提列金額為7萬元【=70萬元×10%】；倘選擇

當年度適用經濟部109年函釋規定，則可提列法定盈餘

公積為8萬元【=(70萬元+10萬元)×10%】，於110年5

月辦理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時，得列為減除項目。

營利事業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編製之綜合損益表，包

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他綜合損益」兩部分，「其

他綜合損益」部分項目可直接轉列「保留盈餘」而屬當

年度可供分配之盈餘，爰此107年修正之所得稅第66之

９條文，有關「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五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其「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修正為本期稅後淨利加

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

經濟部於考量提列法定公積以充實資本之立法精神並參

酌國內會計準則變革及所得稅法第66條之９之修正，於

本年度以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釋示，提列法定盈餘

公積時，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者，自辦理

108年度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起，應以「本期稅後淨利

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

額」作為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亦可延至109年度

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開始適用。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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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計算所得額注意3大錯誤

109年7月8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August 202008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

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

備等業務，如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可依所得稅法第

25條第1項規定，經財政部核准後，經營國際運輸業務

的外國公司，以在我國境內營業收入的10%計算所得

額，其餘3類業務，則以15%計算所得額，繳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

該局表示，因跨國交易頻繁，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

經營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

器設備之情形逐年增長，該局每年受理此類申請案件約

3百多件，但常發現下列錯誤情形：

申請人資格不符合

– 屬於執行業務者或其事務所。

– 屬大陸地區法人、事業、機構或團體。

交易性質不適用

– 屬各種權利、秘密方法、專門知識、客戶資料等無

形資產供他人使用。

– 屬集團管理服務之一般行政事務管理。

– 屬人力派遣性質。

合約變更後未重新申請核准

– 合約內容變更後之業務範圍大於原核准內容。

– 合約或核准適用期限屆滿後展期。

該局特別提醒，依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計算所得

額僅限4種經營型態之業務，且申請人及內容性質上也

有些限制，外國營利事業申請前可參考「外國營利事業

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計算所得額案件審

查原則」及該局網頁所提供之相關法令、雙語化申請書

表、申請流程等進行查詢。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外國營利事業如有自我國境內取得服務報酬之情事者，

於向稅局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時，應注意以上稅局

所提醒之限制，倘因屬大陸地區法人身分而不符合申請

人資格，或因屬提供一般行政事務管理及人力派遣服務

而不符合交易性質者，雖無法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之規

定，但仍有其他申請扣繳減免之途徑，例如可依據所得

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下稱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第2項規定，提示相關帳簿、文據

或其委託會計師之查核簽證報告，申請減除相關之成本

及費用，核實計算所得額；或依同認定原則第1５點之

１之規定申請核定淨利率及利潤貢獻度。以上各種節稅

方式之適用條件、申請時程、應提示文件皆有所差異，

跨國企業可評估選擇最佳方案，適時借助專業人士之協

助以發揮最大稅負節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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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將於
109年12月31日落日

109年7月21日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August 202009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為落實節能減碳及推動電子發

票政策，財政部已於108年5月24日修正發布「統一發

票使用辦法」，規定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自110年1月1

日停止使用。

該局說明，鑑於使用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人

已具有相當程度之資訊能力，如能轉換使用電子發票，

應屬簡便，並可兼顧節能環保愛地球之社會責任目標，

故自106年1月1日起，已不再核准營業人新申請以電子

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至原已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者，原需於108年12月31日前之緩衝期導入電子發票或

轉換使用其他種類統一發票，並由國稅局積極輔導。嗣

財政部考量營業人尚需時日規劃資訊系統整合作業，在

108年5月修正前開辦法時，再予延長1年緩衝時間，使

原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營業人可繼續使用至109年12月

31日為止。

該局呼籲，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落日將屆，有意轉換使

用電子發票而尚未完成之營業人請加緊腳步，如在導入

電子發票之申請及電子發票傳輸軟體(Turnkey)安裝過

程有疑義、或在處理轉換過程遭遇困難，可向所屬國稅

局分局、稽徵所或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之技術

客服人員洽詢(技術客服專線：02-89782365)，以期順

利轉換。

財政部致力於推動電子發票，於105年增修統一發票使

用辦法，自106年1月1日起停止核准新的營業人以電子

計算機開立發票，而原已核准開立電子計算機發票之營

業人停止使用電子計算機發票之時點，因考量導入電子

發票需時日規劃資訊、帳務軟體系統開發及整合作業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時程，而將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停止適用時點幾度延

後。依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之規定，自110年1月1日停

止電子計算機開立發票，因此仍使用電子計算機發票之

營業人，宜盡速評估是否轉換為使用電子發票或其他種

類統一發票，並規劃相關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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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國稅局提供一站式
查詢金融遺產服務

109年7月13日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August 202010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提供民眾更便捷查詢過世親

人金融遺產服務，自109年7月1日起，遺產稅之納稅義

務人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或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

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國稅局受理後將申請資料通報

各金融遺產資料查詢單位(下稱查詢單位)，由該等單位

直接將查詢結果回復申請人，以利其辦理遺產稅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過去民眾為查詢過世親人的金融遺

產，須就不同金融遺產類別，分別向不同查詢單位付費

查詢，耗時費力。自109年7月1日起，全國同步實施單

一窗口查詢金融遺產便民措施，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除

可就近至國稅局全功能櫃檯查詢被繼承人財產、所得資

料外，也可同時查詢被繼承人死亡時之金融遺產，只要

填寫1份申請書並視需求勾選相關查詢機構，即可在國

稅局「一站式」完成申請。本項服務內容如下：

– 查詢金融遺產種類：存款、基金、上市(櫃)及興櫃有

價證券、短期票券、人身保險、期貨、保管箱及金

融機構貸款及信用卡債務等。

– 申請人資格：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包括繼承人、遺囑

執行人、遺產管理人)。

– 應檢附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被繼承人死亡

證明文件、與被繼承人關係證明文件。委託他人申

請時，另檢附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委任書或授權

書正本。

該局補充說明，此項便民措施不僅省去逐一向金融機構

查詢之不便，且第一次申請查詢可免收手續費，省時又

省錢，民眾如有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需要，可以多加

利用。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財政部為提供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單一窗口查詢被繼承人

金融遺產資料之便民服務，並統一稽徵機關辦理作業程

序，訂有「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單一窗口受理跨局查詢

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作業要點」，此便民措施可省去

逐一向金融機構查詢之不便，惟需注意，經由上述查詢

而取得之金融遺產資料，僅係供遺產申報之參考，若有

未依規定申報而有短報或漏報遺產總額之情事者，除有

依規定得免罰者之事由外，稽徵機關仍可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相關法令進行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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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捷克之租稅協定
自110年1月1日實施

109年7月8日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August 202011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表示，我國與捷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

稅協定(以下簡稱臺捷所得稅協定)於106年12月12日簽

署，嗣經雙方完成預定自110年1月1日實施之相互通

知，於109年5月12日生效，為我國第33個生效之全面

性所得稅協定(與歐洲國家第16個、與歐盟會員國第13

個)。該協定可減低跨境貿易投資障礙，為雙方經貿投

資往來、產業合作及技術交流提供更優質租稅環境。

臺捷所得稅協定共29條，主要由所得來源國(例如捷克)

就他方締約國(例如我國)居住者(含人民及企業)取得之

各類所得提供合宜之減免稅措施，以消除重複課稅，並

提供爭議解決機制，預防或排除跨境課稅相關問題。主

要內容如下：

適用範圍
適用對象 居住者：符合我國或捷克各自稅法規定之居住者，包括個人及企業。

適用稅目 所得稅。

主要減免

稅措施

營業利潤

我國或捷克企業於對方國從事營業未構成「常設機構（以下簡稱PE）」，其「營

業利潤」免稅。PE包括：

–固定PE：例如管理處、分支機構、辦事處等。

–工程PE：工程存續期間超過12個月。

–服務PE：提供服務期間於任何12個月期間合計超過9個月。

–代理人PE：代表一國企業之人，有權代表該企業在對方國簽訂契約，並經常行

使該權力。

但在對方國設立之固定營業場所(例如發貨倉庫)僅從事該企業貨物之儲存、展示

或運送、專為該企業採購貨物、商品或蒐集資訊等具有準備或輔助性質活動者，

不視為PE。

投資所得

– 股利：上限稅率10%。

– 利息：上限稅率10%；特定利息免稅。

– 權利金：使用或有權使用工業、商業或科學設備所給付之報酬，上限稅率

5%；使用或有權使用無形資產所給付之報酬及其他情況10%。

財產交易所得 股份轉讓收益於來源地國原則免稅。

爭議解決 相互協議

我國或捷克居住者遇有：

– 適用本協定爭議。

– 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需求。

– 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機制，以減少關係企業交易事後查核風險及增加稅負確

定性。

得於一定期間內向其居住地主管機關申請相互協議，解決或預防跨境課稅案件相

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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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02012 我國與捷克之租稅協定自110年1月1日實施

財政部說明，捷克為歐盟會員國，位處歐洲核心地帶，

地理位置優越，且基礎建設完善優良。依據經濟部截至

109年5月底之統計，捷克為臺灣在歐洲第7大投資國(次

於荷蘭、英國、盧森堡、德國、義大利及奧地利)，指

標性資訊製造產業在當地設廠投資，為我商布局歐洲市

場重要據點。臺捷所得稅協定生效後，有助減輕臺商於

捷克所得稅負(詳附表我國與捷克所得稅協定生效前後

課稅規定比較表)，倘符合該協定相關規定，臺灣公司

投資捷克公司取得股利，於捷克稅負由35%減輕至

10%；臺灣公司出租工業或科學設備予捷克公司取得租

金收入，於捷克稅負由35%減輕至5%；臺灣公司提供

捷克公司技術服務之收入，如該臺灣公司未於捷克設立

固定營業場所，且其於任何12個月派員提供捷克公司技

術服務不超過9個月者，於捷克稅負由35%減輕為零。

另臺捷所得稅協定係平等互惠適用於雙方居住者，因此

捷商在我國從事類似營運模式，亦可在我國享受類似減

免稅利益，提升捷商以我國為基地進入亞洲市場之意

願，雙方深具經貿投資合作潛力。

我國與捷克鄰近國家波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及斯

洛伐克所得稅協定皆已生效，臺捷所得稅協定生效，我

國於歐洲中部協定網絡已趨完整，有利於臺商布局歐洲

市場享有合理稅負，解決或預防其從事跨境活動面臨重

複課稅爭議問題，排除租稅對其從事跨境經濟活動決策

之干擾，使企業發展及布局回歸經濟資源分配及市場機

制考量。未來財政部將持續本平等互惠原則，推動與經

貿投資往來密切國家、有意願之新南向政策目標及印太

地區國家洽簽所得稅協定，提供臺商全球投資布局更完

善之租稅權益保障。

臺捷租稅協定相較於其他國家之租稅協定，對於常設機

構(下稱PE)之認定略有不同，有關工程PE部分，在他國

租稅協定中，大多以工程存續期間超過6個月為要件，

然在臺捷租稅協定中放寬為12個月；至於服務PE部

分，他國租稅協定大多指服務期間於任何12個月期間超

過183天而言，而臺捷租稅協定則放寬為超過9個月。

另有關租賃所得之認定，亦有所不同，在他國租稅協定

中，常歸類為營業利潤，有機會可申請適用免稅；然於

臺捷租稅協定中則歸類於權利金類別，應適用上限稅率

5%，故我國居住者於適用此協定時應注意以上之差

異，以將節稅效益最大化。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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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02013 我國與捷克之租稅協定自110年1月1日實施

附表：我國與捷克所得稅協定生效前後課稅規定比較表

所得類別

協定生效前

協定生效後我國居住者

個人及企業取得

捷克來源所得

捷克居住者

個人及企業取得

我國來源所得

營業利潤

– 在捷克有常設機構，就歸

屬該常設機構利潤依稅率

19%申報納稅。

– 特定服務收入(例如商業、

技術、諮詢、管理等服務)

按總額扣繳35%。

– 在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

營業代理人者，依所得淨 額

申報納稅，稅率20%。

–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

營業代理人者，一般按所得總

額扣繳20%。

– 一國企業僅就經由位於對方國常

設機構從事營業之利潤課稅，因

此，下列營業利潤免納對方國所

得稅：

• 在對方國無固定營業場所。

• 在對方國從事建築工地、營建

、裝配或安裝工程或相關監督

活動持續不超過12個月。

• 在對方國提供服務於任何12個

月期間合計不超過9個月。

• 在對方國無人經常代理其簽訂

契約者。

• 在對方國專為儲存、展示或運

送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而

使用設備等，或為採購貨物或

商品、蒐集資訊或其他準備或

輔助性質活動所設置之固定營

業場所。

– 非屬上述免稅範圍之營業利潤，

在我國按「所得淨額」依20%稅

率課徵所得稅；在捷克按所得淨

額依19%稅率課徵所得稅。

股利 扣繳完稅，稅率：35%。 扣繳完稅，稅率：21%。 上限稅率：10%。

利息 扣繳完稅，稅率：35%。

符合所得稅法等規定特定利息免

稅，其餘利息扣繳完稅。一般稅

率為20%，但短期票券、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債券或附條

件交易等之利息為15%。

– 上限稅率10%。

– 符合協定約定特定利息免稅。

權利金

扣繳完稅，稅率：35%

（出租機器設備非屬權利金，

亦按收入額扣繳35%完稅）

– 符合所得稅法等規定特定權利

金免稅，其餘權利金按20%扣

繳完稅。

– 出租機器設備非屬權利金，得

申請財政部核准按3%扣繳。

– 出租機器設備屬權利金，上限稅

率5%。

– 其他權利金，上限稅率10%。

證券交易

所得
按一般規定申報納稅。

– 自105年1月1日起，個人證券

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

– 營利事業之證券交易所得計入

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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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行政執行分署執行命令勿
置之不理 以免財產遭強制執行

109年7月21日財政部台北區國稅局

August 202014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欠稅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

權，得為執行的標的，該第三人接獲行政執行分署執行

命令時，切勿置之不理，否則執行分署得因稅捐稽徵機

關之聲請，逕向該第三人強制執行。

該局說明，欠稅人對於第三人有金錢債權時，行政執行

分署得向該第三人核發執行命令，禁止欠稅人收取或為

其他處分，並禁止該第三人向欠稅人清償。該第三人如

不承認欠稅人之債權存在，或數額不正確或其他對抗請

求等之事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規定，應於收受執

行命令後10日內，向執行分署提出書狀聲明異議。若該

第三人未於上開法定期間內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命令

將金錢支付債權人(即稅捐稽徵機關)時，該執行命令即

對該第三人具有執行力，執行分署得因債權人之聲請，

逕對其為強制執行。

該局舉例說明，納稅義務人甲君因未依法申報贈與稅，

經該局核定補徵稅款並合法送達繳款書，嗣後甲君未依

限繳納，遭該局移送強制執行，經行政執行分署寄發傳

繳通知書，甲君仍未繳納。嗣查得甲君在A公司任職，

並持續領取薪資所得，行政執行分署遂向A公司核發扣

押甲君薪資所得之執行命令，惟A公司並未向行政執行

分署聲明異議，亦未依行政執行分署命令將扣押之薪資

所得交予該局或行政執行分署，該局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條第2項規定，向行政執行分署聲請對A公司財產強

制執行。

接獲行政執行機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行政執行

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命令之第三人，除有強制執行

法第119條所定之得聲明異議事由，並於法定期間內向

行政執行分署提出書狀外，切勿延遲或不依執行命令作

為，以免財產因債權人(如稅捐稽徵機關)之聲請而成為

強制執行之標的。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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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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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8月1日 8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8月1日 8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二季(4—6月)營業稅 營業稅

8月1日 8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8月1日 8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8月1日 8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8月1日 8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8月1日 8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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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9月1日 9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9月1日 9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9月1日 9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9月1日 9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9月1日 9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9月1日 9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9月1日 9月30日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

9月22日止 地價稅減免、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申請截止日 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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