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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10-1018 

一、 公司、行號出售房地，房地合一稅 2.0申報課稅大不同。 

二、 車位小換大 須繳 6％契稅。 

三、 個人繳納保單資金來自境外收益，該收益應申報個人基本所得額。 

四、 營利事業列報境外稅額扣抵注意計算可扣抵限額。 

五、 民眾領取五倍券免納個人綜合所得稅，惟使用統一發票之店家接受兌換貨物或

勞務者，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六、 室內裝修設計業應於收取裝修款項時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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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行號出售房地，房地合一稅 2.0申報課稅大不同 

房地合一稅 2.0已在今(110)年 7月正式上路了!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

自今年 7月 1日起交易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

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屬公司組織營利事業，應於辦理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分開計算稅額，合併報繳；屬獨資或合夥組織營利事業，應

按個人規定辦理，於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 30日內申報及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 

 

    南區國稅局表示，今年 7月 1日起，營利事業交易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的房

屋、土地，應依 110年 4月 28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下稱修正後本法)第 24條之 5第 1

項至第 5項規定計算課徵所得稅，其房地交易所得，應分別按持有期間適用差別稅率

分開計算稅額，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合併報繳。但是，如為獨資或合

夥組織營利事業出售房屋、土地，鑑於獨資、合夥的房屋、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個人，

與具獨立法人格的營利事業得為所有權的登記主體有別，因此，修正後本法第 24條之

5第 6項規定，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

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修正後本法第 14條之 4至第 14條之 7規定課

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的所得額，也就是由房屋、土地登記所有

權的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按所有或持分共有部分，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

得，依個人課稅規定，於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 30日內申報及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 

 

該局整理境內公司及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修法前後課稅重點如下：

(如附表) 

南區國稅局特別提醒獨資、合夥組織的營利事業注意，於今年 7月 1日以後交易房地

的所得，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個人規定申報及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

以免因一時疏忽而遭受處罰，影響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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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顏科長 06-2298012 

更新日期：110-10-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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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位小換大 須繳 6％契稅 

2021-10-18 02:45 經濟日報 /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 

不動產交易須申報契稅，就連停車位也不例外，高雄市稅捐處指出，社區住戶間

互相交換原有停車位，若雙方車位大小不一致，以小換大的一方，須申報繳納 6%契稅。

稅捐處表示，依《契稅條例》第 2 條規定，因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

占有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的情形，都應申報繳納契稅，而停車位也是不動產所有權的

形式之一。 

若屬不同大樓車位交換或以小車位換大車位之情形，舉例而言，當兩個車位所有

權人，互換價值相等的車位權利時，稅捐處指出，應就其持分權利，以「交換」名義

申報繳納 2%契稅。 

但車位難免有大有小，稅捐處表示，若是以小車位換大車位，會讓其中一方的權

利持分增加，因此超過原持分的部分，還要申報繳納 6%買賣或贈與契稅。 

【2021/10/1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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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繳納保單資金來自境外收益，該收益應申報個人基本所得額 

南區國稅局表示，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個人取自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

港或澳門來源所得，係屬海外所得，每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達新臺幣 100 萬元者，

應全數計入個人的基本所得額，申報計算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繳納基本

稅額。 

該局日前查核某案件，發現納稅義務人甲君 106 至 109 年間陸續投保某保險公司利率

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計 10張，躉繳保費計 217萬美元，換算新臺幣約 6,665萬餘元，

經查證結果，甲君繳納的美元保費並非自其國內金融機構外幣存款帳戶轉帳支付，而

是甲君自境外某銀行匯出多筆款項存入保險公司帳戶，共計 217 萬美元，用以支付保

費。 

    經該局請甲君說明其繳納美元保費的資金來源及性質，甲君稱其投資香港某公

司，其自該公司歷年獲配的股利均未匯回國內，而係藉由購買外幣保單，並以美元繳

納保費方式，自香港直接匯出美元至保險公司帳戶繳納保費 217 萬美元；案經該局依

法核定甲君 106 年度至 109 年度海外營利所得計新臺幣 6,665 萬餘元，補徵所得基本

稅額計 885萬元並裁罰。 

    該局提醒民眾，個人如有海外所得，每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達新臺幣 100 萬元

者應全數計入基本所得額，依規定申報繳納基本稅額，以免因漏報遭補稅及處罰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科長 林憶萍 06-2298037 

更新日期：110-10-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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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利事業列報境外稅額扣抵注意計算可扣抵限額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應將境內及境外全部所得納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納稅，境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的所得稅，可自結算應納稅額中扣

抵，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境外可扣抵稅額除了有扣抵限額規定外，因未適

用所得稅協定而溢繳之國外稅額，不得申報扣抵。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營利事業總機構在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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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中華民國境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的所得稅，得自其全部營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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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率計算增加的結算應納稅額。另外，依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 36條第 2項規定，

依所得稅協定規定屬於他方締約國免予課稅的所得，或訂有上限稅率的所得，不得申

報扣抵其因未適用所得稅協定而溢繳之國外稅額。 

該局特別整理營利事業申報境外所得額計算可扣抵限額時，必須要注意下列事項： 

1.境外所得額，係指取得國外收入減除其所提供之相關成本費用後的所得額，而非逕

按國外收入全數作為國外所得。 

2.可扣抵境外稅額，係指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的所得稅，營利事業應提出該國

稅務機關發給的同一年度納稅憑證，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依國內適

用稅率計算增加的結算應納稅額。 

3.境外所得如係依租稅協定屬於他方締約國免予課稅的所得或訂有上限稅率的所得，

因未適用租稅協定而溢繳的國外稅額，不得申報扣抵。 

    國稅局舉例說明，甲公司於 109 年度取得泰國權利金收入 900 萬元，境外扣繳稅

額 135萬元，甲公司因取得該筆收入的相關成本費用 300萬元，境外所得 600萬元（900

萬元－300萬元）。甲公司列報 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全部所得 1,400萬元（國

內所得 800 萬元＋境外所得 600 萬元），因加計該境外所得而增加的結算應納稅額為

120萬元（全部所得 1,400萬元×稅率 20%－國內所得 800萬元×稅率 20%），但依我國

與泰國簽屬的「駐泰國臺北經濟貿易辦事處與駐臺北泰國貿易辦事處間避免所得稅雙

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權利金的上限稅率 10%，稅額為 90萬元（900萬元×10%），

因此，甲公司境外所得可扣抵稅額僅能列報 90萬元，其溢繳的境外稅額 45萬元（135

萬元－90 萬元）可向所轄國稅局申請居住者證明，並檢具泰國稅務機關規定的申請文

件，依租稅協定向泰國稅務機關申請退還稅額。 

該局再次提醒總機構在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計算境外所得可扣抵稅額時，應先將境

外取得收入減除相關成本及費用計算出境外所得，再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境外可扣抵

稅額的限額，並留意有無租稅協定減免所得稅之適用，以維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顏科長 06-2298012 

更新日期：110-10-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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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眾領取五倍券免納個人綜合所得稅，惟使用統一發票之店家接受兌換貨物

或勞務者，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表示，振興五倍券（通稱五倍券），是 110 年 5 月爆

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本土疫情，造成經濟停滯與產業衰弱，政府為了振興經濟與刺

激買氣適時推出的對應政策，於今年 10月 8日開始領取使用，期能造成復甦與重振的

效果。 

    該分局說明，政府考量後疫情時代經濟狀況複雜，振興五倍券由全民直接領取價

值 5 千元紙本振興券，或以信用卡、電子票證或電子支付等方式方消費滿 5 千元，領

取 5千元（即數位振興券），該 5千元屬政府贈與，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7款

規定，免納所得稅。 

    該分局為落實愛心辦稅，特別呼籲營業人收取五倍券兌換貨物或勞務屬營業收

入，若營業人為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因五倍券應視同現金禮券，依統一發票使用辦

法第 14條規定，應由營業人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取五倍券時，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該分局特別提醒民眾，如以振興五倍券兌換貨物或勞務，雖然未支付現金，仍請記得

索取統一發票，因為只要發票合計欄載有交易金額，仍然可以對領獎喔！ 

如對上述說明有任何問題，請利用該分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分局將

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連絡人：苗栗分局 銷售稅課 黃麗紋 

連絡電話：037-320063分機 316 

更新日期：110-10-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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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室內裝修設計業應於收取裝修款項時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表示，營業人承攬個人房屋設計、裝修工程等，依營

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屬包作業，應依工程合約所載每期應收價款時開立統

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該分局進一步指出，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房地合一稅制，個人出售屬房地合

一稅課稅範圍之土地及房屋，應依其房地交易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之餘額

為所得額報繳應納稅額。是其支付房屋裝潢、修繕工程等費用，須取得並妥善保留相

關單據（如裝修之工程估價單、付款明細、統一發票等）以便於日後提供稽徵機關核

實認定。邇來經常發現，個人申報房地合一稅案件，主張扣除之室內設計或裝修等成

本費用，因承攬之營業人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遭國稅局補徵應納營業

稅額，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稅捐稽徵法等規定，擇一從重處罰。 

該分局特別提醒，從事承攬房屋修繕、裝潢工程之營業人請儘速檢視，如因一時

疏忽漏開發票，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自

動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補報補繳並加計利息所漏稅款者，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

定，免予處罰。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臺中分局銷售稅課 黃志傑 

聯絡電話：04-22588181轉 342 

更新日期：110-10-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