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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省 稅 務 研究 會
編 號 ： 102034 【 102/09/18 開 始 傳 送 】

2014 年 稅務行 事 曆手 冊、 102 年 度同 業 利潤 標準 及
公 司 行號 營業 項 目暨 稅務 行 業標 準分 類 代碼 表預 購
【＊ 重 要 通 知 請 先 參 閱 ＊】

開放預購

2014 年稅務行事曆手冊(102/11/30 交書)
102 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同業利潤標準(103/3/31 交書)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代碼表(102/11/30 交書)

2014 年稅務行事曆手冊
1.本書特色
本書特色：
本書特色：除基本年曆日誌外，尚包括常用稅務資料濃縮成一冊方便攜帶與查詢。
2.重新整編
重新整編：
重新整編：由本會編輯委員會團隊及幹事重新整編，以貼近稅務工作者使用習慣。
3.贈送客戶
贈送客戶：
贈送客戶：訂購滿 20 本可於封面加燙事務所名稱、電話、傳真、地址等資料，贈送客戶最佳
(須自行負擔 500 元燙金製版費)。
4.封面預覽
封面預覽：
封面預覽：尺寸:21
尺寸:21×
:21×14.5 公分

5.常用稅務資料目錄

＊臺灣及大陸國定假日＆節日ㄧ覽表
＊2013-2015 年曆總表
＊2014 年度計劃表
＊會計人員年度工作預計表
＊稅務工作行事曆(1-12 月)
＊國稅課徵對象與範圍/開徵截止日期及受理單位一覽表
＊地方稅課徵對象與範圍
＊月計劃表
＊周計劃表(一周一頁格式，含實用農民曆)

綜合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申報方式與時間/綜合所得稅計算公式
＊所得稅法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課稅方式
＊綜合所得稅免稅額申報條件限制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額、免稅額
＊薪津所得額免稅暨免申報金額速算表/綜合所得稅速算公式
＊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
＊個人基本稅額計算/納入基本稅額所得項目說明/保險給付範圍
＊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證明文件之財產交易所
得標準
＊房屋及土地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
＊申報綜合所得稅之財產租賃收入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
＊私人辦理補習班托兒所幼稚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要費用標
準
＊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方式與時間/獨資、合夥事業及公司營利事業
所得稅差異一覽表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營利事業部分

＊納入營利事業基本稅額所得項目/不必申報繳納最低稅負之營利事
業
＊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有列支限額之項目標準計算表
＊營利事業借款利率最高標準及員工薪資通常水準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書/國內出差申請單
＊各項費用或損失報備事項之稅法規定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計入/減除項目及時點
＊押金或保證金之設算
＊遞耗資產耗竭率表/汽車運輸業輪胎及燃料油耗用通常最低標準
＊各類所得扣繳率表
＊薪資扣繳稅額表
＊扶養親屬表
＊擴大書審純益率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營業稅
＊營業稅申報與繳納
＊營業稅稅率/計算基礎/進項稅額可否扣抵/適用對象/應納稅額計算/
進項扣抵情況
＊營業稅不可扣抵之情況/營業稅銷售貨物認定標準
＊營業稅銷售勞務認定標準/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
＊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
遺產及贈與稅
＊課稅遺產及應納稅額計算表
＊遺產稅免稅額、扣除額金額簡表
＊遺產稅速算公式表/贈與總額及贈與稅應納稅額計算表
＊贈與稅免稅額、扣除額項目及金額簡表/贈與稅速算公式表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地方稅
＊房屋稅稅率/房屋稅減免標準
＊娛樂稅法定稅率表/各縣市娛樂稅徵收率表
＊印花稅課稅憑證範圍/印花稅稅率或稅額及納稅義務人
＊地價稅率一般用地稅率/地價稅率特別用地稅率
＊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

＊一般用地稅率/速算表
＊自用住宅用地適用 10％優惠稅率申請
＊土地增值稅申請享受減免稅
＊其他減、免稅及不課徵土地/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申請
＊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比較
＊契稅稅率及納稅義務人/契稅減免適用條件及應檢附資料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特種貨物及勞物稅課稅範圍、條件、稅率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不動產排除課稅情形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納稅義務人及課稅時點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稅捐稽徵法
＊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其他資料
＊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
＊二代健保制度/勞、健保勞退級距表
＊公務機關通訊錄
＊臺北市、高雄市國稅局暨各分局稽徵所通訊錄
＊北區、中區、南區國稅局暨各分局稽徵所通訊錄
＊臺北市、高雄市地方稅務局通訊錄
＊臺灣省各地地方稅務局地址電話一覽表
＊營業稅管區分機表
＊勞健保局各辦事處通訊錄
＊郵遞區號一覽表
＊大陸主要城市電話區域號碼表
＊中外度量衡換算表
＊急用電話與叫車電話
＊高鐵乘車指南
＊通訊頁
＊個人資料頁

102 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同業利潤標準
1.包含以下內容：
a.含增修訂業別
含增修訂業別：
增修訂業別一覽表
含增修訂業別：102 年度同業利潤增
b.含三個比率
含三個比率：
擴大書審純益率、所得額
所得額標準、同業利潤
同業利潤標準。
含三個比率：含擴大
擴大
所得額
同業利潤
c.解釋函令
解釋函令：
解釋函令：與行業代號、所得額標準、同業利潤、擴大書審相關解釋函令。
d.附錄
附錄：
部頒標準如下：
附錄：各項部頒標準
部頒標準

＊102 年度營利事業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102 年度機徵機關核算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102 年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102 年私人辦理補習班托兒所幼稚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102 年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102 年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證明文件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
＊102 年財產租賃必要耗損及費用標準
＊102 年房屋及土地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
＊103 年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
＊103 年營利事業借款利率最高標準及員工薪資通常水準
＊103 年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殘障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

2.稅務會計人員必備之工具書。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暨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代碼表
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代碼表
1.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
1.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截至 102 年 3 月 19 日為止之資料。
日為止之資料。
a.受理公司登記之服務機關
b.修訂項目一覽表

c.8.0 版重要修訂結果摘要
d.總體架構示意圖
e.營業項目限專業經營、限公司組織型態經營或須標明專業名稱一覽表
f.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

*農、林、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燃氣業
*營造及工程業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文化、運動、休閒及其他服務業
*其他未分類業

2.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財政部 101 年 8 月 1 日第七次修訂。
日第七次修訂。
a.編輯說明

*農、林、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營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住宿及餐飲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金融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教育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預購方案說明】
1.訂購
訂購價
訂購價：書籍預購價格一覽表
加燙事務所資料
項目

訂價
燙金基本數量

燙金版費（全部）

20 本

500 元

2014 年稅務行事曆手冊

125 元

102 年度同業利潤標準

100 元

預購期間 8 折，每本 80 元。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暨稅務行業
標準分類代碼表

250 元

預購期間 65 折再尾折，每本 160 元。

2.訂購期限
訂購期限：
訂購期限：至 102 年 10 月 8 日止，並以完成繳費程序為準。
3.訂購付款方式
訂購付款方式：
訂購付款方式
(1)匯款－銀行名稱：合作金庫銀行台中分行 戶名：台灣省稅務研究會
帳號：0220-765-550858，請將匯款單據、購書單一併傳真至本會辦理報名。
(2)郵政劃撥－如以劃撥方式，請將劃撥單據、購書單一併傳真至本會辦理。
帳號：20983566；戶名：台灣省稅務研究會。
(3)郵寄即期支票－請以掛號郵寄即期支票或至本會繳費。
(4)完成繳費同時，請一併填妥購書單傳真或郵寄至本會。
4.預計交書日期
預計交書日期：
預計交書日期
(1)2014 年稅務行事曆手冊：102 年 11 月 30 日。
(2)102 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同業利潤標準：103 年 3 月 31 日。
(3)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102 年 11 月 30 日。

臺灣省稅務研究會 新書發行預購單
新書發行預購單
＊預購期間：即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8 日止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電話：

郵寄住址：

傳真：

E - m a i l：

手機：

統一編號：

發票開立

□二聯式

□三聯式

發票抬頭：
二、訂購書籍

書名

訂購項目

小計

（基本數量：20 本）

500 元＋125 元×
125元×
□不燙金
125 元×
□102 年同業利潤標準
80 元×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代碼表
160 元×

本
＝
本
本＝
本＝
本＝

□燙金

□2014 年稅務行
□依照去年版本(無需500元製版費)
事曆手冊

元
元
元
元
0元

□親至本會現場領書者免運費及處理費

110 元

□運費及處理費：
總計：

元

三、封面燙金格式：訂購到達
20 本要燙金事務所基本資料者請加填下表
封面燙金格式

請填名稱

事務所

請填人名

(是否需加註”贈閱”□是

□否)

電話：
傳真：
地址：
◎請於填妥此書籍預購單後郵寄或傳真至本會 FAX:04FAX:04-22312300，並請來電確認 TEL:04TEL:04-22338990◎
22338990◎

t 編輯委員會

敬上

本會電話:04-22338990 FAX:04-22312300
地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 629 號 10 樓之 1(B 棟) 秘書處 e-mail：tit0801@ms16.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