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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稅 務 新 聞

稅 務 新 聞 快 覽
1. 工程雖未取得驗收證明，惟已交付使用，仍應列報完工
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承攬工程，其完工日期之認定係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應以承造工程實際完成交由委建人受領之日期為準，如無法查考
實際完成日期，其屬承造建築物工程，應以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其屬承造非
建築物之工程者，應以委建人驗收日期為準。
該局說明，轄區內甲工程公司承攬乙公司之辦公室建築物工程，並追加「燈具工程」及「裝
修工程」，該建築物工程於 101 年度完工並交付乙公司，惟甲公司僅認列建築物工程收入，
追加「燈具工程」及「水電工程」仍帳列在建工程，經該局查獲除補稅外並按所漏稅額處
以罰鍰。甲公司不服主張，「燈具工程」及「裝修工程」為非建築物，101 年度尚未取得
驗收證明，應以委建人出具驗收日期 102 年度為準；惟該 2 項工程委建人（乙公司）已於
101 年度帳列資產，並提列折舊，顯示該追加工程於 101 年度已交付委建人受領使用中，
委建人雖於 102 年度始出具驗收證明，仍應依規定以實際完成交由委建人受領之日期 101
年度認列收入，本案經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駁回確定。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承攬工程，應注意工程實際完工日期之相關規定，並依實際完工
日期申報收入，以免影響損益之計算，造成漏報而遭補稅處罰。
(聯絡人：法務一科 蔡稽核 06-229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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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心障礙者購買醫療用輔具支出，可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額
報稅季節又將來到，對於申報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的醫藥費扣除額，有一重要訊息報
您知，財政部於今（105)年 2 月有核釋身心障礙者輔具支出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額相關規
定，凡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因身心障礙購買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
規定之醫療輔具及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 2 條所列「身體、生理與生化試驗設備
及材料」、「身體、肌力及平衡訓練輔具」及「具預防壓瘡輔具」3 項輔具，該支出可依
所得稅法規定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額。
南區國稅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因身心障礙購買上開醫療輔具，
若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核准者，可檢附主管機關函復之審核結果及統
一發票或收據影本，就超過補助部分之輔具支出，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另外，若主管機
關未予補助或納稅義務人未申請補助者，則應檢附醫師出具之診斷證明及統一發票或收據
正本，核實列舉扣除。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詢問，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聯絡人：綜合規劃科 許審核員 電話：(06)2223111-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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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逾期二年無法收回之債權，列報呆帳損失應取具合法之催收證明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 條規定，營利事業應收帳款、應收
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中，有逾期二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視為實際發生呆
帳損失，應於發生當年度沖抵備抵呆帳，不足沖抵數額，再列報當年度呆帳損失，而債權
逾期二年之計算，係自該項債權原到期應行償還之次日起算；債務人於上述到期日以後償
還部分債款者，亦同。
該局於查核某公司 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列報呆帳損失 842 萬元，係因一
筆 100 年的帳款無法收取，且未提列備抵呆帳，故列報呆帳損失 842 萬餘元，經瞭解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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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雖已逾期二年，但該公司始終未能提示郵政機關已送達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
證明，乃依稅法規定，予以剔除並補稅 143 萬餘元。
該局進一步說明，逾期二年經催收後未能收取本金或利息之債權，除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
達之存證函、以拒收或人已亡故為由退回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做為佐證文件
外，對於列報時點也應注意，如果交寄存證函的年度與送達年度不同時，仍應以送達年度
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但是，如果存證函遭「拒收」而退回時，則以存證函退回當年度為
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報稅季節又到了，該局籲請營利事業注意，呆帳損失之申報，應多加注意依稅法規定取具
相關證明文件，並列報於適當年度；另外，已依法轉銷的債權，日後若有獲得清償，也別
忘了要將收回的數額列為收回年度的收益唷！。
(聯絡人：法務一科 蔡稽核 06-229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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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 104 年度創新研究發展支出之審查認定，請把握申請期限
為促進產業創新，提升企業競爭力，公司及中小企業 104 年度如有投資於具創新研究
發展活動，公司可在 104 年度研究支出之金額 15%額度內，抵減 104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中小企業可就 15%額度內抵減 104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或 10%額度內自當年
度起抵減 3 年度應納所得稅額兩種方式擇一適用，抵減金額均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稅額的
30%為限。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產業創新條例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暨其相關子法規定，公司及中小企
業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適用投資抵減優惠，其申請資格及程序如下:
1.申請資格：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及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所定基準之中小企業，最近 3
年內未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者，以科學方法或技術手
段自行從事產品、技術、勞務、服務流程或創新之創新活動。公司應具備研發能力，其所
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應具備高度創新；中小企業則應從事具備一定 創新程度之上開創新
活動。
2.申請期限：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至申報期間截止日，
如採曆年制公司及中小企業，104 年度有從事創新之研究發展活動，申請期間為今（105）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3.受理申請機關：所屬產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例如製造業為經濟部工業局、農業
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申請程序：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規定格式備具申請書及檢附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
支出項目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認定是否符合獎勵規定，如支出項目中有購買專為用於研究
發展之專用技術、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等費用，則該部分支出應與研究發展活動併案提
出專案認定申請。
該局特別提醒，公司及中小企業從事研究發展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除應如期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研究發展事實之認定外，別忘了還要將相關支出金額填報於當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相關書表內，如公司同時符合產業創新條例及中小企業發展
條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規定，應於申報時擇一填報，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不能再
變更，請公司注意申報，以確保適用投資抵減之權益。
(聯絡人：審查一科 封科長 06-22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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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4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重點整理，讓您報稅省時又輕鬆!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重點整理，讓您報稅省時又輕鬆!
104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自今（105）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截止，財政部南
區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及早辦理結算申報並繳納稅款，更鼓勵營利事業使用網路申報，
享受「以網路代替馬路、免等順暢ｅ指通」的便利服務。
為了讓納稅人能快速及有效率地完成結算申報，該局貼心整理了 104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新措施供營利事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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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4 年度結算申報書新增封面-1 頁「租稅減免或關係人交易明細表檢核清單」，營利
事業申請適用租稅減免，或營利事業有直接或間接對關係人負債或符合關係人及關係人交
易之揭露標準，應填寫關係人交易明細表者，請於封面-1 頁「租稅減免明細表檢核清單」
或「關係人交易明細表檢核清單」勾選使用頁次，並將本頁、已填報之明細表及相關附件
併同辦理結算申報。上述各該明細表改以電子檔案提供，請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或
向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索取。
二、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除小規模營利事業無須辦理結算申報外，自 104 年度起，
應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
自行繳納；並以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應納稅額半數及已繳納之各種稅法所處之罰鍰、滯
納金、滯報金、怠報金暨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加計利息後之餘額，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
合夥人列為營利所得，依法報繳綜合所得稅。
三、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非屬航運業或漁撈業之營利事業實際供給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
員工伙食代金，每人每月伙食費，包括加班誤餐費，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之限額調整為 2,400
元。
四、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增僱本國籍員工之薪資費用加成減除金
額，自 104 年度起應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
五、採網路方式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及機關或團體，應於 105 年 6 月 30 日前將
加蓋營利事業(機關或團體)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章之申報書附件資料封面、相關申
報書表、經會計師簽證核章之會計師簽證報告書及相關附件資料寄交所在地國稅局分局、
稽徵所或服務處，亦得於 105 年 6 月 20 日前將前述資料製作成 PDF 文件檔，透過電子結算
申報繳稅系統軟體上傳提供，上傳後可於 6 月 20 日前上網查詢，確認相關資料是否上傳成
功。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免送申報書表及相關附件：
(一)營利事業：網路申報案件非採用會計師查核簽證或使用藍色申報書，且無境外可扣抵
稅額證明文件、申報書各頁加附之明細表或計算表等、其他各項相關文件及未適用租稅減
免相關規定者。
(二)機關或團體：網路申報案件非採用會計師查核簽證，且自行依法調整後餘絀數在 12 萬
元以下者。
該局再次提醒營利事業，務必如期完成申報並繳清稅款，以免因違反所得稅法第 71 條規
定，被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或影響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
要點、營利事業所得稅藍色申報書實施辦法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可享有之權益。
(聯絡人：審查一科 封科長 06-222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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