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普考)

110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財稅行政
科目：稅務法規概要
柏威老師
甲、 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試依據我國現行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 有關營利事業「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之規定回
答下列問題：（25 分）

公
職
王

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交易其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地應如何課徵
所得稅？

總機構在境內之營利事業出售其符合「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要件之房地若有損失應
如何扣抵？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出售其符合「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要件之房地應如何課
稅？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0 版，柏威，AK01 稅法，P5-5~5-15、P5-18~5-20
【解題關鍵】：
難易度： ★★★

試題分析：這是今年很新也很夯的考題，但只要好好的聽過講座以及正課，就是把上課
強調過的房地合一 2.0 重點默寫出來即可。
【擬答】
依所得稅第 24-5 條之規定，營利事業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以
其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
增值稅，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
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
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按下列規
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因財政部公告之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
百分之二十。
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
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營利事業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
，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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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及其坐落基地第一次移轉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
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
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
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
土地漲價總數額。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之帳簿、文
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

公
職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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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其成本，其費用
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依所得稅第 24-5 條第三項之規定，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
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
，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
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依所得稅第 24-5 條第五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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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
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
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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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交易所得
（出售房地總價額
的土地漲價總數額）

取得成本

必要費用-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A

0，且（A 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的土地漲價總數額） 0，課稅所得 A
土地漲價總數額
A
0，且（A 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的土地漲價總數額） 0，課稅所得 0
A
0，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 3%計
算其費用(以 30 萬元為限)
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
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稅率：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 45%。

公
職
王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 35%。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 20%。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 15%。
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
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 20%。
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
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 20%。
個人及營利事業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都市更新及危老重
建者，其取得房地後第 1 次移轉且持有期間在五 年內之交易，稅率為 20%。
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
過 400 萬元部分，稅率為 10%。
課稅方式：個人有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皆應申報。應於下列各款
規定日期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
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二、試回答下列問題：（25 分）

假設下列交易的付費購買者皆為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事業，試寫出各有關交易的營業
稅納稅義務人為何？
明在蝦皮拍賣向我國甲商家購買家用品一批。

老王透過網路向美國 amazon 訂購一台咖啡機直送臺灣。
小張利用蘋果的 iphone 手機下載 app store 的付費軟體。
我國甲公司為營業稅免稅廠商，向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美國 A 公司購買一筆勞
務。
大雄向大陸淘寶網購入傢具一批直送臺灣。
依據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有那些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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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0 版，柏威，AK01 稅法，P6-3、 P9-3、P9-49、P9-39~9-43
【解題關鍵】：
難易度： ★★★★
試題分析：此題雖基本但也相對較難，除了需讀熟營業稅及跨境電商兩章節，還要能運
用在第一小題上，但相對第二小題就要把握好分數了!

【擬答】

公
職
王

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故為我國甲商家。
納稅義務人為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故老王為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
納稅義務人為該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無實體使用地點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體使用地
點為屬地主義課稅範圍，該外國業者雖於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但仍為我國營業稅
法規定之營業人及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故為 app store。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
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就給付額按不得扣抵比率計算繳
納營業稅。故為我國甲公司業者。
淘寶網購物網站的賣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大雄的購物行為屬進口貨
物，故大雄為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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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3 條規定之
憑證者。
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勞務。但為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及對政府捐
獻者，不在此限。
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
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
自用乘人小汽車。
營業人專營第 8 條第 1 項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其進項稅額不得申請退還，兼營第 8
條第 1 項免稅貨物或勞務，或因本法其他規定而有部分不得扣抵情形者，其進項稅
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例與計算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統一發票扣抵聯經載明「違章補開」者，但該統一發票係因買受人檢舉而補開者不
在此限。

公
職
王

營業人進口貨物，被海關查獲短報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涉有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各款漏稅處罰情事而追繳稅款，經海關補徵之營業稅額。
保稅區營業人或海關管理之免稅商店、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辦理保稅貨物盤存，實際
盤存數量少於帳面結存數量，經海關補徵之營業稅額。

乙、測驗部分：（50 分）
下列何者非所得稅法第 8 條規定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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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因租賃而取得之租金
國內 A 公司派駐國外之工作人員在國外提供勞務之報酬
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之專利權所取得之權利金
民國 109 年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 70 天之非居住者，自中華民國境內雇主所取得
之勞務報酬
李小姐於民國 106 年 3 月 1 日以新臺幣 950 萬元購入（並完成所有權登記）新北
市房地一筆，於民國 110 年 10 月 31 日以新臺幣 1,200 萬元出售（並完成移轉所
有權登記），依現行規定，其適用之所得稅稅率為何？
45%

35%

公
職
王
20%

視綜合所得稅稅率而定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營利事業對下列何者之捐贈，無金額限制？ 體育事業
小企業發展基金 對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指明學校之捐贈④文化創意產業

中

④

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下列何項扣除額之上限係以戶為單位？
房屋租金支出

教育學費

長期照護

保險費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何者之進項稅額得扣抵銷項稅額？
捐贈公益慈善團體之支出

購入小汽車供經理用

購入小貨車供載貨用

公司員工聚餐之費用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何者錯誤？
銷售貨物之營業人

進口貨物之收貨人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銷售電子勞
務予境內自然人者，其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
符合免稅規定之農業用油、漁業用油有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為轉
讓或移作他用之人
王大中於民國 109 年死亡，遺有一子（已成年）及未成年孫子女二人，分別為 15
歲及 17 歲。若獨子拋棄繼承，由孫子女二人繼承，則可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親屬
扣除額為：
500 萬

400 萬

100 萬

50 萬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列何者不視為銷售貨物？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
償移轉他人所有，而其進項稅額並未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將貨物抵償債務人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
下列何者需課徵贈與稅？
保證人因履行保證責任，而代主債務人清償債務並無償免除其債務者
向姑姑購買其房屋
未成年子女名下之房屋，但能提出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
債務人經依破產法和解，以致債權人之債權無法十足取償者，其免除之差額
章小姐民國 109 年 1 月 3 日出售自用住宅土地一筆，售價 800 萬元，按當期公告
現值 660 萬元申報並繳納土地增值稅 60 萬元。民國 110 年 5 月 1 日以夫名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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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價 1,000 萬元，公告現值 720 萬元購買另一筆自用住宅土地，請問章小姐重購
自用住宅之土地可退還土地增值稅額為多少元？
200 萬

120 萬

60 萬

無法退還稅額

李先生有一處符合自用住宅用地地價稅優惠稅率用途之房地，於 109 年 7 月 1 日
起出租給他人供營業用，則該筆土地自那一期開始應恢復一般稅率課稅？
109 年

110 年

109 年下半年

111 年

有關土地稅之納稅義務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
職
王

土地為有償移轉者，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原所有權人
設有典權之土地，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典權人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受託人
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
有關核課期間之起算日，下列何者錯誤？
地價稅從 12 月 1 日起算
房屋稅從 6 月 1 日起算

非營業用汽車之使用牌照稅從 5 月 1 日起算
所得稅一律從 6 月 1 日起算

依現行稅法規定，下列何種稅目之課稅範圍有採屬人主義？
得稅 綜合所得稅④所得基本稅額

贈與稅

營利事業所

④

居住者甲君出租房屋給乙公司，約定租期為 109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
並於 108 年 12 月 23 日預收前半年租金共新臺幣 60 萬元。有關甲君申報綜合所得
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應申報為 108 年所得

修繕費用可以「房屋租金支出」申報列舉扣除額減除
乙公司於給付租金時應協助分離課稅之義務
甲君可委任乙公司依規定扣繳率申報完稅

納稅義務人甲君有中華民國戶籍，且一課稅年度內入境居留滿 300 天，有關甲君綜
合所得稅申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申報繳納稅款
原則應採合併結算申報

於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但由境外雇主給付之報酬新臺幣 30 萬元應計入所得總
額

取得尾牙摸彩獎金新臺幣 2 萬元應按 20%就源扣繳分離課稅
有關個人出價取得房地，並適用房地合一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 30 日內完成申報
若房屋、土地交易結果為虧損可免申報
應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的費用之餘
額為所得額
適用稅率依據持有期間長短而有不同
甲公司 109 年於中華民國境內所得新臺幣 500 萬元，美國分公司所得折合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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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普考)
1,000 萬元，已在美國繳納美國分公司所得稅折合新臺幣 250 萬元，請問甲公司申
報繳納我國 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可使用國外稅額扣抵上限為多少元？
100 萬元

200 萬元

250 萬元

300 萬元

甲君過世，死亡時其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而現存的原有財產金額為新臺幣 2,000
萬元，甲君配偶的原有財產則為新臺幣 400 萬元，請問甲君遺產稅的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請求權上限為？
2,000 萬元

1,200 萬元

1,000 萬元

800 萬元

甲君於 110 年 2 月 17 日贈與兒子土地及房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合計新臺幣 2,220 萬元，110 年贈與稅免稅額 220 萬元，約定由兒子負擔繳納土地
增值稅及契稅合計 300 萬元，請問贈與稅應納稅額為多少？

公
職
王

應納稅額低於贈與之負擔及免稅額，故免稅
170 萬元
200 萬元
220 萬元

假設甲君在連鎖便利商店購買一項售價新臺幣 210 元之玩具，該便利商店進貨成本
為 160 元，有關營業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統一發票所載售價 210 元內含營業稅 10 元
便利商店進貨時產生進項稅額 8 元

營業稅原則為兩個月一期，由便利商店自動報繳

當期銷項稅額減除進項稅額後如為負數原則可直接退稅
有關進口貨物課徵營業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納稅義務人為國外生產該貨物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原則上兩個月為一期，計算該期間進口金額並自行繳納
進入保稅區之保稅貨物應立即課徵營業稅

稅基為關稅完稅價格+進口稅+貨物稅或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
甲君在臺北市有一筆土地面積 3 公畝，107 年購入時價格 2,000 萬元，登記土地
所有權人為甲君，地上有建築物並遷入甲君配偶之戶籍。109 年之申報地價 1,500
萬元，公告現值 1,600 萬元，臺北市土地 7 公畝之平均地價為 3,200 萬元。有關
109 年地價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適用稅率為千分之 2

應納地價稅額為 32,000 元

納稅義務人為甲君之配偶

繳納期間為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下列那項並非貨物稅課徵標的？
水泥

電冰箱

汽油

遊艇

甲君於 110 年 5 月 15 日申報 109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請問其核課期間至何時截止？
115 年 5 月 14 日

115 年 5 月 15 日

117 年 5 月 14 日

117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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