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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依據我國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我國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何？並請說明我國

遺產及贈與稅法對於被繼承人之境內與境外財產應否課徵遺產稅之規定為何？

（25 分） 

二、依據我國所得稅法第 92 條之規定賦予各類所得扣繳義務人之義務為何？又所得稅

法第 114條對於扣繳義務人違反扣繳規定之處罰為何？（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3606 

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我國相關法規規定，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

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試問上述作法是下列何項原則之實踐？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 依照我國稅捐稽徵法的規定，稅捐之徵收期間為 5 年，試問其起算日為： 

自申報日起算 5 年  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5 年 

自繳納期間開始日起算 5 年 自申報日之翌日起算 5 年 

3 營利事業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如已給與或取得憑證且帳簿記載明確，不涉及逃漏稅捐，於稅捐稽徵機

關裁處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提出原始憑證或取得與原應保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 

 處未取得憑證總額 5%之罰鍰 

免依規定處以罰鍰；但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不得免除 

免依規定處以罰鍰；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處未取得憑證總額 5%之罰鍰，且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不得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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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 30 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強制執行。但納稅義務

人已依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規定申請復查者，暫緩移送強制執行。前述暫緩執行之案件，有下列那一種情

形，稅捐稽徵機關應移送強制執行？ 

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數，並依法提起訴願者 

納稅義務人繳納半數確有困難，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 

納稅義務人繳納半數稅額及提供相當擔保確有困難，稅捐稽徵機關已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復查決定應

納稅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者 

申請復查被駁回，未再提起訴願者 

5 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認為不應課稅，則應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在規定期限

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何種項目？ 

復查 更正 訴願 行政訴訟 

6 依照所得稅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營利事業辦理暫繳之敘述何者錯誤？ 

 營利事業除符合所得稅法第 69 條規定者外，應於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辦理暫繳申報 

原則上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 

營利事業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暫繳稅額者，於自行向庫繳納暫繳稅

款後，得免依規定辦理申報 

營利事業應辦暫繳申報但未於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辦理者，每 2 日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 

7 王大明為符合所得稅法規定之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於民國 102 年度出售某未上市櫃公司股票 2 張（2000

股），試問王大明應該如何申報證券交易所得稅？ 

我國目前停徵個人之證券交易所得稅 

因為出售未超過 10 張（1 萬股），故予以排除於課稅範圍之外 

因為出售未超過 100 張（10 萬股），故予以排除於課稅範圍之外 

須核實課稅，稅率為 15% 

8 依照我國所得稅法規定，所得在扣繳完稅之後不必再納入綜合所得總額辦理申報，此種方式稱之為： 

就源扣繳 分離課稅 暫繳 分開計稅結算申報 

9 依照我國所得稅法之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不超

過多少天者，其自中華民國境外僱主所取得之勞務報酬免課徵我國所得稅？ 

30 天 60 天 90 天 183 天 

10 陳姓夫妻為業餘作家，民國 102 年度陳先生獲稿費收入 14 萬元 、陳太太版稅收入 10 萬元，均未保留成

本費用資料，請問兩人應計入結算申報納稅的課稅所得總額為何？ 

執行業務所得 24 萬元  執行業務所得 6 萬元 

執行業務所得 4 萬 2 千元 執行業務所得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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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種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 

土地交易所得 房屋交易所得 短期票券利息所得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12 大明公司民國 103 年 5、6 月之營業稅資料如下：國內銷售額 600 萬元，無外銷，當期進貨（不含稅）400

萬元，交際費（不含稅）10 萬元，購買機器設備（不含稅）300 萬元，購買自用乘人小客車（不含稅）

100 萬元，試問大明公司當期可扣抵之進項稅額為多少元？ 

 20 萬元 35 萬元 40 萬元 40 萬 5 千元 

13 承上題，試問大明公司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多少元？ 

應納 5 萬元 應納 10 萬元 退稅 5 萬元 留抵 10 萬元 

14 下列有關營業人申報退回營業稅溢付稅額之敘述何者錯誤？ 

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可以申請退回 

因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者，其溢付之營業稅可以申請退回 

因銷售免稅貨物或勞務而溢付之營業稅，可以申請退回 

因銷售適用零稅率貨物或勞務而溢付之營業稅，可以申請退回 

15 自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起，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為：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16 某甲為非中華民國國民，今年有三次贈與：⑴將時價 100 萬元之我國上櫃股票贈與我國國民乙；⑵將

時價 100 萬元之美國公債贈與我國國民丙；⑶將我國國內銀行存款 400 萬元贈與非我國國民丁。試問某

甲今年應申報之贈與總額為：（前述金額皆為新臺幣） 

100 萬元 200 萬元 500 萬元 600 萬元 

17 下列有關我國遺產及贈與稅法分期繳納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才能申請 

分期繳納必須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

期繳納 

最多可分 18 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 2 個月為限 

經申請分期繳納者，不得加計利息 

18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

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之多少比例？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八分之一 十分之一 



 代號：60630 
頁次：4－4 

 
19 土地在下列何種情況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設定典權  信託行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 

繼承  被政府徵收 

20 張先生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簽約出售土地一筆，該筆土地 10 年前買入之公告現值為 500 萬元，市價

1,000 萬元，張先生於 103 年 1 月 10 日向主管機關遞件申報，假設 102 年當期該筆土地公告現值為 700

萬元，市價 1,500 萬元，103 年當期該筆土地公告現值 750 萬元，市價 1,600 萬元，若不考慮物價指數上

漲率與其他成本費用，試問張先生出售該筆土地之自然漲價總額為多少？ 

200 萬元 250 萬元 500 萬元 600 萬元 

21 許醫師受僱於醫院擔任門診醫師，每月領取固定看診報酬，試問該報酬應屬我國所得稅之那一類所得？ 

營利所得 薪資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其他所得 

22 依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營業人銷售飼料及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

物；農、漁民銷售其收穫、捕獲之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其營業稅率為多少？ 

免稅 百分之零點一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23 依照我國所得稅法之規定，國外影片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經由營業代理人出租影片之收

入，應以其收入百分之多少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 

24 下列有關我國地價稅課徵之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地價稅採比例稅率  

我國地價稅之基本稅率為千分之二 

我國土地稅法規定，每一納稅義務人只能擁有一處自用住宅 

我國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面積限制為都市土地面積不得超過 3 公畝，非都市土地面積不得超過 7 公畝 

25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未作任何使用且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者，其地價稅如何課徵？ 

按千分之二課徵 按千分之六課徵 按千分之十課徵 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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