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40920 
等  別 ：四等考試 
類  科 ：財稅行政 
科  目 ：稅務法規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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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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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甲公司設籍於臺中市，甲公司對稅務機關有關營利事業所得稅、房屋稅之補繳稅額處

分如有不服，應分別向何機關提起行政救濟？應分別於多久之不變期間提起行政救濟？
（請依下列格式於申論試卷上作答）（32 分） 
 營利事業所得稅 房屋稅 

復查   

提出復查之不變期間   

訴願   

提出訴願之不變期間   

行政訴訟第一審   

起訴之不變期間   

行政訴訟第二審   

上訴之不變期間   

二、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 條說明那些進項稅額不得扣抵？（18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409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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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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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最近修正的貨物稅條例第 30 條規定，稅款記帳之外銷品原料，自記帳日之翌日起一年六個月內未能加工外銷沖

帳或改為內銷者，除補徵稅款外，並自稅款記帳之翌日起至稅款繳清之日止，照應補繳稅額按日加徵多少比例之滯納

金？ 
萬分之五 千分之五 百分之五 百分之一 

2 依照民國 99 年 5 月 28 日修正之所得稅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定，告發或檢舉納稅義務人或所得稅扣繳義務人有匿報、

短報或以詐欺及其他不正當行為之逃漏情事，經查明屬實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以罰鍰的多少比例當作獎金獎給舉發人？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3 依現行稅捐稽徵法第 20 條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金者，係以每逾二日按納稅數額的多少比例加徵滯納金？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千分之一 千分之五 

4 依照現行菸酒稅法第 4 條規定，在國內產製的菸酒，其菸酒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誰？ 
販賣廠商 產製廠商 批發廠商 零售廠商 

5 根據現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是國稅？ 
所得稅 遺產及贈與稅 關稅 娛樂稅 

6 根據現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是直轄市及縣（市）稅？ 
印花稅 土地增值稅 菸酒稅 房屋稅 

7 根據民國 98 年 5 月 1 日修正之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綜合所得稅最高的稅率為何？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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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民國 99 年 5 月 28 日修正之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5 項規定，營利事業所得稅最高稅率為何？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七 百分之十五 

9 依照最新修正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 條規定，無人承認繼承的遺產，依法應歸屬何人？ 
繼承人 發現人 自然人 國庫 

10 依照現行關稅法規定，下列何者不是特別關稅？ 
平衡稅 反傾銷稅 季節關稅 印花稅 

11 依照民國 98 年 1 月 21 日最新修正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3 條規定，遺產稅係按課稅遺產淨額的多少比例課稅？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12 依照最近修正的貨物稅條例第 2 條規定，在國內產製之貨物，其貨物稅應在何時徵收之？ 
買賣成立時 發票開立時 貨物出廠時 貨物入庫時 

13 依照現行菸酒稅法第 7 條規定，雪茄每公斤徵收新臺幣五百九十元的菸稅，此種課稅一般稱為什麼稅？ 
從價稅 從量稅 複合稅 特別稅 

14 依照現行關稅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進口貨物之何種價格作為計算根據？ 
離岸價格 起岸價格 交易價格 廣告價格 

15 稅捐稽徵機關對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下列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納稅義務人不能免除協力義務 
納稅義務人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也不能免除協力義務 
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納稅義務人得免除協力義務 
納稅義務人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稅捐稽徵機關能免除協力義務 

16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欠繳稅款及確定之罰鍰，在行政救濟程序終結前，遭到限制出境的門檻為： 
新臺幣 50 萬元 新臺幣 100 萬元 新臺幣 150 萬元 新臺幣 200 萬元 

17 遺產稅的免稅額和稅率結構為： 
免稅額為 200 萬元，稅率為 10% 免稅額為 1200 萬元，稅率為 10% 
免稅額為 1200 萬元，稅率為 5%和 10% 免稅額為 220 萬元，稅率為 10% 

18 下列何者屬於貨物稅的課稅項目？ 
天然氣 電腦 電冰箱 煤 

19 所得基本稅額條例於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起，將下列何者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所有之有價證券之交易所得 
大陸地區及港澳地區所得 
所有之非中華民國來源所得 
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來源所得，及香港澳門來源所得 

20 產業創新條例於民國 99 年起實施，其關於租稅減免方面的特點為： 
保留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的所有租稅減免 
只保留產業別的租稅減免 
僅保留研究發展支出之投資抵減，但是抵減比率為 15% 
保留研究發展支出之投資抵減，抵減比率維持在 35% 

21 下列何者不屬於綜合所得稅的列舉扣除額項目？ 
災害損失 財產交易損失 購屋借款支出 房屋租金支出 

22 下列那個租稅債權的優先性最高？ 
所得稅 營業稅 土地增值稅 關稅 

23 我國對油氣類課徵的貨物稅，性質上屬於： 
從價稅 從量稅 共分稅 定額稅 

24 依照現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 條規定，已課徵營業稅之貨物，銷售與下列那些事業或公司行號，不得辦理

退稅？ 
加工出口區之外銷事業  科學工業園區內之園區事業 
各縣（市）市區之大百貨公司 機場供出境旅客購買之免稅商店 

25 依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規定，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漏稅額處幾倍

罰鍰？ 
一至十倍 五至十倍 一至二十倍 五至二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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