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財稅行政 

科 目：稅務法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可以使用電子計算器，須詳列解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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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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我國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以下簡稱新制），

房屋及土地均應按實價計算交易所得課稅，相較於未實施新制前之房屋與土地交易所

得之課稅規定（以下簡稱舊制），有那些差異？試按下列格式（請將下表繪製於試卷

上作答），比較個人房屋與土地交易所得，在新制與舊制課稅規定之差異。（25 分） 

 新制 舊制 
課稅範圍   
申報方式   
課稅所得之計算   
適用稅率   

二、依據我國現行稅捐稽徵法之規定，請就稅捐之「徵收期間」，依下列項目分別加

以說明：徵收期間之定義與立法意旨徵收期間長度之規定徵收期間起算之規

定徵收期間扣除之適用情況。（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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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利事業之下列所得，何者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 
營利事業持有短期票券利息所得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盈餘淨額 
營利事業因接受個人贈與而取得之財產 

2 依所得稅法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夫妻個別有所得應如何申報綜合所得稅？ 
可以採各類所得分開計稅、分開申報之方式 
夫妻只有薪資所得可以分開計稅，其餘所得須合併計稅 
可以採各類所得分開計稅，但仍需合併申報 
夫妻可以自由選擇分開申報或合併申報 

3 下列有關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之敘述何者有誤？ 
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捐贈者，得於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每一申報戶可扣除之政治捐贈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 20%，其總額並不得超過 20
萬元 

對政黨之捐贈若該政黨於該年度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舉推薦候選人之得票率未達 2%者，不適用之。如其為新成立之政黨，以下次選舉之年度得票率為準 
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 20%為限，並與政治捐贈金

額各自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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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先生為中華民國國民，現年 31 歲，任職甲公司，104 年度的薪資所得 80 萬元，另領有結婚補助費 5 萬

元；取得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所得 10 萬元；檢舉獎金 2 萬元，依所得稅

法規定王先生應申報 104 年度的綜合所得總額為多少？  

80 萬元 82 萬元 85 萬元 97 萬元 

5 甲公司為員工投保團體健康保險，每人每月保險費為 3,000 元，由甲公司負擔保險費，以被保險員工為受

益人，下列何者正確？ 

全部視為對員工之補助費，轉列員工所得 

每人每月保險費超過 2,000 元部分應轉列員工薪資所得 

每人每月保險費超過 2,400 元部分應轉列員工其他所得 

全數認定為公司保險費，無須轉列員工所得 

6 依據我國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下列那一項銷售行為不適用零稅率？ 

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與過境或出境旅客之貨物 

我國境內營業人銷售與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勞務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 

營業人銷售金條、金塊、金片、金幣及純金之金飾或飾金 

7 張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104 年度有薪資所得 60 萬元，醫藥費 2 萬元、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 1 萬元、

勞保費 1 萬元。試問張君 104 年度可列報之特別扣除額最高為多少？ 

90, 000 元 216,000 元 256,000 元 296,000 元 

8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在計算個人基本所得額時，下列何者無須計入？ 

捐贈土地乙筆予政府，價值新臺幣 500 萬元 

受益人與要保人為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受領保險給付新臺幣 4,000 萬元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交易所得新臺幣 80 萬元 

來自香港地區所得新臺幣 120 萬元 

9 依據我國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2 條之規定，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

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稅額繳納稅款，並應如何處罰？ 

處 1~10 倍之罰鍰 

處 5 倍以下之罰鍰 

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因為尚未超過申報期間，可以補報免罰 

處罰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0 萬元 

10 有關營利事業之捐贈，下列何者得全數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6 條規定所為捐贈 

對公益團體所為捐贈 

對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之捐贈 

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指定對特定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之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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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甲商號為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定每月之銷售額為 10 萬元，其每季應繳納之營

業稅為多少？ 

屬免稅範圍，故無須繳納 300 元 

3, 000 元  15,000 元 

12 甲公司自國外進口商品一批，海關完稅價格為 3,000,000 元，進口稅捐 500,000 元，貨物稅稅率為 20﹪，

甲公司對該批進口商品應繳納多少營業稅？ 

175,000 元 180,000 元 205,000 元 210,000 元 

13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下列有關不計入贈與總額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將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總價值 350 萬元，贈與其叔叔，全數不計入 

乙為其已成年兒子支付出國留學之生活費及教育費 500 萬元，全數不計入 

丙捐贈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慈善團體 5,000 萬元，全數不計入 

丁於結婚紀念日贈與其妻現金 600 萬元，全數不計入 

14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下列有關遺產及贈與稅申請分期繳納與實物抵繳之敘述何者正確？ 

經申請分期繳納並核准者可以免加徵利息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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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繳納得申請分 12 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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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外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

之實物一次抵繳 

15 下列有關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土地所有權人在不同直轄市、縣（市）內有兩筆以上土地，則其應納地價稅需將該納稅義務人在不同

縣市所有土地之地價總額加總，按累進稅率計算地價稅 

地價稅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者時，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 

土地設定典權者，其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為典權人 

土地為無償移轉者，其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有權之人 

16 依據我國土地稅法之規定，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金補償其地價者，其土地增值稅如何徵收？ 

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減徵 20% 

土地增值稅減徵 30%  土地增值稅減徵 40% 

17 依據我國土地稅法之規定，土地增值稅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者，其計算土地增值稅時： 

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以訂約日次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次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18 王先生在某市有房地一處，做營業使用，土地的公告現值為 800 萬元，公告地價為 600 萬元，王先生於

公告期間申報地價為 420 萬元，該市之累進起點地價為 200 萬元，試問王先生應納地價稅額為多少？ 

53,000 元 62,000 元 80,000 元 1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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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有關房屋稅稅率之敘述何者錯誤？ 

供自住使用者，其房屋稅為其房屋現值 1.2% 

供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其房屋稅為其房屋現值 1.2% 

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2%，最高不得超過 5%  

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1.5%，最高不得超過 2.5% 

20 依據我國現行貨物稅條例之規定，五年內報廢或出口登記滿一年之出廠六年以上小客車、小貨車、小客

貨兩用車，於報廢或出口前、後六個月內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應徵之貨

物稅每輛定額減徵新臺幣多少元？ 

4,000 元 25,000 元 30,000 元 50,000 元 

21 依據稅捐稽徵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稅捐核課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

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五年 

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自規定申報期間屆

滿之翌日起算七年 

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五年 

印花稅自依法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五年 

22 甲企業積欠營利事業所得稅 100 萬元，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其受清償之順位為何？ 

優先於房屋稅 

優先於法院、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或變賣貨物應課徵之營業稅 

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優先於普通債權 

23 有關稅捐稽徵法納稅義務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公同共有財產，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 

租稅規避事實之認定，由納稅義務人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納稅義務人得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

應於三個月內答覆 

營利事業因合併而消滅時，其在合併前之應納稅捐，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營利事業負繳納之義務 

24 105 年房屋稅之繳納期間為 105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星期二），江先生因工作繁忙一時疏忽，將應

納稅額 80,000 元遲至同年 6 月 6 日（星期一）始向公庫繳納，應加徵多少滯納金？ 

800 元 1,600 元 2,400 元 3,200 元 

25 營利事業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等之支出，得依所得稅法第 36 條

第 1 款規定以捐贈費用列支，其可扣除之金額為多少？ 

其扣除金額不受限制 

其扣除以每年 1,000 萬元為限 

其扣除不得超過營利事業所得額 10% 

其扣除不得超過營利事業所得額 10%，且金額不得超過 1,00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