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施政要聞
108.4.25

●修正發布「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辦法」，以鼓勵民眾踴躍
檢舉重大不法菸酒案件
財政部 108 年 3 月 28 日修正發布「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
辦法」部分條文。本次修正適度提高檢舉人獎勵金，並考量檢察
官立於監督與中立角色，增訂不得領取查緝私劣菸酒案件獎勵金
之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鼓勵民眾踴躍檢舉，並考量實際貢獻出力程度及承受之風
險，提高檢舉網路以外違規私劣菸酒案件之給獎比率，由現
行 20%提高至 30%；增訂吹哨者條款，對檢舉人為違法業
者現職或離職員工者，提高給獎比率，由現行 20%提高至
45%，每案最高金額以新臺幣(下同)6 百萬元為限。
二、 依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檢察官不應領取辦案獎金之決議，並基
於檢察官立於監督與中立角色之考量，增訂檢察官不得領取
查緝私劣菸酒案件獎勵金規定。
三、 定明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發現違規菸酒案件，不適用本辦
法之檢舉人獎勵規定，以資明確。
●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優化措施
財政部於行政院 108 年 4 月 11 日第 3646 次會議報告「107 年度所
得稅結算申報優化措施」，說明 107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自
108 年 5 月開始，將實施多項使人民有感之稅制優化措施，重點如
下：
一、 實施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包括大幅調高綜合所得稅(下稱綜所稅)4 項扣除額 (標準扣除
額、薪資所得、身心障礙、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額度，減
輕薪資所得者、中低所得者及育兒家庭之租稅負擔；調降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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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稅最高稅率為 40%，有利留才攬才，提高國際競爭力；
實施股利所得課稅新制，個人股利所得可選擇併入綜合所得
總額課稅，並按股利之 8.5%計算可抵減稅額(上限 8 萬元)，
或按 28%稅率分開計算稅額，有助提升投資臺灣意願，鼓
勵企業留才攬才。
二、 修正基本生活費比較基礎及公告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
之費用金額
公告 107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17.1 萬元並
將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之比較基礎項目修正為免稅額、標
準(或列舉)扣除額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儲蓄
投資特別扣除額，納稅者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上開比
較基礎各項目合計數部分，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預估
受益戶數由修正前 21.93 萬戶增加至 177.45 萬戶，減稅利益
由 4.32 億元增加至 55.39 億元。
三、 線上版報稅系統全面上線
108 年線上版報稅系統全面上線(含 Mac、Linux、Windows
系統或 Android、iOS 行動裝置)，提升網路申報便利性。
四、 精進行動支付繳稅流程
提供行動支付專屬 QR-Code，納稅義務人掃描後即可完成
繳稅，簡化行動支付繳稅流程。
●行政院院會通過「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引導
境外資金挹注產業及金融市場，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發展
行政院 108 年 4 月 11 日第 3646 次會議通過「境外資金匯回管理
運用及課稅條例」(下稱本條例)草案，同年月 18 日函請立法院審
議。本草案係為協助臺商重新調整全球投資布局，鼓勵我國個人
及營利事業回國投資，於遵循洗錢與資恐防制相關國際規範前提
下，提供個人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資金合宜租稅措施，重點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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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用對象及範圍：
(一) 個人匯回境外(含大陸地區)資金。
(二) 營利事業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含大陸地區)
轉投資事業獲配並匯回之投資收益。
二、 適用原則：
個人及營利事業匯回前開境外資金者，得選擇依本條例規定
課稅，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及所得稅法規定課徵基本稅額及所得稅，且一經擇定
不得變更。
三、 適用限制及要件：
(一) 匯回之資金應存入金融機構專戶控管，除經經濟部核准用於
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外，不得用於購置不
動產。
(二) 本條例之執行，應符合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
四、 申請適用程序：
個人及營利事業分別向戶籍所在地及登記地稽徵機關申請適用
本條例規定，經稽徵機關洽受理銀行依洗錢、資恐防制相關規
定審核後核准，始得向受理銀行辦理開戶及資金匯回作業。
五、 適用稅率：
(一) 一般稅率：第 1 年匯回稅率 8%；第 2 年匯回稅率 10%。
(二) 優惠稅率：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實質投資，得向國稅局申請退
還 50%稅款(即稅率 4%或 5%)。
(三) 未依規定管理運用者應按稅率 20%補繳差額稅款情形：
1.違反規定自專戶提取資金。
2.自專戶提取資金應從事實質投資卻移作他用。
3.違反規定用於購置不動產。
六、 資金運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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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則
1.實質投資：直接投資產業或透過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重
要政策產業，投資產業之項目、投資計畫支出範圍等，授權
由經濟部擬訂子法規，報請行政院核定。
2.自由運用：上限 5% (不得購置不動產)。
3.金融投資：上限 25%，應於信託專戶或證券全權委託專戶
從事金融投資，其範圍與方式授權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
訂子法規。
(二) 未從事金融或實質投資之資金(自由運用資金除外)，應於外
匯存款專戶內存放達 5 年，屆滿 5 年後第 6 年得提取三分之
一，第 7 年得再提取三分之一，第 8 年得全部提取。
七、 資金運用監管：
(一) 金融投資：應於專戶內投資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之金
融商品達 5 年，期限屆滿後始得分 3 年提取。
(二) 實質投資：
1.投資申請：應於 1 年內提具投資計畫申請並經經濟部核准。
2.投資時間：直接投資者，應於 2 年內完成(得展延 2 年)；透
過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者，投資期間應達 4 年，且該創
投或基金投資重要政策產業應達一定比例。
3.投資完成退稅：取具經濟部核發證明，得向稽徵機關申請退
還 50%稅款。
(三) 自由運用：
資金經查獲用於購置不動產者，由國稅局按稅率 20%補徵
差額稅款。
●行政院院會通過「所得稅法」第 17 條修正草案，減輕中低所得家
庭照顧身心失能者之負擔
行政院 108 年 4 月 18 日第 3647 次會議通過「所得稅法」第 17 條
修正草案，同年月 19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本次修正係配合政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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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長期照護政策，增訂綜所稅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項目。修正重點
如下：
一、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
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定額 12 萬元。
二、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適用稅率在 20%以上、選擇就其申報
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 28%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或
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扣除金額(107 年度為 670 萬元)者，不
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之規定。
●國產署公告推出 11 宗招標設定地上權標的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8 年 4 月 22 日公告推出 11 宗精華區國有土
地辦理招標設定地上權，分別為臺北市 2 宗、高雄市 4 宗，臺中
市、新竹縣、彰化縣、臺南市、屏東縣各 1 宗，面積 2.96 公頃，
訂於 108 年 5 月下旬於該署南區分署舉辦招標說明會，同年 6 月
24 日開標。本次招標土地權利金底價 14 億 2,979 萬元，地上權存
續期間皆為 70 年，地租年息率 3.5%(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年息率為
1%，不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年息率為 2.5%)，地上權及地上建物得
辦理一部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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