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措施辦理情形
資料截止日：109.12.31
業務別
項目

新臺幣：元
辦理情形
1. 配合辦理各部會紓困方案
受理申請共 82,639 戶、計 8,454.81 億元，核
准 82,089 戶、計 8,310.22 億元。

公股銀行提供紓困方案

國庫
業務

2. 公股銀行自辦方案
(1) 企業戶
受理申請共 159,190 戶、計 16,968.36 億
元，核准共 157,996 戶、計 16,732.86 億元。
(2) 個人戶
受理申請共 14,767 戶、計 1,217.45 億元，
核准共 14,629 戶、計 1,203.27 億元；信用
卡緩繳核准 3,574 件。

1. 租金減收：就符合規定之承租人減收 109 年應
本部所屬國營事業提供
繳租金減收 2 成，受益承租人 2,012 戶，租金
租金減收 2 成及租金緩
減少 1 億 8,566 萬元。
繳措施
2. 租金緩繳：受理申請 19 件，緩繳 1,207.72 萬
元。
核發 1 億 7,063.9 萬元予 24,086 人，其中電腦
公益彩券經銷商紓困補
型彩券經銷商 1,118 人、1,597 萬元，立即型彩
貼
券經銷商 22,968 人、1 億 5,466.9 萬元。
專營菸酒批發及零售業
核准 136 件，撥款 2,612.84 萬元。
者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1. 配合防疫需求，督導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安
排所屬屏東酒廠等 6 酒廠生產 75 度防疫清潔
督導臺灣菸酒股份有限
專用酒精（下稱防疫酒精）。
公司加速生產防疫清潔
2. 109 年度計生產 3 公升防疫酒精 8,000 瓶、0.6
專用酒精
公升防疫酒精 3,892,045 瓶及 0.3 公升防疫酒
精 12,333,439 瓶，總計已達 1,623 萬瓶。
1.配合行政院辦理紙本三倍券兌付，負責票券兌
付組，研訂相關作業規範，並協調60家金融機
構提供6,221個兌付點及規劃相關協助及簡化
措施。
協調金融機構辦理紙本
三倍券兌付作業
2.自 109 年 7 月 23 日 開 始 兌 付 至 同 年 12 月 31 日
止，累計兌付1.84億餘張，總金額615.31億餘
元，分別占領券張數1.93億餘張95.1%及領券
金額645.43億餘元95.3%，兌付作業順暢。

業務別

賦稅
業務

項目

辦理情形

1. 配合「印製分裝組」規劃紙本三倍券印製數
量，督導本部印刷廠妥為規劃封套備料、趕工
督導本部印刷廠依限完
印製與運送。
成紙本三倍券封套印製
2. 依限完成封套2,200萬份印製，確保提供充足
封套作為分裝使用。
1. 延期繳納稅捐
核准 16,973 件，應納稅額 173 億 2,945 萬餘
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元。
2. 分期繳納稅捐
核准 17,080 件，應納稅額 260 億 230 萬餘元。
自 109 年 9 月 1 日至 30 日止經申請核准免辦暫
營利事業符合一定條件 繳家數 36,991 家，免納暫繳稅額 611.02 億元；
者，免辦理 109 年度營 另符合無須提出申請免辦暫繳之家數 8,837 家，
利事業所得稅暫繳
免納暫繳稅額 237.56 億元，共計 45,828 家適
用，稅額 848.58 億元。
1. 申報期限延長：108 年度所得稅申報初步統
計，綜合所得稅申報件數 639 萬件，營利事業
所得稅 96 萬件，其中分別有 228 萬件(占總件
數 36%)及 24 萬件(25%)於延長期間 6 月份申
所得稅申報期限延長一
報，有效達成人員分流效果。
個月及提前退稅
2. 提前退稅：108 年度適用第 1 批退稅案件 221
萬件，金額 351 億元；第 2 批退稅案件 74 萬
件，金額 119 億元。第 3 批退稅案件 29 萬件，
金額 34 億元，共計 324 萬件，金額 504 億元。
自政府領取相關補貼、
依稅式支出評估報告，評估稅收損失約 54.72 億
補助等款項，免納所得
元。
稅
營利事業 109 年度第 1
季虧損得換算 109 年度
營利事業 107 年度申報書未拆分明細項目，爰無
上半年估計虧損，列為
統計資料。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減除項目
營業稅主動視實際營業
調減 48.2 萬家查定課徵營業人之營業稅額約 2.3
情形覈實調減銷售額及
億元。
營業稅額
營業人申請退還營業稅 計 3,904 家營業人提出申請，已核准 3,808 家，
溢付稅額
退稅金額為 7 億 9,750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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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關務
業務

項目

辦理情形

車輛停止使用期間免徵
使用牌照稅
營利事業(例如觀光飯
店或旅館等)停業或營
業面積縮減部分改按非
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
娛樂稅申請准予扣除未
營業之天數或未使用之
娛樂設施按比例核減查
定稅額

各地方稅稽徵機關辦理免徵車輛 142,240 輛，稅
額 7 億 9,600 萬餘元。
各地方稅稽徵機關受理核定 2,884 件，減少 109
及 110 年期房屋稅分別為 8,988 萬餘元及 1 億
3,189 萬餘元。

各地方稅稽徵機關受理申請 10,802 家，減少查
定課徵娛樂稅額約 8,487 萬餘元。

109 年 6 月 16 日修正發布「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
置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33 條條文，將離島免
修正「離島免稅購物商
稅購物商店之免稅額度由 6 萬元提高至 10 萬
店設置管理辦法」
元，振興離島觀光產業，提升旅客赴離島觀光誘
因。
109 年配合政策查獲未經許可出口口罩 2,355 件
口罩查緝成效
41 萬 4,719 片及進口偽標 MIT 口罩 780 件 182 萬
843 片。
1. 出租
受益承租人 18 萬餘戶，租金減少約 6 億元。

2. 委託經營
受益受託者 391 件，經營權利金減少約 1,369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金
萬元。
國有財 減收2成措施
產業務
3. 設定地上權
受益地上權 104 案(2,239 戶)，地租減少約
4,979 萬元。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金
受理申請 218 件，緩繳 2 億 2,262 萬元。
緩繳措施
促參
業務

協助促參案件土地租金 協助 31 個機關，共 252 件促參案辦理紓困，減
或權利金減免或延長興 免或補貼租金及權利金 40.42 億元，延長投資契
建、營運期間
約期間 3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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