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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序言

因我不同 惟有更好

台灣具有流動性、開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等種種海洋國家的特質，並且擁

有適合創業的經濟環境。在 1970 到 1980 年代，中小企業曾是台灣經濟發
展的主力，製造業、物流等創業先行者們，憑藉著膽識和韌性，為台灣創造

驚人的經濟成長。

而今，全球進入數位化高科技時代，新一代年輕創業家們走在科技尖端，在

「需求」中找到創意切入點，迸發出創新與創業的火花，更將創意創新推向

世界舞台。

根據美國「全球創業精神發展機構」（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發佈的 2015 年全球創業精神指標，台灣在整體
創業精神上名列亞洲第一、全球第八，在風險投資、產品創新、產業成長三

大項目表現更是優異。

新創事業的資本規模較小，但因具高度創意，發展潛力無窮，若在發展時期

有意吸引外部資金投資，需建立完整經營管理及公司治理，才能贏得投資者

信賴，同時也可健全企業體質。

2014 年初，櫃買中心推動「創櫃板」，讓微型新創事業也能有募資平台。
初登板的企業中，有六成是由勤業眾信所輔導。身為全台灣最大的專業服務

組織，勤業眾信匯集豐富的服務經驗，近日出版「創業時代：財會管理的必

修課」，與新創事業的夥伴們分享財務會計、稅務、人資、募資及併購等各

經營管理的最佳實務。

我們相信，新創事業是台灣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動能，謹以此書，獻給所有

擁有台灣精神的創業家們。

勤業眾信總裁 郭政弘



萬萬稅

重要稅務有哪些？

該如何申報？3
稅目種類繁多，對新創事業而言，哪些稅一定要

繳？沒有賺錢就不用繳稅嗎？買東西時店家常問

要不要打統一編號，以後公司是否一定要取得打

有公司統一編號的發票才能出帳？這些發票有什

麼用處？付給律師、會計師勞務報酬不開發票，

他們要公司做扣繳申報，什麼又是扣繳申報？最

近公司裝潢簽了個承攬合約，對方提醒我要貼花，

花要怎麼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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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稅

日常公司運作最常遇到的就是營業稅。凡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規定課徵營業稅，除

了金融業等一些比較特殊的行業直接就營業收入總額申報營業稅外，大部分的營利事業都是採加

值型營業稅制。以下簡單說明使用統一發票的加值型營業人如何申報營業稅。

申報期限

除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為每月 15日前申報上期營業
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外，其餘營業人於每單月 15日前申
報上期（前 2個月）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計算方式

現行營業稅稅率為 5%。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時須以
當期（月）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之餘額，為當期（月）應納或溢

付營業稅額。某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其銷售額 300,000 元，銷
項稅額為 15,000 元，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為 10,000 元，其應納稅額
為 5,000 元計算如下： 
300,000 × 5% = 15,000 元 ................ 銷項稅額 
15,000 − 10,000 = 5,000 元 ................. 應納稅額

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一、 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營業稅法第三十三條所列
之憑證者

二、 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勞務。但為協助國防建設、
慰勞軍隊及對政府捐獻者，不在此限

三、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

四、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

五、自用乘人小汽車

進口貨物
由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繳納營業稅，該進項稅額得依規定按

前述計算方式扣抵

進口勞務
除該外國營業人在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外，應由買受人繳納

營業稅，惟專營加值型營業人得免予繳納

也就是說，營業稅跟公司是否賺錢並無直接關連，只要在我國境內有銷售貨物或勞務的行為，就

必需依法計算繳納營業稅，如果公司是採加值型營業稅制，拿到可以扣抵的進項發票一定要妥善

保管，並按期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以降低公司繳納營業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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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繳

像律師或會計師等執行業務者提供專業勞務，不包括在前述營業稅法銷售勞務的範圍，所以他們

不用開發票。但是為了能掌握課稅資料，所得稅法針對一些所得給付項目，賦予給付單位有先行

扣繳稅款的義務，因此平常沒有取得發票的費用支付，就要注意有無扣繳義務。

扣

依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應扣繳之各類所得，扣繳單位應於給付時
按「薪資所得扣繳辦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依規定

扣繳率將稅款預先扣下

繳

扣繳單位所扣下之稅款，除所得人屬我國境內非居住者之個人，或

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應於代

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向國庫繳清外，其餘應於次月 10日前將所扣
稅款向國庫繳清

填
扣繳單位給付所得稅法第 88條之各類所得，應依規定填寫扣繳暨
免扣繳憑單

報

扣繳單位應將所填扣繳暨免扣繳憑單，除所得人屬我國境內非居住

者之個人，或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

人者，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向國庫繳清並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外，其餘應於次年 1月底前彙報該主管稽徵機關查核，並應於 2
月 10日前將該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如每年 1月遇有連續 3日以
上國定假日者，彙報期限延長至 2月 5日止，憑單之填發則延長至
2月 15日。股利憑單之填報期限亦同

扣繳義務人

一、 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外之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之扣繳義務人為公司負責人

二、 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競技、競
賽或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

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

品交易之所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

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事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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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扣繳稅款的罰責很重，一般會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以下罰鍰，若

未於限期內補繳最重還會罰到三倍以下；扣了未依規定繳納，則每逾二日加徵 1%滯納金；而扣

繳了沒有依規定填發扣 (免 )繳憑單，則會按扣繳稅額處 20%罰鍰，不過這部分屬行為罰，有最

高不超過 20,000元的上限，但最低也不得少於 1,500元。

三、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中雖然有個「營利」，但不是只有賺錢的公司才要申報，公司當年度雖然虧損，

仍要申報。但公司若會計帳冊簿據完備、經會計師稅務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虧損數額可在以後

10年內的申報純益額中扣除。

營利事業所得稅

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為 17%。總機構在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
應就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的在台營利事業（例如：外商在台分公司），

而有我國來源所得者，應就其在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所得

所得基本稅額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營利事業之課稅所得額加計包括證券、期

貨交易所得，及各項租稅優惠之免稅所得額後扣除 50萬元，乘以
現行徵收率 12%，如高於一般所得稅額，其差額部分另應繳納所
得基本稅額

未分配盈餘稅
營利事業當年度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
利事業所得稅

申報期限

採曆年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
填具結算申報書向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及其前一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及未分配盈餘，並計算繳納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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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繳

一、 採曆年制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9月 1日起
至 9月 30日止，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
額之 1/2為暫繳稅額，自行向庫繳納，並依規定格式，填具
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向登記地稽徵機

關辦理申報。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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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暫繳稅額者，於自行向庫繳納暫繳

稅款後，得免依前項規定辦理申報

二、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所得稅法第
77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
申報者，得以當年度前 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
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

額，按當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稅額，不適用第 1項暫繳稅
額之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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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花稅

公司日常會常遇到的稅目還有印花稅，印花稅又稱憑證稅，顧名思義，公司在簽訂合約或開立非

統一發票的收款憑證，都要留意有無印花稅票貼立的必要。

應貼花的憑證 定義 稅率

銀錢收據
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凡收

受或代收銀錢收據、收款回執、解款條、

取租簿、取租摺及付款簿等屬之。但兼

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及兼具銀錢

收據性質之營業發票，不包括在內

千分之四，

由立據人貼立

招標人收受

押標金收據

千分之一，

由立據人貼立

承攬契據

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如

承包各種工程契約、承印印刷品契約及

代理加工契據等屬之

千分之一，

由立約或立據人貼立

典賣、讓受及

分割不動產契據

指設定典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

不動產所立憑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

記之契據

千分之一，

由立約或立據人貼立

買賣動產契據 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

每件稅額新台幣 12
元，由立約或立據人

貼立

印花稅應稅憑證除申請彙總繳納，或因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而由稽徵機關開給繳款書

繳納外，應於書立後交付使用時貼花，並應予以銷花

把握以上所述規定，則對國內稅務環境的瞭解，已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如果未來遇到更複

雜的稅務問題，不用擔心，找專家諮詢，一定可妥善解決。

勤業眾信的小叮嚀

國內各項稅目種類繁多，但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印花稅是最常遇到的稅種。另外，在購買

律師或會計師等執行業務者所提供之勞務時，所採的是扣繳稅款，而非向律師或會計師索取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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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事業服務負責人

吳怡君 Jessie Wu
執業會計師

jessiewu@deloitte.com.tw

您事業的好夥伴

勤業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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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事業服務負責人

吳怡君 Jessie Wu
執業會計師

jessiewu@deloitte.com.tw

林淑婉 Iris Lin
執業會計師

irislin@deloitte.com.tw

陳明煇 Gordon Chen
執業會計師

gordonchen@deloitte.com.tw

施錦川 Oscar Shih
執業會計師

oshih@deloitte.com.tw

審計服務

勤業眾信為客戶提供全球緊密無間之審計及財務會計相關服務。勤業眾信所有專業人員絕對信守

職業道德規範之保密義務，並藉由全球豐富及深入之審計經驗、財會知識及產業訊息，提供優質

服務及建議，為客戶創造超越期望之服務價值。

勤業眾信關注新創事業長期發展及規劃，提供新創企業發展過程中須注意的會計內控、股權規劃、

稅務、智財權等重要議題專業諮詢，協助新創企業登錄創櫃板，邁向下一波成長。

稅務法務服務

勤業眾信擁有具本國及跨國租稅諮詢與洞悉產業環境的資深稅務顧問，搭配位於香港的德勤國際

稅務中心，在專業分工下提供即時的公司稅務、行政救濟、國際租稅、移轉訂價、中國稅務、投

資及登記服務、會計服務、外派人員稅務及家族稅務等諮詢服務，協助企業充分掌握稅務法規、

稅務機關監管政策以及稅務風險管理，提供企業提昇競爭力可行方案。

陳惠明 Thomas Chen
執業會計師

thomaschen@deloitte.com.tw

莊瑜敏 Kelly Chuang
執業會計師

kellychuang@deloitte.com.tw

葉光章 KC Yeh
副總經理

kcyeh@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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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協助客戶管理企業內部及業務網路所面臨的風險及不確定性。憑藉著在資本市場的核心

競爭優勢，我們提供一系列風險管理服務，讓各產業的客戶皆可更準確的衡量、管理及控制風險，

進而提昇企業內部系統及流程的可信度，包含了內部控制及稽核、科技、企業永續發展、舞弊調

查與鑑識等風險服務，我們的風險顧問能協助您緊密結合您的企業價值鍊，去除脆弱的環結。

萬幼筠 Thomas Wan
營運長

thomaswan@deloitte.com.tw

財務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財務顧問服務為公司、私募基金、企業家、債權人，股東及政府等提供深入的專家建議。

我們致力於向客戶提供全面性、客製化的企業財務諮詢服務，包括：企業併購顧問服務、併購交

易支援服務、資金募集及企業重組服務。我們的評價專業團隊則提供評價、財務模組及基礎建設

諮詢服務。

潘家涓 Maggie Pan
執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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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服務

管理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協助企業因應快速成長發展與轉型過程中的各項挑戰。我們運用 Deloitte全球

知識庫資源及方法論，從策略到營運提供企業各層面的解決方案，對金融業績效管理提升提供整

合性的服務，協助企業將數據分析應用到不同領域，將營運的議題轉變為未來市場差異化發展的

機會，企業管理更精實、因應競爭與挑戰的能力更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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