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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稽徵法所稱的稅捐，不包括下列何者？
營業稅
土地稅
所得稅
反傾銷稅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稅捐稽徵人員因調查取得納稅義務人之課稅資料，對下列何
者應絕對保守秘密？
立法機關
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行名義債權人
受理稅務訴訟之法院
監察機關
  依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規定，下列何者情形不具有使租稅核課處分暫緩執行之效
力？
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請復查
納稅義務人提起訴願並對復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數者
納稅義務人提起訴願並經稽徵機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
納稅義務人提起訴願並具狀向法院聲請停止執行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被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
制出境之日起，不得逾幾年？
五年
三年
二年
一年
  依據稅捐稽徵法規定，財產為公同共有時，以下列何人為納稅義務人？
全體公同共有人協議後推派之管理人
稽徵機關指定之一人或數人
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
公同共有人僅各自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課稅處分有下列何種瑕疵，不屬於申請查對更正之範圍？
課稅事實認定錯誤
計算錯誤
重複 記載錯誤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因天災遲誤申請復查期間者，一般於天災消滅後
多久期限內，可以申請回復原狀？
六個月內
三個月內
二個月內
一個月內
  所得稅法中所規定的「災害損失」扣除項目，不包括下列哪一項損失？
因地震所受損失 因水災所受損失
因遭搶劫所受損失
因風災所受損失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列何種所得必須繳納所得稅？
國民中學教師之薪資所得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得之賠償金
人身保險之保險給付
國立大學教師之薪資所得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列何者屬於綜合所得稅所稱薪資所得？
個人領取的終身俸
律師收取當事人委任訴訟之報酬
受僱會計師領取事務所發放之年終獎金
出家人向信徒化緣收入
  甲與乙士一對只有執行業務來源所得之夫妻，依我國所得稅法規定，其所得申報
課稅方式為何？
合併申報並合併計算
合併申報但分開計算
分開申報但合併計算
由其自行選擇
  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義務人未於限期責令補繳之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
稅款，最高可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幾倍之罰緩？
五倍
三倍
二倍
一倍
  依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理結算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填具
滯報通知書，送達納稅義務人，限於接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幾日內補辦結算申報？
七日內
十日內
十五日內
三十日內
  短期票券到期兌償金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份之利息所得，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
規定，其扣繳率應為百分之幾，不併記综合所得總額？
百分之七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二十
  依所得稅法規定，於下列何者情形，稽徵機關不得設算租賃收入？
以財產出點取得典價而未申報者
房屋出租，其約定之租金，顯較當地一般租金為低者
將房屋無償與胞弟開餐廳者
將房屋無償借與成年子女供住宅使用且已提出法院公證書者
  依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供營業執行業務使用
者，其所支付之租金，每一申報戶每年扣除數額以幾萬元為限？
十二萬
十八萬
二十四萬
三十十萬
  依現行所得稅法規定，課稅級距之金額每遇消費物價指數較上次調整之指數上漲
累積達百分之幾以上時，應按上漲程度調整？
百分之ㄧ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個人已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計算及申報基本所得額，有漏報或短報致短漏稅
額之情事者，處以所漏稅額多少倍之罰鍰？
ㄧ倍
二倍
三倍
一至十倍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及相關法規規定，基本稅額的現行徵收率各為多少？
營業事業 20%；個人 20%
營業事業 20%；個人 10%
營業事業 10%；個人 20%
營業事業 10%；個人 10%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及相關法規規定，下列何項 99 年度收入或支出應記入個人 99
年度之基本所得額？
申報综合所得稅之現金捐贈扣除額 15 萬元
海外證卷交易所得 150 萬元
公開上市之股票的交易所得
死亡保險給付 1,500 萬元
  某營利事業於 99 年 10 月 18 日購置豪華轎車ㄧ部，依平均法計提折舊，其成本
5,800,000 元，估計使用五年，預估殘值 100,000 元，設 99 年度該汽車帳列折舊費
用 285,000 元。依營利事業所的稅查核準則規定，其 99 年度應予帳外調整减列之
折計費用為多少元？
 215,555 元
 205,000 元
 180,333 元
 165,000 元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規定，營利事業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等相關法規規定，為不

 

 

 

 

 

 

 

 

 

 

 

 

 

 

 

 

 

 

適用勞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理人提繳之退休金，每年度得在不超過
當年度已付薪資總額多少限度內，以費用列支？
 4%
 6%
 8%
 15%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規定，營建業合建分售(或分成)之廣告費，應由地主與建主
按何種方式分攤？
按其售價比例分攤
按其建坪比例分攤
按其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之比例分攤
按其合約約定分攤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利事業分期付管之銷貨，其當期損益「不得」
依下列何種方法計算？
普通銷貨法
差價攤計法
毛利百分比法
全部毛利法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規定，外銷損失金額每筆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者，得免附
國外公證或檢驗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200,000 元
 300,000 元
 400,000 元
 500,000 元
某公司製品原料消耗用數量，不符合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58 條根據有關帳
證紀錄予以核實認定之規定，且財政部未定有通常水準，亦無同業原料消耗用情
形可資比照，則該公司原料耗用依序首先應按下列何項規定？
按該公司上年度核定情形核定
按該公司前五年度核定之平均數核定
按該公司前三年度核定之平均數核定
由稽徵機關調查核定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有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固定資產未達規定耐用年數而毀滅或廢棄者，全部應於事前報請稽徵機關核備，
以期未折減餘額列為該年度之損失
帳列應付費用，逾兩年尚未給付者，應該轉列其他收入
開辦費之攤提，最低不得少於五年
商品盤損之科目，僅係對於存貨採永續盤存制或經核准採零售價法者是用之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利事業之董事長、總經理、經理、廠長國內
出差膳雜費，每人每日之限額多少元？
 700 元
 600 元
 500 元
沒有金額限制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下列何項廣告費應報經稽徵機關核備，始準予
以認列？
以車輛巡迴宣傳之各項費用
樣品進口關稅與宣傳費
營建業樣品屋之成本
參加義賣、特賣之各項費用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已依職工福利金條例提撥福利金即經中央政府
核准列支福利費用者，其員工醫藥費應如何處理？
以薪資科目列報，計算限額
以職供福利費科目列報，計算限額
以職工福利費科目列報，核實認定
不得列報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進口下列何種貨物應課徵營業稅？
肥料
麵粉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
金條、金塊、金幣及純金之金飾或飾金
小規模營業人等以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减查定稅額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其進項憑證應分別於一、四、七、十月之幾日前，向主官
稽徵機關申報並以當期各月份之進項憑證為限？
5日
 10 日
 15 日
 20 日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其於多久時間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參加展覽或臨時
商務活動而購買貨物或勞務支付加值型營業稅達一定金額，得申請退稅？
一個月
二個月
半年
一年
星辰餐飲店爲依特種稅額計稅之營業人，且在營業時間有職業性演唱節目，依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其營業稅稅率為多少？
 5%
 10%
 15%
 25%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核准由總機合併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
業稅額者，其所有其他固定營業場所：
仍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及進項憑證
仍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但無須申報進項憑證
仍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進項憑證，但無須申報售額
無須另行申報
靡葫公司銷售商品一批，售價 1200000 元。銷售時未依法開立統一發票，且於申
報當期銷售額時亦未列入申報，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3 款規
定，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金額或倍數參考表，應按所漏稅額處三倍之漏稅罰；另
該公司未依法給與憑證，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應依規定處以行為罰。本
案件應裁處之罰緩金額為多少？
 600000 元
 300000 元
 240000 元
 180000 元
山明公司進貨一批 100,000 元，數日後以售價 120,000 元〈不含稅〉銷售予水秀公
司。若買賣雙方爲按一般稅額計稅之營業人，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
規定水秀公司須支付予山明公司之稅額為多少元？
 6,000 元
 5,000 元
 1,000 元
0元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列有關經營衍生性金融商品、公司債、金
融債券之營業稅，何者敘述正確？
銷售額、佣金及手續費均免稅
銷售額免稅，佣金及手續費應稅
銷售額應稅，佣金及手續費免稅
銷售額、佣金及手續費均應稅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列何情況營業人僅須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核備，不須再申請登記？
設立
合併
變更
復業
中古車商三民公司於 99 年 5 月以 210,000 元向四維保險公司購入舊乘人小汽車乙
輛，於 99 年 11 月出售該汽車，售價 140,000 元，銷項稅額 7,000 元。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三民公司於申報該汽車銷售額之當期，可申報扣抵該汽
車之銷項稅額為多少元？
 7,000 元
 10,000 元
 105,000 元
0元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人未依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
明細表，其逾三十日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徵多少怠報金？
 3
 1﹪
 3﹪
 30﹪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營業人以貨物或勞務與他人交換
貨物或勞務者，其銷售額應如何認定？
以換出貨物之時價認定
以換入貨物之時價認定
以換出或換入貨物之時價，從高認定
以換出或換入貨物之時價，從低認定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下列何者之進項稅額得扣抵銷項
稅額？
因辦理員工伙食購買主、副食等之進項稅額
購置供工作場所穿著之工作服之進項稅額
贈送股東紀念品之進項稅額
對外國政府捐贈之進項稅額
  某餐飲業為按一般稅額計稅之營業人，其向顧客收取餐飲費 6,300 元並加收成一成
服務費 630 元，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該筆交易之銷售
額為多少元？
 6,000 元
 6,300 元
 6,600 元
 6,930 元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下列有關國際運輸事業自中華民國境內載運
客貨出境內之銷售額，何項錯誤？
海運事業－客運：自中華民國境內承載旅客出境至中華民國境外第一站間內之票
價
海運事業－貨運：自中華民國境內成運貨物出口之全部運費
空運事業－客運：自中華民國境內承載旅客至中華民國境外第一站間之票價
空運事業－貨運：自中華民國境內承運貨物出口之全程運費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被繼承人贈與繼承人之財產，在死亡前多久以內應視為
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五年內
三年內
二年內
一年內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應自遺產總額中
扣除多少元，免徵遺產稅？
一百萬元
二百萬元
三百五十萬元
四百四十五萬元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其 99 年的總價
值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者，不計入遺產總額？
 72 萬
 50 萬
 45 萬
 30 萬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對依法應申報之遺產，已申報而有漏報或短
報情事者，應按所漏稅額處以幾倍以下之罰緩？
三倍
二倍
一倍至三倍
二倍至三倍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甲將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其子乙，乙享有免納贈
與稅優惠，但其必須自承受之日起幾年內，繼續作農業使用？
十五年內
十年內
七年內
五年內

志聖記帳士助您金榜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