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09 年初等考)

109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試題
等

別：初等考試

類

科：財稅行政

科

目：稅務法規大意
近年為因應長期照顧服務經費之所需，特定明下列那些稅捐增課之稅課收入應用於長期照額
服務支出,不適用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 房地合一所得稅 遺產及贈與稅 菸酒稅 菸
於品健康福利捐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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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法令對於納稅者權利保護之立法，係採下列那一項立法例?
以「宣言」方式為之
修正「既有稅法規定」
於現行稅法體制中「增訂專章條文」
於現行稅法體制外另立「專法」
下列何者非租稅刑事罰所處的裁罰?
有期徒刑
拘役
滯納金
罰金
下列何者之減除額度會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作調整?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之金額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之金額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之金額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之金額
稅捐稽徵人員對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管業或納稅等資料,對下列那些人員及機關應保守
秘密
調查局 考試院 監察院 納稅義務人委住之律師 民事新訟進行中之債務人
財政部或經其指定之税捐稽征機關，對重大逃漏稅捐案件經確定後，是否可公告逃漏稅捐人
姓名或名稱與内容?
得公告,不須經得當事人之同意
得公告,但須經得當事人之同意
不論當事人是否同意,因屬個人隱私故不得公告
由監察機關決定是否得公告
某甲於 108 年 5 月初收到 108 年度房屋稅繳款書，繳納截止日期為 10 年 5 月 31 日(週五)，
某甲並未申請展延且遅至 108 年 6 月 10 日(週一)繳納應納稅款新臺幣 5 萬元，應加徵多少
滯納金?
元
元
元
元
依據稅捐稽徵法規定,稅捐由各級政府主管稅捐稽微機關稽徵之,必要時得委託代徴。下列何
者不飄於代徵範圍之稅捐?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娛樂稅
證券交易稅
期貨交易稅
依相關稅法規定,下列何項稅捐之稽徵文書,不得以使用人為應受送達人?
地價稅
房屋稅
貨物稅
使用牌照稅
下列何項費用不得自薪資收入中減除?
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
職業上往返之交通費
職業上工具支出
自 108 年 12 月 1 日起,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超過新臺幣多少者,應按給付
全額扣取多少比例之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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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0%
元、20%
元、10%
元、20%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個人應稅之薪資所得?
為獎勵及酬劳員工,以員工酬勞入股配發之股票紅利
基於營業需要,按月定額發給員工每月在新臺幣 2,400 元以內之似食代金
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發給每日新臺幣 600 元之國內出差膳雜費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每月自願提繳工資 6%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
張三 50 歲,單身無扶養親屬,108 年度僅有韩資收入新臺幣 200 萬元,且無其他列舉扣除額之項
目,假設張三不符合基本生活費差額之減除條件,則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張三應申報之 108 年
度綜合所得總額及綜合所得淨額各為多少元?
綜合所得總額 200 萬元,綜合所得淨額 159.2 萬元
綜合所得總額 180 萬元,綜合所得淨額 159.2 萬元
綜合所得總額 200 萬元,綜合所得淨額 139.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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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總額 180 萬元,綜合所得淨額 139.2 萬元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下列何項特別扣除額定有「排富條款」,納稅義務人
適用所得稅稅率在一定標準以上者,不得扣除?
教育學費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若 A 公司 107 年度合計基本所得額為新臺幣 1,050 萬元,一般所得稅額為新臺幣 100 萬元,則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差額為新臺幣多少?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忠誠公司 108 年 10 月 1 日設立並開始營業,會計年度為曆年制,年底結算其課稅所得額為新豪
幣 18 萬元,試問忠誠公司 108 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為新臺幣: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下列何種組織應依法辦理所得基本稅額之申報及繳納?
獨資或合夥
在我國境内設有固定爸業場所之外國營利事業
符合免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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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内經營海運業務之營利事業,符合一定要件,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者,得選擇按船舶淨噸位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一經選定,應連續適用幾年,不得變更?
年
年
年
年
下列那些額度條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指數累計上漲達 10%以上,自次年起按上漲程
度調整之?
綜合所得稅免稅額,綜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
遺產贈與稅免稅額、綜合所得稅之課稅級距金額
遣產贈與稅免稅額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
遺產贈與稅課稅級距金額,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金額
依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下列何者應課徵贈與稅?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將國外不動產贈與限制行為能力的子女
叔姪之間買賣國內不動產,未能提出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
夫妻兩願離婚,依離婚協議一方應給付他方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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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淨值 500 萬元未上市公司股票以 300 萬元出售與好友
某甲 108 年度出資為未成年子女購買房地,該土地之市價 1,000 萬元(公告現值 600 萬元),房屋
之市價 500 萬元(評定現值 100 萬元),辦理過戶時並無償承擔代繳房屋契稅 6 萬元和登記規費
3 萬元、代書費 1 萬元・假設某甲當年度無其他贈與事實,試問某甲 108 年度課稅贈與總額及
贈與淨額各為多少元?
贈與總額 1,510 萬元,贈與淨額 1,280 萬元
贈與總額 1,506 萬元,贈與淨額 1,280 萬元
贈與總額 710 萬元,贈與淨額 484 萬元
贈與總額 706 萬元,贈與淨額 40 萬元
張大同於 108 年 11 月因病遇世，生前已預立遺囑,並委由王律師為遺囑執行人。王律師依張
大同所立遺囑,將部分遺產遺贈與媳婦林小芬(假設不違反關於特留分之規定),其餘遺產由配
偶曾美麗與獨子張小同共同繼承。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本件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下列
何者?
王律師
曾美麗與張小同
曾美麗與張小同,林小芬
王律師、曾美麗,張小同與林小芬
贈與人在 1 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
後多久內，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贈與稅申報？若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請，應於規定限期屆
滿前以書面師申請延長期限以多久為限？
個月,6 個月
個月,3 個月
日,6 個月
日,3 個月
某甲有 3 名子女皆於 108 年結婚,若甲分别在子女結婚時贈與每人新臺幣 200 萬元:又甲在 108
年 10 月贈與妻子新臺幣 400 萬元,則甲 108 年依法應繳納新臺幣多少贈與稅？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下列何種土地所有權移轉,不須課徵土地增值稅？
夫將 10 年前取得土地贈與妻子,妻子又於同年度出售給朋友
母親將 5 年前取得土地
贈與女兒
各級政府出售之公有土地
出售 40 年前取得之土地
地價稅基本稅率為多少？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 5 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多少稅率？
-10%o
、15%0
、15%
、 20%a
甲 108 年 3 月新購土地,甲最遲須於何日前提出申請·108 年地價稅方得適用特別稅率？
年 9 月 22 日
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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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2 日
年7月1日
依土地稅法規定,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微多少？
按加值型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若有進口應稅貨物,該如何課徵營業稅？
國稅局每月核發繳款通知書通知繳納
國稅局每季核發繳款通知書通知繳納
於貨物出售時由營業人報繳
於貨物進口時由海關代徵
依土地稅法規定,有關土地所有權移轉時,納稅義務人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遺贈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法院判決確定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經法院拍賣之土地,若拍定價額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以拍定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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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契約之日起 30 日内申報者,以申報日當期之公告現值為準
依土地稅法第 9 條相關之規定,所稱自用住宅用地,不包括下列那一項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
土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部分
下列有關現行遺產及贈與稅之稅率結構,何者正確？
採單一比例稅率
採超額累進稅率
遺產淨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者,一律課徵 10%
贈與淨額在新臺幣 0.5 億元以下者,一律課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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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那些為房屋標準價格之考量因素？
裝潢 房屋供需概況

房屋建造材料

房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

房屋

現行房屋稅稅率條依據下列何者訂定差別稅率？
房屋使用年限
房屋使用用途
房屋所在地段
房屋建築成本
適用免稅貨物或業務之營業人,得向何機關申請放棄適用免稅規定？但核准放棄後幾年内不
得瑩更？
內政部,2 年
内政部,3 年
財政部,2 年
財政部,3 年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稱保稅區包括那些？ 物流中心 軟體科技園區 科學工業
國 農業科技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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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而營業,除追繳稅款外,應如何作處罰？
除通知限期補辦外,並得處新臺幣 1,500 元〜15,000 元罰緩
除通知限期補辦外,並得處新臺幣 3,000 元~30,000 元罰緩
按所漏稅額處 3 倍以下罰銀,並得停止其營業
按所漏稅額處 5 倍以下罰緩,並得停止其營業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登業稅法規定，有關特種飲食業之稅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陪侍服務之酒吧，稅率 25%
夜總會，稅率 25%
特種飲食業之稅率依不同性質將稅率分為 10%、15%及 25%等 3 種
不論有無陪侍之茶室稅率一律 25%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境外電商營業人如有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内自然人應開立何種發票交付
買受人？
雲端發票
電子發票
電子計算機發票
收銀機統一發票
下列貨物或勞務之銷售，何者可適用零稅率課徵薈業稅？
出售土地
供近海漁業使用之漁船
銷售與保稅工廠供生產用之原料
銷售與國防單位使用之通訊器材
下列何種扣除額可扣除之對象包括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所有合於規定之受扶養親屬？
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
租金支出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某公司進口貨物經海關核定之完稅價格為新臺幣 5,000,000 元，進口稅捐新臺幣 1,000,000
元，商港服務費新臺幣 200,000 元，貨物稅新臺幣 1,200,000 元，其營業稅額為新臺幣多少
元？
元
元
元
元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下列那一項獎金採分離課稅，所得人不需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課
稅？
告發或舉發獎金
政府舉辦的競技競賽獎金
年終獎金
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所獲取之業績獎金
依營業稅法規定，關於視為銷售貨物之銷售額，其認定標準之敘述何者正確？
營業人以其產製供銷售之貨物轉供自用者，以成本為準
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將餘存之貨物抵償債務者，以債務金額為準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以時價為準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以約定代銷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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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第 1 或 2 級之新電冰箱，非供銷售且未退換貨者，每臺減徵
貨物稅額以新臺幣多少為限？
元
元
元
元
下列那些稅目有重購退稅之規定？
遺產贈與稅

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下列關於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敘述何者錯誤？
自 106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施行
屬於中央稅，由國稅局負責稽徴
稅課收人，循預算程序用於社會福利支出
現行課稅項目之稅率一律為 10%
居住者之下列何項所得，依法須併入綜合所得總額合併申報納稅？
出售 102 年取得之土地所產生之交易所得新臺幣 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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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某公司贈與之財產新臺幣 100 萬元
該年度取得出版社之稿費收人新臺幣 10 萬元
統一發票中獎獎金新臺幣 200 萬元
政府課稅時，不能因為嗣後行政行為之變更而影響人民之既得權益，使人民遭受不可預見之
損害，稱之為何種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全國財政收支系統劃分為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郷(鎮、市)四類
稅課劃分為國稅、直轄市及縣(市)稅二類
稅課統等分配部分，受分配地方政府就分得部分，應列為當年度稅課收入
直轄市及縣(市)可開徵特別稅課，但不得以已徵營業稅之貨物為課徴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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