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業稅申報實務及常見錯誤解析
壹、課稅範圍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1)
1、銷售貨物
(1)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3Ⅰ)
(2)起運地或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4Ⅰ)
2、銷售勞務
(1)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
(§3Ⅱ)
(2)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之勞務。(§4Ⅱ)
(3)國際運輸事業自中華民國境內載運客、貨出境者。
(4)外國保險業自中華民境內保險業承保再保險者。
3、進口貨物(§5)
(1)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但進入保稅區之保稅貨物不包括在內
。
(2)保稅貨物自保稅區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其他地區。
二、購買國外勞務(§36)

貮、納稅義務人
一、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二、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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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但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為其代理人。
四、第8條第1項第27款、第28款規定之農業用油、漁業用油有轉讓或移作他用
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為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但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不
明者，為貨物持有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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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電
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不適用前條第三款規
定。

參、申報繳納
一、按期申報：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申報繳納稅款。(§35Ⅰ)
二、按月申報：依營業稅法第7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1期，於
次月15日前報繳。但同一年度內不得變更（申請改以每月或每二月為一
期申報者，應自核准後之首一單月起適用）。(§35Ⅱ)
三、總分支機構之申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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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則：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分別申報繳納營業稅。
2、例外：4章1節營業人得申請核准由總機構合併申報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
業場所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1)向財政部申請核准始得適用(細則§38-2)
(2)營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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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39)
四、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申報繳納稅
款。(細則§33Ⅰ)
五、清算期間及屆滿之營業稅申報：(細則§34Ⅰ)
1、清算期間：處理餘存貨物或營務者，應請領統一發票，並申報營業稅。
2、清算期間屆滿當期：應於清算期間屆清之日起15日內申報繳納。
六、逾期申報之處罰(§49、§50、§51)
1、滯報金：未依營業稅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 未逾30
日者，每逾2日按應納稅額加徵1%滯報金。
(1)有應納稅額：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1,200元，不得超過新臺幣12,000元
。
(2)無應納稅額：新臺幣1,200元。
2、怠報金：未依營業稅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 逾30日
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徵30%怠報金。
(1)有應納稅額：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3,000元，不得超過新臺幣30,000元
。
(2)無應納稅額：新臺幣3,000元。
3、滯納金：
(1)逾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2日按滯納之金額
加徵1%滯納金；逾30日仍未繳納者，除移送強制執行外，並得停止其
營業。
(2)滯納利息：應納稅款，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自
動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
利率，按日計算利息，一併徵收。
4、漏稅罰：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
(1)構成要件：逾規定期限30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未按
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者。
(2)逾規定期限30日未依營業稅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繳納營業稅者。
➢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109 年3 月至5 月
各類國稅展延申報繳納期限

一、適用對象：營業人、產製廠商、營利事業或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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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團體，因其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或受委任辦理申報之會計師、記帳
士、記帳及報稅代理人，於法定申報繳納期間內接受隔離治療、居家隔
離、居家檢疫、集中隔離或集中檢疫者。
二、展延期限：
適用稅目
原申報繳納期間
展延申報繳納期限
1-2 月份營業稅(含按月)

3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

3 月 31 日

3 月份營業稅(按月)

4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

4 月 30 日

3-4 月份營業稅(含按月)

5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

6月1日

109 年第 1 季查定課徵
營業稅

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

6月1日

3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

4 月 30 日

按月查定課徵營業稅

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
6月1日
三、應檢附證明文件：納稅義務人應於展延期限前檢附主管機關開立之隔離治
療通知書、隔離通知書或檢疫通知書等相關證明文件，由該管稅捐稽徵
機關辦理展延繳納期間。

➢ 納稅義務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申請延期
或分期繳納稅
一、適用期間：稅捐繳納期間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施行期間(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內者。
二、適用對象：
1、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所定下列紓困振興
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施者：
甲、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
興辦法。
乙、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
興辦法。
丙、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機構住宿式機構
藥商補償紓困辦法。
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
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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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戊、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
困振興辦法。
己、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
2、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一百零九年一月起
任連續二個月，其平均營業額較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以前六個月或前一
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一次繳清
稅捐者。
三、申請期限：應於規定繳納期間內。
四、應檢附證明文件；檢具申請書(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管轄稅捐稽徵機
關提出申請。
五、納稅義務人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捐，未如期繳納者，
管轄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27條規定辦理。

肆、應納稅額之計算
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15Ⅰ)

伍、銷項申報
一、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本章第二節另有規定外，均應就銷售額，分
別按第 7 條或第 10 條規定計算其銷項稅額，尾數不滿通用貨幣一元者，
按四捨五入計算。
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
(§14)
二、第 14 條所定之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
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但本次銷售之營業稅
額不在其內。
前項貨物如係應徵貨物稅、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之貨物，其銷售額
應加計貨物稅額、菸酒稅額或菸品健康福利捐金額在內。(§16)
三、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非營業人，依
本法第 32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開立統一發票者，其依本法第 35 條應申報之
銷售額與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
銷項稅額＝當期開立統一發票總額÷（1＋徵收率）×徵收率
銷售額＝當期開立統一發票總額－銷項稅額
前項銷項稅額，尾數不滿通用貨幣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細則§321)
四、 因銷貨退回或折讓而退還買受人之營業稅額，應於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
之當期或次期申報扣減。(§15Ⅱ)（財政部810827台財稅第8108361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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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五、 營業人外銷貨物復運進口，應由營業人自行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
規定填具「銷貨退回或折讓證明單」，並檢附復運進口證明文件，於申
報當期（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時，在零稅率銷貨退回欄
（即申報書19 欄）填報復運進口金額。（財政部810530台財稅第
810798531號函）
六、 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應將全年股利收入彙總加入當年度最後一期之
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
辦法」之規定，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

陸、進項申報
一、 進項稅額，指 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 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15Ⅲ)
二、 進項稅額憑證申報扣抵期間
1、原則：當期申報扣抵。
2、例外：得延至次期申報扣抵。次期仍未申報者，應於申報扣抵當期敘
明理由。進項稅額憑證之申報扣抵期間以10年為限。(細則§29)
3、非屬當期應申報之進項憑證，不能提前申報扣抵。（財政部1070829
台財稅第10704610960號令）
三、 因進貨退出或折讓而收回之營業稅額，應於發生進貨退出或折讓之當期
進項稅額中扣減之。(§15Ⅱ)
四、 應按期彙總計算進項稅額(細則§38Ⅳ、Ⅴ)
營業人以載有營業人統一編號之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收執聯及員工出
差取得運輸事業開立之火（汽）車、高鐵、船舶、飛機等收據或票根之
影本，作為退抵稅款證明文件者，應按期彙總計算進項稅額，其計算公
式如下：
進項稅額＝憑證總計金額 × 徵收率/（1＋徵收率）
五、 營業人取得公用事業開立之雲端發票及該銷售額發生之銷貨退回、進貨
退出或折讓出具之證明單，應以憑證編列之明細表，代替原憑證申報。(
細則§38Ⅵ)
六、 得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憑證(§33)
營業人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者，應具有載明其名稱、地址及統一編
號之左列憑證：
1、購買貨物或勞務時，所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
2、有第3條第3項第1款規定視為銷售貨物，或同條第4項準用該條款規定
視為銷售勞 務者，所自行開立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
3、其他經財政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
七、 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憑證(§19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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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左列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1、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第33條所列之憑證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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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
4、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
5、自用乘人小汽車。
八、 本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所稱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包括宴客及與推
廣業務無關之餽贈本法第19條第1項第5款所稱自用乘人小汽車，係指非
供銷售或提供勞務使用之九座以下乘人小汽車。(細則§26)
九、 核釋財政部78年台財字第780276657號函適用範圍
1、營業人繳納承租房屋之公用事業費用，自繳費通知單或已繳費憑證抬
頭為107年7月以後，應取具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3條規定
之統一發票據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不再適用本部78年9月9日台財稅第
780276657號函釋規定。
2、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但書規定，得適用前開
本部78年函釋之水電費憑證，其申報扣抵期間以10年為限。（財政部
106/01/12台財稅字第10500706630號令）
◆營業人於不動產租賃期間之水電費，雖憑證名義為出租人，如經雙方
約定由承租人使用支付，該水電費營業稅額，應准予檢具水電費收據扣
抵聯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財政部78/09/09台財稅第780276657號函）
十、 營業人進口貨物如屬「先放後稅」案件，有關進口貨物營業稅之申報，
應按稅費繳納日期所屬月份申報。（財政部900906台財稅字第
0900455734號函）
十一、 營業人取得海關退還之營業稅應於退稅當期申報扣減進項稅額。
營業人取得海關核退進口貨物溢繳之營業稅額，應自行填具「海關退還
溢繳營業稅申報單」，於發生退稅當期（月）之進項稅額中扣減之。（
財政部92/01/10台財稅字第0910456851號令、財政部101/05/24台財稅字
第10104557440號令）

柒、申報應檢附文件-(§35、細則§38)
一、依營業稅法第35條規定，應檢附之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
1. 統一發票明細表。
2. 繳納收據。
3. 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扣抵聯。
4. 載有營業稅額之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
5. 載有營業人統一編號之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收執聯影本。
6. 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及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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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第11條規定適用零稅率應具備之文件。
適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26款免徵營業稅之營業
人，應檢送國防部採購單位或其指定使用單位填具載有品名、規格、
數量、單價、總金額及本產品(器材)之證明。
9. 營業人購買舊乘人小汽車及機車進項憑證明細表。
10. 載有買受人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之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開立抬
頭為中華民國104年12月以前之收據扣抵聯。
11. 營業人須與他人共同分攤之水、電、瓦斯等費用所支付之進項稅額，
為前款收據扣抵聯之影本及分攤費用稅額證明單。繳費通知單或已繳
費憑證抬頭為中華民國105年1月以後者，為統一發票之影本及分攤費
用稅額證明單；其為雲端發票者，為載有發票字軌號碼或載具流水號
之分攤費用稅額證明單。
12. 員工出差取得運輸事業開立之火（汽）車、高鐵、船舶、飛機等收據
或票根之影本。
13. 海關拍賣或變賣貨物填發之貨物清單扣抵聯。
14. 載有營業人統一編號及營業稅額之電子發票證明聯。
15. 其他經財政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或影本。
二、適用零稅率應檢附之證明文件：(細則§11)
1. 外銷貨物：
(1)報經海關出口：免檢附證明文件。
(2)委由郵政機構或依快遞貨物通關辦法規定經海關核准登記之快遞業者
出口者：
A、其離岸價格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為郵政機構或快遞業者掣發之執據
影本。
B、其離岸價格超過新臺幣5萬元，仍應報經海關出口，免檢附證明文件
。
2. 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
(1)取得外匯結售或存入政府指定之銀行者，為政府指定外匯銀行掣發之
外匯證明文件。
(2)取得外匯未經結售或存入政府指定之銀行者，為原始外匯收入款憑證
影本。
3. 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貨物與過境或出境旅客者：
(1)為經監管海關核准以電子媒體儲存載有過境或出境旅客護照或旅行證
件號碼之售貨單。
(2)但設在國際機場、港口管制區內之免稅商店，其售貨單得免填列過境
或出境旅客護照或旅行證件號碼。
4. 銷售貨物或勞務與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使用者：
(1)報經海關視同出口之貨物：免檢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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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各該保稅區營業人簽署之統一發票扣抵聯。
5.經營國際間之運輸者：為載運國外客貨收入清單。
6.銷售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者：為銷售契約影本。
7. 銷售貨物或提供修繕勞務與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者：
(1)報經海關出口之貨物：免檢附證明文件。
(2)為海關核發已交付使用之證明文件或修繕契約影本。
8.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貨物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者：為
銷售契約影本、海關核發之課稅區營業人報關出口證明文件。
9.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貨物與課稅區營業人存入自由港區事業或海關管理之
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者：為銷售契約影本、海關核發之視同出
口或進口證明文件。
10. 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證明文件。
三、固定資產申報退稅應檢附文件：
1、營業人申報固定資產退稅清單
2、證明文件：購買合約、汽車行照影本、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付款
證明等相關資料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