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稅務局108年租稅常識競賽題庫集 

選擇題   

一、 中華民國稅務簡介篇 

(A)1.國家的稅收分為哪兩種？ 

(A)國稅、地方稅(B)城市稅、鄉村稅(C)外地稅、內地稅。 

【註】租稅分國稅及地方稅兩大類。 

國稅隸屬於財政部，於基隆的機關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 

地方稅隸屬於地方政府(基隆市政府)，於基隆的機關為基隆市稅務局。 

(B)2.土地增值稅、娛樂稅、地價稅，是國稅還是地方稅？ 

   (A)國稅(B)地方稅。 

【註】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娛樂稅屬地方

稅。 

(A)3.小明於基隆市有房屋一棟，若有房屋稅相關問題，應洽詢哪個單位? 

(A)基隆市稅務局(B)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C)基隆安樂地政事務所 

(B)4.基隆市稅務局有哪兩個分局? 

(A)中正分局、暖暖分局(B)信義分局、七堵分局(C)仁愛分局、中山分局 

(B)5.下列何稅不屬於地方稅？ 

(A)牌照稅(B)所得稅(C)房屋稅(D)地價稅。 

(B)6.108年起國地稅免付費電話為? 

(A)0800-306969(B)0800-000123(C)0800-321000 

(C)7.國家各項建設經費的主要來源是什麼？ （A）公債（B）規費收入（C）租稅收入 

(C)8.依法納稅是誰的義務？ （A）有錢人（B）政府官員（C）國民。 

 (B)9.漏開或拒開統一發票，要向那個單位檢舉？ 

(A)稅務局(B)國稅局(C)警察局 

(B)10.中央政府可支用之稅收係屬哪種稅? (A)地方稅(B)國稅 

(C)11.依稅法規定應自他人取得之憑證應保存幾年？（A）1年（B）2年（C）5年（D）

10年 

(C)12.為了增加政府的稅收，買東西一定要索取? 

(A)活動集點點數(B)購物袋(C)統一發票 

(C)13.我國各種稅收的主管機關是下列何者？ 

(A)內政部(B)行政院(C)財政部 

 

二、 逃稅、避稅及節稅的差異篇 

(B)1.鑽法律漏洞以達到免稅或減少納稅的行為稱為? 

(A)逃稅(B)避稅(C)節稅(D)漏稅。 



(C)2.在不違反稅法規定下，選擇稅負較輕的方式，完成納稅義務的行為稱為? 

(A)逃稅(B)避稅(C)節稅(D)漏稅。 

(A)3.違反稅法規定，以致未繳或少繳應繳的租稅的行為稱為? 

(A)逃稅(B)避稅(C)節稅(D)漏稅。 

 

三、 房屋稅篇 

(B)1.房屋稅是屬於國稅還是地方稅？ 

(A)國稅(B)地方稅(C)以上皆是(D)以上皆非 

(C)2.下列何者非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 

(A)房屋使用人(B)房屋所有人(C)土地所有人 

【註】房屋稅是向房屋所有人課徵，共有房屋向共有人課徵，由共有人推定1人繳納，

其不為推定者，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所有權人住址不明，或非居住房屋所在地

者，應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如屬出租，應由承租人負責代繳扣抵房租。 

(A)3.房屋稅是對房屋所有人所課徵的一種財產稅，對不對？ 

(A)對(B)不對 

(C)4.以附著於土地上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者，

是何種稅目？ 

（A）地價稅（B）土地增值稅（C）房屋稅（D）契稅。 

(A)5.房屋設置之電梯要不要課稅？ 

(A)要(B)不要 

【註】電梯係屬附著於房屋之設備，並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值，應併計房屋現值課

徵房屋稅。 

(B)6.房屋頂樓廣告塔，要不要課徵房屋稅？ 

(A)要(B)不要 

【註】房屋頂樓增建廣告塔，除加重其房屋負荷外，並無增加房屋使用價值，不課

徵房屋稅。 

(A)7.違建房屋要不要課徵房屋稅？ 

(A)要(B)不要 

【註】無論是否屬合法建築皆應課徵房屋稅。 

(D)8.下列何者是房屋稅的課徵對象? 

(A)升降梯間(B)接待中心(C)倉庫(D)以上皆是 

(A)9.下列哪一個選項，不用繳納房屋稅? 

(A)廣告看板(B)便利商店(C)火鍋店 

(A)10.頂樓屋加蓋無照鋼鐵造房屋，會增加房屋稅嗎？ 

(A)會(B)不會 

【註】只要固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皆應依規定繳納房屋稅，除簡陋未設門窗、牆壁，

僅供遮陽防雨之棚架外，無照違章建築仍應課徵房屋稅。 

(A)11.房屋稅一年徵收幾次? 



(A)1次(B)2次(C)3次 

(C)12.房屋稅開徵日期為每年的甚麼期間? 

(A)3/1~3/31(B)4/1~4/30(C)5/1~5/31 

【註】房屋稅1年徵收1次，開徵期間為5月1日至5月31日，課稅期間為跨年度從去年

7月1日起算至今年6月30日為止，只要房屋未移轉，每年均須按期繳納房屋稅。 

(B)13.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等稅目若逾期未繳，每逾幾日須加徵1%滯納金?最

高多少%為上限? 

(A)1日；14%(B)2日；15%(C)3日；16% 

(A)14.房屋遭受重大災害（如：地震、颱風、火災）可不可以申請減免房屋稅? 

(A)可以(B)不可以 

(C)15.房屋遭受重大災害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幾天內提出申請減免房屋稅? 

(A)10日內(B)20日內(C) 30日內 

(C)16.房屋遭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達多少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可以免徵房屋

稅？ 

(A)1成以上(B)達3成以上而不及5成者(C)5成以上 

(B)17.房屋遭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達多少成以上，可以減半徵收房屋稅？ 

(A)1成以上(B)達3成以上而不及5成者(C)5成以上 

【註】房屋遭受重大災害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派

員調查，凡每設籍戶之毀損面積達5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免徵房屋稅，

若毀損面積達3成以上而不及5成者，減半徵收。 

(C)18.每當颱風季節來臨，有可能會因為颱風而帶來災害，當房屋受災害而毀損三成以

上不及五成，房屋稅應如何課徵？ 

(A)停止課稅(B)免徵房屋稅(C)減半徵收房屋稅 

(B)19.承上題，若當房屋受災害而毀損五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房屋稅應如何課

徵? 

(A)停止課稅(B)免徵房屋稅(C)減半徵收房屋稅 

(D)20.房屋因受災害而有得免徵或減半徵收房屋稅之情形發生，應於減免原因或事實發

生之日起幾日內申報？ 

(A)15日(B)20日(C)25日(D)30日 

(C)21.103年6月修法後，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房屋稅最低稅率為何? 

(A)1.2％(B)1.5％(C)3% 

(A)22.房屋無出租，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則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

有房屋數全國合計幾戶內認屬自住之條件? 

(A)3戶(B)4戶(C)5戶 

(D)23.房屋申請按住家自住用1.2%稅率課徵房屋稅條件為何? 

(A)個人所有住家用房屋且無出租或營業(B)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實際居住(C)本

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房屋數全國合計3戶(D) 以上皆是。  

(B)24.年度中房屋使用情形有所變更，應該在變更使用幾日內向房屋所在地地方稅捐稽

徵機關申報? 



(A)15日 (B)30日(C)45日。  

(C)25.王先生位於基隆的房屋增建完成後，應於幾日內主動申報房屋增建情形? 

(A)15日 (B)45日(C) 30日。  

(A)26.個人利用自己的住宅房屋，從事理髮、燙髮、美容、洋裁等家庭手工藝副業，如

未具備營業牌號，未僱用人員，可否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A)可 (B)否。  

(D)27.下列何種房屋可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A)供個人計程車登記之住家用房屋(B)以住家房屋作為網路拍賣營業登記處所(C)

流動攤販以住家作為營業登記處所(D) 以上皆是。  

(C)28.同時做住家及非住家使用者，非住家用房屋最低課稅面積不得少於全部面積? 

(A)三分之一(B)五分之一(C) 六分之一。  

(C)29.房屋出租供營業使用房屋稅稅率最低為? 

(A)1.5% (B)2%(C) 3%。  

(A)30.107年房屋稅於5月1日開徵，繳納期限截止日為107年5月31日止? 

(A)是(B)否。  

(B)31.申請房屋稅按住家用自住房屋稅率課徵，是否需辦理戶籍遷入? 

(A)需要(B)不需要。  

(A)32.基隆市「住家用」房屋免稅現值為? 

(A) 10萬1千元(B) 10萬2千元。  

(A)33.從事網路拍賣貨物之營業人，以其供住家用房屋作營業登記之處所，而實際交易

是在拍賣網站的交易平台完成，房屋內若沒有堆置營業貨品，是否按用住家用稅率

課徵房屋稅? 

(A)是(B)否。  

(B)34.在自家騎樓下擺設二、三台電動玩具，純娛樂性機種，每月營業不足一萬元，房

屋稅是否可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A)是(B)否。  

(A)35.符合客房數5間以下，客房總面積不超過150平方公尺以下，及未僱用員工，自行

經營之合法民宿，是否可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A)是(B)否。  

(A)36.房屋3戶內住家自住用稅率? 

(A)1.2%(B)2%(C)3%。  

(B)37.房屋稅是按房屋造價或市價計算的嗎? 

(A)是(B)否。  

【註】房屋稅是以房屋課稅現值乘以適用稅率計算得來的。 

(C)38.李伯伯有三棟(戶)房屋，請問會收到幾張房屋稅單？ 

(A)11張(B)2張(C)3張。  

【註】房屋稅是按戶發單課徵（也就是以每一戶門牌開立一張房屋稅稅單），就是

納稅人有幾戶房子就有幾張稅單。 

(B)39.住家用房屋與營業用房屋之稅率何者較高？ 



(A)住家用房屋(B)營業用房屋(C)一樣高。  

【註】基隆市房屋稅目前稅率分為住家用1.2%、非住家非營業用2%及營業用3%。 

 

四、 契稅篇 

(C)1.買房屋要課什麼稅？ 

(A)土地增值稅(B)地價稅(C)契稅。 

(D)2.下列何者是契稅的種類？ 

(A)買賣(B)贈與(C)交換(D)以上皆是。 

【註】契稅的種類有買賣、典權、交換、贈與、分割、占有等6種。  

(C)3.購買不動產(房屋)的契稅申報期限，為訂立契約之日多少日內？ 

(A)10日內(B)20日內(C)30日內(D)40日內。 

【註】承買人承購房屋，應於不動產契約訂立之日起30日內，向房屋坐落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申報契稅。不動產移轉有糾紛時，應於法院判決確定之日起30日內申報。

（契稅條例第16條） 

(A)4.納稅義務人不依規定期限申報契稅者，每逾3日加徵應納稅額多少之怠報金？ 

(A)1% (B)2% (C)3% (D)4%。 

【註】依契稅條例24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不依規定期限申報者，每逾三日，加徵應

納稅額百分之一之怠報金，最高以應納稅額為限。但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B)5.買賣契稅的納稅義務人？ 

(A)出賣人(B)買受人(C)受贈人(D)交換人。 

【註】房屋轉移時，契稅納稅義務人為：買賣→買受人、承典→典權人、交換→交

換人、贈與→受贈人、分割→分割人、占有→占有不動產依法取得所有權之人。 

(B)6.小明因繼承取得了一棟房屋，請問是否須申報契稅？ 

(A)須申報(B)不須申報。 

【註】因繼承而取得之房屋，非屬契稅課徵範圍，不需申報契稅。  

(B)7.法院標購拍賣之房屋是否可以免徵契稅？ 

(A)可以免徵契稅(B)不可以，仍應申報繳納契稅。 

(A)8.買賣契稅的稅率？ 

(A)6%(B)4%(C)2%(D)7%。 

(A)9.贈與契稅的稅率？ 

(A)6%(B)4%(C)2%(D)7%。 

(B)10.贈與契稅的納稅義務人？ 

(A)交換人(B)受贈人(C)買受人(D)分割人。 
契稅種類 稅率 納稅義務人 
買  賣 6% 買 受 人 
典  權 4% 典 權 人 
交  換 2% 交 換 人 
贈  與 6% 受 贈 人 
分  割 2% 分 割 人 



占  有 6% 占 有 人 
 

五、 地價稅篇 

(C)1.地價稅徵收係依下列何者? 

(A)土地公告現值(B)土地公告地價(C)土地申報地價 

【註】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7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應按申報地價，依法徵收

地價稅。 

(D)2.地價稅繳納之義務人為? 

(A)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B)承領人、耕作權人(C)典權人、受託人(D)以上皆是 

(B)3.地價稅開徵期為每年幾月?繳納期間多久? 

(A)10月；15天(B)11月；1個月(C)12月；45天 

(C)4.申請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應於何時提出申請，當年度起即能適用？ 

(A)7月22日前(B)8月22日前(C)9月22日前(遇假日順延) 

【註】地價稅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件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價稅開徵40 日（亦即

9 月22 日）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當年度即可適用；如逾期提出申請，則自次年

度始能開始適用。 

(B)5.公共設施保留地可適用之地價稅優惠稅率為何？ 

(A)10‰(B)6‰(C)2‰ 

(C)6.現行土地稅法所指之土地稅不包括下列何者？ 

(A)田賦(B)地價稅(C)契稅 

(B)7.規定地價後，每幾年應重新規定地價1次？ 

(A)1年(B)2年(C)3年 

【註】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規定地價後，每二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但必要時得

延長之。 

(A)8.地價稅的課稅所屬期間為？ 

(A)當年度1/1至12/31 (B)本年11/1至次年10/31 (C)去年11/1至本年10/31 

【註】地價稅1年徵收1次，開徵期間為11月1日至11月30日，課稅期間為當年度1月1

日至12月31日為止，只要土地不移轉，每年均須按期繳納地價稅。 

(C)9.地價稅之基本稅率為何？ 

(A) 10%  (B) 2‰(C) 10‰ 

(C)10.欲適用地價稅特別稅率，所有權人應於每年地價稅開徵幾日前，提出申請？ 

(A)10日(B)30日(C)40日 

(A)11.下列何者屬於按10‰稅率課徵地價稅土地？ 

(A)工業用地(B)公共設施保留地(C)自用住宅用地 

(C)12.每年地價稅每戶稅額在新臺幣多少以下者，免予課徵？ 

(A)500元(B)300元(C)100元 

【註】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每年(期) 地價稅，每戶稅額在新台幣一百

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C)13.現行地價稅最高稅率為何？ 

(A)20%(B)50‰(C)55‰ 

(B)14.地價稅每年徵收一次者，以何時為納稅義務基準日？ 

(A)1月31日(B)8月31日(C)12月31日 

【註】地價稅是以納稅基準日土地登記簿所載之人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全

年之地價稅，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0條，納稅義務基準日為當年度8月31日，土地

買賣如果在8月31日之後才辦妥過戶登記，當年度地價稅仍向原土地所有權人徵收；

反之，如果在8月31日以前辦妥過戶登記，則當年度納稅義務人為新所有權人。 

(B)15.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法課徵田賦外，均應課徵何種稅？ 

(A)土地增值稅(B)地價稅(C)契稅  

(B)16.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為何？ 

(A)10‰(B)2‰(C)15‰ 

【註】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適用2‰，稅率低且不累進，一般用地基本稅率為10‰，採累

進課稅。稅額相差4倍以上，所以申請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是您聰明的選擇。 

(A)17.土地所有權人、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之優惠規

定，以多少處為限？ 

(A)1處(B)2處(C)3處 

【註】土地所有權人、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的自用住宅只能1處，但如擁有2

處以上時，第2處可利用成年子女、或其他直系親屬設籍，則不受一處的限制。 

(B)18.非公共使用之公有土地以何種稅率徵收地價稅？ 

(A)免稅(B)10‰(C)2‰ 

(A)19.供公共使用之公有土地以何種稅率徵收地價稅？ 

(A)免稅(B)10‰(C)2‰ 

(C)20.下列何者非地價稅之特別稅率？ 

(A)2‰(B)6‰(C)15‰ 

(A)21.下列關於地價稅的敘述何者為是？ 

(A)課徵對象為已規定地價之土地(B)納稅義務人為承租人(C)全部按固定稅率課稅 

(A)22.都市土地適用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面積不得超過多少？ 

(A)3公畝(B)7公畝(C)10公畝 

(B)23.非都市土地適用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面積不得超過多少？ 

(A)3公畝(B)7公畝(C)10公畝 

(A)24.王叔叔在基隆市有三筆應課徵地價稅之土地，請問他會收到幾張地價稅單？  

(A)1張(B)2張(C)3張 

【註】地價稅是按照每一個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市) 轄區內所有全部

的土地地價加總來計徵，也就是以直轄市或縣市為單位採歸戶累進課稅，納稅義務

人在同一縣市不管有多少筆土地，只會接到一張地價稅單，稅單上課稅標的會註明

「××段××地號共××筆」。 

(B)25.我在自家門前的騎樓擺攤賣雞蛋糕，請問騎樓土地可不可以減免地價稅？ 

(A)可以(B)不可以。 



【註】騎樓走廊地供擺攤使用，該使用部分之地價稅及房屋稅都不能減免。 

(A)26.新繼承土地，若要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是否要重新提出申請？ 

(A)需要重新申請(B)不用重新申請。 

【註】因土地經繼承移轉後，所有權人已改變，原核准之自用住宅用地條件也隨著

改變，所以新所有權人若符合自用住宅用地條件，請於當年度9月22日前提出申請。 

(A)27.供公共通行的騎樓走廊地，如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一層者，其地價稅減徵幾分之

幾？ 

(A)1/2(B)1/3(C)應予免徵 

 

六、土地增值稅篇 

(A)1.一生一次或一生一屋自用住宅用地申請優惠稅率為多少? 

(A)10% (B)15% (C)20% 

(C)2.土地增值稅逾30日未繳納者，主管機關應如何處理？ 

(A)通知當事人限期繳清(B)通知當事人撤回原申報案(C)以上皆是 

(A)3.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面積，都市土地不超過幾公畝? 

(A)三公畝(B)五公畝(C)七公畝(D)十公畝 

(A)4.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於何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A)自然人(B)法人(C)以上皆是(D)以上皆非 

(D)5.因土地重購退還土地增值稅者，其重購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幾年內再移

轉登記時應追繳原退還稅款？ 

(A)1年(B)2年(C)3年(D)5年 

(A)6.被徵收之土地其土地增值稅稅率為? 

(A)免徵(B)10％(C)20％(D)按漲價倍數由20％累進到40％。 

(D)7.土地因贈與而移轉時，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 

(A)原所有權人(B)出典人(C)贈與人(D)受贈人 

【註】土地無償移轉時(如：贈與或遺贈，指其移轉時，取得所有權人並未付出代價)，

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有權人。 

(D)8.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多少? 

(A)10％(B)20％(C)30％(D)40％ 

(C)9.下列何種之土地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 

(A)出典(B)贈與(C)繼承(D)交換 

(C)10.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

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何種稅

率徵收，此項稅率以一次為限？ 

(A)40%  (B)20%  (C)10%(D)0% 

(D)11.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金補償其地價者，其土地增值稅如何課徵？ 

(A)減徵百分之二十(B)減徵百分之三十(C)減徵百分之四十(D)免徵土地增值稅 

(C)12.孫先生將其土地一筆贈送予其友人李小姐，試問相關稅負的納稅義務人各為何？ 



(A)孫先生為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 

(B)李小姐為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 

(C)孫先生為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而李小姐為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 

(D)孫先生為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而此情形無須繳納土地增值稅 

(B)13.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於收到土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後，應於多久之內向公庫

繳納？ 

(A)15 日之內(B)30日之內(C)45日之內(D)由地方政府決定 

(A)14.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為10%? 

(A)對(B)不對。 

(C)15.每個人一生中可申請幾次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 

(A)1次(B)2次(C)無次數限制 

 

七、 使用牌照稅篇 

(A)1.使用牌照稅開徵期為每年幾月?繳納期間多久? 

(A)4月；1個月(B)5月；20天(C)6月；10天 

(D)2.使用牌照稅之稅額係依據下列哪幾項來訂定? 

(A)車輛種類(B)汽缸總排氣量(C)其他動力的大小(D)以上皆是 

(A)3.逾期未繳納使用牌照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行駛或停放於公共道路，除應

補稅外，另外處應納稅額幾倍以下之罰鍰? 

(A)1倍(B)2倍(C)3倍 

(A)4.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使用車輛，每一身心障礙者可申請幾輛車免稅? 

(A)1輛(B)2輛(C)3輛 

【註】如身心障礙者領有駕駛執照，可申請一人一輛免徵使用牌照稅；如身心障礙

者本身未領有駕駛執照，可申請一戶一輛免徵使用牌照稅。 

(B)5.身心障礙免牌照稅車輛，自104年1月1日起，汽缸排氣總量以多少cc以下車輛免

稅，超過該cc數之車輛須補差額? 

(A)1800cc(B)2400cc(C)3000cc 

(D)6.下列哪些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 

(A)警備車(B)消防車(C)救護車(D)以上皆是 

(B)7.營業用車輛分上、下期徵收使用牌照稅，上期開徵為每年4月，下期開徵期為每年

幾月? 

(A)9月(B)10月(C)11月 

(A)8.逾期繳納使用牌照稅，每逾2日加徵本稅多少滯納金？ 

(A)1% (B)2% (C)3% 

(B)9.逾期繳納使用牌照稅，加徵滯納金最高以多少為上限？ 

(A)10% (B)15% (C)20% 

(B)10.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

處應納稅額幾倍以下罰鍰? 



(A)1倍 (B)2倍 (C)3倍  

(B)11.身心障礙者無駕照無車，104年起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身障者與車主關係，限

幾親等適用? 

(A)一親等(B)二親等(C)三親等 

(B)12.交通工具使用牌照有轉賣、移用者，處以應納稅額幾倍之罰鍰? 

(A)1倍(B)2倍(C)3倍 

(C)13.交通工具使用牌照有轉賣、移用者，罰鍰最高不得超過多少? 

(A)5萬元(B)10萬元(C)15萬元 

(C)14.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並經各地社政機關證明者，每一團體和

機構以幾輛為限? 

(A)1輛(B)2輛(C)3輛  

(B)15.機動車輛領用臨時牌照，以幾日為限? 

(A)10日(B)15日(C)20日 

(A)16.營業車分上、下期徵收使用牌照稅，上期開徵為每年幾月? 

(A) 4月(B)5月(C)6月 

(B)17.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對已領用牌照之交通工具不使用時，應向那個機關申報

停止使用? 

(A) 地方稅稽徵機關(B)交通管理機關(C)環保機關  

(B)18.機車的汽缸排氣量在多少c.c.以上的要課徵使用牌照稅? 

(A) 100c.c. (B)151c.c. (C)125c.c.  

【註】使用牌照稅是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機動車輛就其種類分小客車、大客

車、貨車、機器腳踏車，按汽缸總排氣量(cc 數)劃分等級，機車151c.c.以上才要

課稅。 

(A)19.專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領有駕駛執照者使用之交通工具，每人以幾輛為限? 

(A)1輛(B)2輛(C)3輛  

(C)20.車輛如果老舊不能使用，要向什麼單位辦理報廢登記呢? 

(A) 國稅局(B) 稅務局(C) 監理站  

(B)21.自用車輛使用牌照稅開徵日期是？ 

(A)每年11月1日~11月30日一次徵收(B)每年4月1日~4月30日一次徵收(C)每年5月1

日~5月31日一次徵收。 

(A)22.使用牌照稅可不可以到四大超商(統一、全家、萊爾富、OK)繳納呢？ 

(A) 可以(B)不可以。 

(B)23.125C.C.的機車要不要課徵使用牌照稅？ 

(A)要(B)不要。 

(B)24.汽車使用燃料費是不是屬於稅捐？(A)是(B)不是。 

【註】汽車燃料使用『費』是規費而非稅捐，係由各縣市監理機關發單徵收，故有

何疑義應向車籍所在地「監理機關」洽詢或申請補發。 

(B)25.使用牌照稅是屬於國稅還是地方稅？(A)國稅(B)地方稅。 

(A)26.車輛不使用，應辦理停駛才不會多繳稅？ 



(A)對(B)不對。 

【註】使用牌照稅是按日課徵，使用多少天就繳多少稅，一旦車子無法使用一定要

馬上辦理停駛手續才不會被繼續課稅。 

(B)27.車輛種類為計程車，是否要繳納使用牌照稅？ 

(A)要(B)不要。 

【註】計程車客運業比照大眾運輸事業，免徵汽車使用牌照稅。 

(A)28.選擇車輛品牌無法節省使用牌照稅？ 

(A) 對(B) 不對。 

【註】使用牌照稅係按車種及汽缸數課稅，因此「車輛品牌」不會影響使用牌照稅

之稅額。 

(D)29.125C.C.的機車每年要繳多少牌照稅？ 

(A)500元(B)600元(C)700元(D)不用繳 

 

 

八、 娛樂稅篇 

(A)1.娛樂稅之納稅義務人是指出價娛樂之人嗎？  

(A)對(B)不對。 

(C)2.下列哪些場所或設施是需要課徵娛樂稅? 

(A)六福村主題遊樂園(B)診所前放置之投幣式搖搖馬(C)以上皆是。 

(A)3.小明和阿花一同約去小巨蛋看五月天的演唱會，演唱會門票須課徵娛樂稅，請問

繳納娛樂稅的義務人為? 

(A)小明和阿花(B)相信音樂股份有限公司(C)五月天。 

(B)4.到KTV唱歌與在學校畢業典禮上台唱歌，那項活動要課徵娛樂稅? 

(A)畢業典禮上台唱歌(B)KTV唱歌(C)以上皆是。 

(A)5.在家裡上網玩遊戲與到網咖上網玩遊戲，那項活動要課徵娛樂稅? 

(A)網咖上網(B)家裡上網(C)以上皆是。 

(B)6.每年政府的跨年晚會要不要課徵娛樂稅? 

(A)要(B)不要。 

【註】因為每年政府的跨年晚會活動未發售票券收取入場費，所以不是娛樂稅課徵

範圍。 

(B)6.廟會時現場有歌仔戲、歌唱及舞蹈表演，是否要課徵娛樂稅? 

(A)要(B)不要。 

(C)7.到遊樂場遊玩的門票除了營業稅，還包含什麼稅? 

(A)房屋稅(B)地價稅(C)娛樂稅。 

(B)8.去看電影，電影票中除了營業稅，還包含什麼稅? 

(A)使用牌照稅(B)娛樂稅(C)地價稅。 

(B)9.娛樂稅是屬於國稅還是地方稅? 

(A)國稅(B)地方稅。 



(B)10.去聽演唱會，除支付的門票票價外，是否還需另外繳納娛樂稅? 

(A)需要(B)不需要。【註】因為娛樂稅已包含在入場券售價中。 

(B)11.下列哪個場所無需課徵娛樂稅？ 

(A)電影院(B)游泳池(C)高爾夫球場。 

 

玖、 印花稅篇 

(E)1.那些憑證應課徵印花稅？ 

(A)銀錢收據(B)買賣動產契據(C)承攬契據(D)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E)以上

皆是。 

(B)2.租賃契約應否貼印花稅票？ 

(A) 一定要貼(B)原則上免貼，但如果代替收據使用時，就應該要貼。 

【註】租賃契約並非印花稅規定之課徵範圍，免貼印花稅票；但如果在租賃契約上

註記收取款項簽收時，因具有代替收據性質，依印花稅法規定，應依銀錢收據之稅

率按金額千分之四計貼印花稅票。 

(A)3.小明於統一發票開獎月份以紙本發票對中特別獎1,000萬，領獎收據是否需要貼繳

4‰(即4萬元)的印花稅票? 

(A) 需要(B)不需要。 

(C)4.承上題，小明對中特別獎1,000萬如何繳納印花稅? 

(A)自行去郵局買印花稅票(B)到稅務機關開立繳款書(C)以上皆是。 

(B)5.若小明要購買印花稅票應去那裡才買的到? 

(A)全省任一家銀行(B)全省任一家郵局、支局(C)全省任一家便利超商。 

(B)6.印花稅額如不足1元，是否需繳納? 

(A) 要(B) 不要。 

(A)7.下列紙本統一發票中獎獎金何者不須在領獎收據上貼用印花稅票? 

(A) 200元(B) 1,000元(C) 4,000元(D) 10,000元。 

【註】領獎收據屬銀錢收據性質，應貼用印花稅票稅率為4‰，因200元*4‰=0.8元…

不足1元，故不須貼用印花稅票。 

(A)8.印花稅是國稅還是地方稅? 

(A) 地方稅(B) 國稅。 

(A)9.中樂透彩券領取金時，是否要繳納印花稅票? 

(A) 要(B) 不要。 

(B)10.領取樂透彩金時簽收之領據，係屬銀錢收據性質，應依印花稅法規定按金額貼用

多少的印花稅票? 

(A) 千分之一(B) 千分之四(C)每件稅額新臺幣12元。 

(A)11.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應貼足印花稅票，對不對? 

(A) 對(B) 不對。 

(C)12.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或貼用不足稅額者，除補貼印花稅票外，按漏

貼稅額處多少罰鍰? 



(A)處1倍至3倍罰鍰(B)處3倍至5倍罰鍰(C)處5倍至15倍罰鍰。 
 

十、 統一發票篇 

(C)1.統一發票於單月25日開奬，目前最高獎金為多少元？ 

(A)50萬(B)200萬(C)1,000萬 

(D)2.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開立無實體電子發票，民眾不會收到紙本發票，但可透

過哪些管道查詢到發票字軌號碼? 

(A)公用事業小平台(B)客服專線(C)語音(D)以上皆是 

(C)3.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本期開立電子發票字軌號碼，會列示於何處? 

(A)次期帳單(B)已繳納憑證(C)以上皆是 

(D)4.手機條碼可歸戶之載具為何？ 

(A)icash(B)悠遊卡(C)金融卡(D)以上皆是 

(C)5.若小明統一發票兌獎對中4,000元，小明將對中發票於次月6日起拿去金融機構兌

領，金融機構應幫小明扣繳多少%所得稅? 

(A)10%(B)15%(C)20%(D)25% 

(B)6.可作為管理載具（歸戶）之載具有哪些？ 

(A)手機條碼、健保卡(B)手機條碼、自然人憑證(C)健保卡、信用卡 

(D)7.紙本統一發票對中獎5獎或6獎者，可向哪裡領取獎金？ 

(A)第一銀行(B)4大超商、全聯、美聯社(C)彰化銀行(D)以上皆可 

(C)8.統一發票兌獎APP有那些功能？ 

(A)自動對獎(B)兌領發票中獎獎金(C)以上皆是 

(C)9.紙本統一發票若中獎，應於次月之6日起幾個月內領取完畢? 

(A)1個月(B)2個月(C)3個月(D) 4個月 

(D)10.108年9月起雲端發票增加500元專屬獎幾組? 

(A)400組(B)4,000組(C)40,000組(D)400,000組 

(C)11.下列何者是使用載具儲存雲端發票的好處? 

(A)節能減碳又環保(B)中獎獎金自動匯入帳戶(C)以上皆是 

(A)12.公用事業何時開始開立電子發票? 

(A)105年1月1日(B)105年6月6日(C)106年1月1日(D)106年6月6日 

(B)13.申辦手機條碼載具需要提供那2項東西? 

(A)電話號碼、信用卡(B)手機號碼、E-MAIL信箱(C)自然人憑證、E-MAIL信箱(D)手

機號碼、信用卡 

(C)14.已辦理手機條碼載具者，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設定領獎帳戶資料後，對中電

子發票除中獎獎金自動入帳外，還可以節省什麼稅? 

(A)契稅(B)所得稅(C)印花稅 

(D)15.小明想要申辦手機條碼載具，可至哪些地方申辦? 

(A)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B)各地稅捐機關或各地國稅局(C)超商多媒體事務機(如

7-11的ibon)(D)以上皆是 



(C)16.申辦手機條碼時，E-mail信箱會收到一封由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平台寄發的驗證

信，點選連結操作後，才能開始由該平台提供哪2項功能? 

(A)查詢發票(含捐贈)及歸戶設定(B)查詢中獎發票及更改驗證碼(C)更改驗證碼及

中獎通知(D)更改電子郵件及設定領獎資料 

(A)17.營業稅是屬於國稅還是地方稅？ 

(A)國稅(B)地方稅。 

(B)18.紙本電子發票消費者若遺失，能不能再行列印或補發？ 

(A)可以(B)不能。 

【註】比照傳統二聯式發票遺失處理，不可再行列印給消費者，以維持兌獎之唯一

性。 

(A)19.為了防止店家逃漏稅，購物消費一定要索取什麼東西？ 

(A)統一發票(B)購物袋。 

【註】統一發票內含5%的營業稅，如果我們不索取發票，非法業者就可以逃漏5%的

營業稅，政府建設的經費就會因此減少。 

(A)20.統一發票除了兌獎之外，還可以幫助政府稅收對不對？ 

(A)對(B)不對。 

(B)21.對中了統一發票末三碼，可以獲得新台幣多少的獎金？ 

(A)100元(B)200元(C)300元。 

(C)22.統一發票中獎多少元以上須於領獎收據上貼用印花稅票？ 

(A)200元以上(B)500元以上(C) 1,000元以上。 

(C)23.如果買東西遇到商店不開統一發票時，可以向哪個單位檢舉？ 

(A)稅務局(B)縣政府(C)財政部國稅局。 

【註】統一發票內含5%的營業稅，而營業稅是由國稅局負責徵收，如果買東西時遇

到商家不開發票、漏開發票或要求額外加5%的營業稅才開發票，記得向國稅局檢舉

喔! 

(B)24.若雲端發票載具已完成歸戶並設定中獎匯款服務，中獎者由整合服務平台通知中

獎，並於開獎次月6號，如何獲得獎金？ 

(A)自行列印中獎證明到便利商店兌領(B)獎金直接匯入指定帳戶(扣除應繳納所得

稅額)。 

(A)25.透過「載具」索取雲端發票就不用列印紙本發票? 

(A)對(B)不對。 

【註】雲端發票載具包括會員卡載具、悠遊卡/icash及手機條碼，載具可直接儲存

發票，就不用列印紙本發票 

(B)26.統一發票每幾個月開獎一次？ 

(A) 1個月(B)2個月(C)3個月。 

(A)27.統一發票買受人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等，不得領獎對嗎？ 

(A)對(B)不對。 

(A)28.統一發票是單月開獎還是雙月開獎？ 

(A)單月(B)雙月。 



(C)29.統一發票是單月的幾日開獎？ 

(A)5日(B)15日(C)25日。 

(B)30.自108年1月1日起，下列哪個據點不提供統一發票兌獎服務？ 

(A)四大超商(B)郵局(C)第一銀行 

(E)31.使用雲端發票好處多多，那到底有哪些好處？ 

(A)使用載具會自動兌獎，把握中獎好機會(B)節能減碳，減少紙張使用(C)記帳方便

(D)避免發票遺失(E)以上都是。 

(C)32.小朋友雖然不用繳稅，但可以用什麼方法讓政府的稅收增加? 

(A)用功讀書(B)聽爸爸媽媽的話(C)索取統一發票。 

【註】小朋友接受12 年的國民教育，沒有工作不必申報所得，因此索取統一發票，

是小朋友幫助政府增加營業稅的最佳管道。 

(B)33.申請手機條碼的網站是？ 

(A)中華電信官網(B)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C)稅捐處官網。 

【註】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wSite/mp)，可以取得所有電子發票的相關資

訊。 

(C)34.可儲存雲端發票的載具是？ 

(A)手機條碼(B)悠遊卡(C)以上皆是。 

 

十一、 多元納稅管道篇 

(B)1.稅額多少元以下的稅單可以到便利商店繳稅？ 

(A)10,000 元(B)20,000 元(C)30,000 元。 

【註】稅額2萬元以下，沒有逾期之稅單，皆可到四大便利商店(7-11、OK、萊爾富

及全家)繳納，不用手續費喔。 

(B)2.小明持牌照稅稅款繳款書至便利超商繳納汽缸總排量3200cc的牌照稅，結果店員

告知無法在超商繳納，一問得知原來在便利超商繳納稅款超過多少元以上，是要利

用其他管道繳納? 

(A)1萬5000元(B)2萬元(C) 4萬元。 

(B)3.小明常忘記繳納定期開徵之地方稅，他希望當年(期)均能以轉帳方式代繳稅款，

請問他應該於各稅開徵前幾個月提出申請？ 

(A)1個月(B)2個月(C)3個月 

【註】轉帳納稅於稅款開徵2個月前申辦，未於2個月前申辦者，自次期起適用。 

(D)4.每當繳稅季節來臨，政府單位會提供多種繳稅管道，哪一種非為繳稅管道? 

(A)臨櫃繳納、約定轉帳納稅(B)自動櫃員機轉帳、信用卡繳稅(C)便利商店納稅、活

期(儲蓄)存款帳戶、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轉帳(D)郵局 

(C)5.哪兩種繳納稅款管道，可選擇使用QR-code、網際網路或電話語音方式納稅? 

(A)約定轉帳納稅、信用卡繳稅(B)自動櫃員機轉帳、信用卡繳稅(C)信用卡繳稅、活

期(儲蓄)存款帳戶 



(D)6.E化繳稅新招是？ 

(A)行動裝置掃描繳款書上QR-code繳稅(B)下載APP行動支付工具繳稅(C)已註冊健

保卡及自然人憑證線上查繳稅(D)以上皆是。 

 

十二、其他 

(B)1.納稅義務人如發現稅單有記載、計算錯誤或重複時，怎麼辦？ 

(A)不理他(B)在規定繳納期間內，要求稅捐稽徵機關查對更正。 

【註】稅捐稽徵法第17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如發現繳納通知文書有記載、計算錯誤

或重複時，於規定繳納期間內，得要求稅捐稽徵機關，查對更正。 

(A)2.納稅義務人如發現稅單有記載、計算錯誤或重複時，於規定繳納期間內，可不可

要求稅捐稽徵機關查對更正？ 

(A)可以(B)不可以 

(E)3.納稅義務人有下列哪些原因之一，在法定期間內不能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納稅

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A)天災(B)事變(C)不可抗力之事由(D)經濟弱勢者(E)以上皆是。 

(C)4.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勢者，不能於法定期間內

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期間，不

得超過多少年？ 

(A)一年(B)二年(C)三年(D)四年 

(C)5.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後幾日？仍未繳納者，會被稅捐稽徵機關

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A)十日(B)二十日(C)三十日(D)四十日 

(A)6.納稅義務人對於稅捐機關核定稅捐之處分不服時，行政救濟程序之順序為： 

(A)復查、訴願、行政訴訟(B)復查、行政訴訟、訴願(C)行政訴訟、訴願、復查(D)

訴願、復查、行政訴訟 

【註】對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稅額不服，可以在提起復查前，可以可先向稅捐機關申

請查對更正。 

行政救濟程序：復查 訴願 行政訴訟 

復查：應於稅額或罰鍰繳款書送達後，在繳納期間屆滿次日起三十日內申請復查。 

無應納稅額者，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後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申請復查。 

訴願：應於收到復查決定書或非屬核定稅捐之其他行政處分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起

訴願。 

行政訴訟：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二個月內提起訴訟。 

(B)7.至超商繳稅是否需支付手續費？ 

(A)要(B)不需要 

【註】財政部為使納稅義務人更輕鬆更方便的繳稅，稅額2萬元以下之納稅義務人可

以透過便利商店(統一、萊爾富、來來、全家)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動櫃員

機及電話語音等方式繳納稅款，除採信用卡繳稅者，仍需由各發卡銀行酌收手續費



外，利用其他方式繳稅均可免付手續費。 

(A)8.收到稅單，忘了繳納，會不會受到處罰？ 

(A)會(B)不會。 

【註】逾稅捐開徵期繳納，除本稅外需加徵滯納金。每逾2日須加徵1%滯納金，最高

計至15%。逾滯納期未繳納，則連同本稅及滯納金移送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強制執行。 

(B)9.收到稅單，可以拿到郵局繳納嗎？ 

(A)可以(B)不可以。 

【註】目前郵局並無臨櫃代收稅款，可至便利商店(7-11,OK,萊爾富,全家)、銀行、

農漁會等直接以現金繳納。 

(B)10.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何時開始實始？ 

(A)105年12月28日(B)106年12月28日(C)107年1月1日 

(D)11.以下何者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達成保障納稅者權利目標的方向？ 

(A)公平合理課稅(B)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C)維持基本生活費用不課稅(D)以上皆

是。 

【註】「納稅者權利保護法」達成保障納稅者權利目標的五大方向：維持基本生活

費用不課稅、落實稅捐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合理課稅、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設置

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C)12.因颱風造成商品泡稅毀損，請問應於幾日內向國稅局申請災害損失減免呢？ 

(A)15日內(B)25日內(C)30日內 

(B)13.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課稅及退稅，應依以法律為依據，我們稱之為？ 

(A)正當程序保障(B)租稅法定主義(C)量能課稅原則 

 

是非題 

一、 中華民國稅務簡介篇 

（○）1.我國目前稅收可分為國稅、地方稅兩種。 

（○）2.人民依法納稅供作政府保護人民安全、滿足人民需要和增進人民福利的各種施政財源。 

（○）3.納稅義務人不於規定期限繳納稅捐，每逾2日按應納稅額加徵百分之一的滯納金。 

（○）4.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為地方稅，由地方稅務局（稅捐處）負責稽徵。 

（○）5.稅捐的徵收期間原則為5年。 

（○）6.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提供之財產及所得資料，應予保密。  

（○）7.政府依法律規定向人民強制徵收租稅。 

（Ｘ）8.由地方政府主管的稅為地方稅，在基隆市由財政部國稅局基隆分局負責稽徵。 

（○）9.納稅義務人應納的稅捐，如於繳納期間屆滿30日後仍未繳納，將會被移送強制執行。 

（Ｘ）10.我國人民的租稅負擔，與歐美主要國家比較是偏高的。 

（○）11.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皆可以辦理轉帳納稅。 

（Ｘ）12.買賣房地產均由賣方申報繳納土地增值稅及契稅。 

（Ｘ）13.任何一種地方稅均可至便利商店繳稅。 

（○）14.納稅義務人對於稽徵機關核定之稅額或罰鍰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 

（○）15.一般人所說的「燃料費」屬於政府規費並非課稅項目。 



（Ｘ）16.已逾繳納期限的房屋稅，可用電話語音轉帳或到便利超商繳稅。 

（Ｘ）17.我們可以在郵局繳納各項稅捐。 

（○）18.房屋稅及地價稅是屬於地方稅。 

（○）19.稅捐機關不會以電話通知納稅義務人至提款機前操作辦理退稅。 

（○）20.納稅義務人應納的稅捐，如於繳納期間屆滿30 日後仍未繳納，將會被移送強制執行。 

（○）21.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22.不論對所得、財產、物品或法定的行為課稅，稅法都會規定由誰來繳稅，這個人就叫做納稅義務

人。 

（Ｘ）23.所得稅及營業稅是屬於地方稅。 

（○）24.租稅又稱賦稅、租賦、稅捐。 

（○) 25.便利商店繳稅免收手續費。 

（○) 26.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有設置納保官協助處理稅捐爭議。 

（Ｘ）27.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不可以在調查過程中錄影錄音。 

註：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1.調查過程中可錄影錄音 2.受調查得偕同代理人、輔佐人到場 設

置納保官協助處理稅捐爭議 4. 設置稅務專業法庭及簡化救濟程序 

（Ｘ）28.逾期的稅單也可以使用行動支付APP繳稅。註：只能當期的稅單，逾期的稅單只能到銀行繳納。 

（○) 29.Apple pay可以繳稅 

 

二、統一發票及營業稅 

（○）1.林同學買一雙球鞋，向商家索取統一發票，不必多付5%營業稅。 

（○）2.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可向彰化銀行兌領。 

（○）3.統一發票每逢單月的25日開獎。 

（○）4.購物消費索取統一發票，除可兌獎外，也可增加政府之營業稅稅收。 

（○）5.計程車業免開統一發票。 

（○）6.統一發票第六獎獎金200元。 

（○）7.統一發票中獎獎金超過1,000元以上者，需貼印花稅票於領獎收據上。 

（Ｘ）8.統一發票每逢單月的25日開獎，中獎獎金可向郵局兌領。 

（○）9.統一發票是課徵營業稅的依據。 

（○）10.中獎之統一發票,每張按其最高中獎獎別限領一個獎金。 

（○）11.使用統一發票的商店其營業稅稅率為5%。 

 

三、牌照稅 

（Ｘ）1.汽車燃料使用費是屬於稅捐。 

（○）2.報停、繳銷、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經查獲使用公共道路，除補稅外再處以應納稅額2倍之罰鍰。 

（Ｘ）3.小王去年底買了一輛全新汽車，掛牌時已經繳納使用牌照稅，今年4月開徵時就不用再繳稅。 

（Ｘ）4.欠稅汽車行駛在馬路上被查獲，除補稅外，還要處應納稅額處2倍的罰鍰。 

（○）5.汽車泡水在修理期間向監理站申報停用，使用牌照稅可以按實際使用天數計算。 

（Ｘ）6.交通工具未繳清使用牌照稅及罰鍰前，仍可辦理過戶登記。 

（○）7.125cc機車可免徵使用牌照稅。 

（Ｘ）8.報停及繳註銷牌照車輛可再行駛公路。 

（○）9.免稅車輛一經核定免徵使用牌照稅，如其申請核准免稅的條件不變，不必每年申請核免手續。 



（○）10.目前我國對於一般車輛每年應課徵使用牌照稅。 

（○）11.專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領有駕駛執照者使用之交通工具，其使用牌照稅之減免，每人以一輛

為限。 

（Ｘ）12.自用小客車的使用牌照稅在每年4月及10月課徵。 

（Ｘ）13.已逾繳納期限的牌照稅，可用網路繳稅或到便利超商繳稅。 

（○）14.車輛使用牌照稅是按日計算課稅。 

（Ｘ）15.車輛如果老舊不堪使用，要向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報廢登記。 

（○）16.車輛所有人向監理站辦理過戶移轉時，應繳清當期及以前各期使用牌照稅。 

 

四、房屋稅 

（○）1.地下室供住戶停車使用未收費者，可以免徵房屋稅。 
（Ｘ）2.房屋稅的課稅期間為當年的1月至12月。 

（○）3.房屋稅開徵繳納期間為每年5月1日至5月31日。 

（○）4.目前住家房屋現值在新台幣10萬元1千元以下之房屋免徵房屋稅。 

（○）5.房屋遭受水災毀損，應於30 日內向當地地方稅務局(稅捐處)申報減免房屋稅。 

（Ｘ）6.違章建築房屋，因為沒有所有權，所以不必課徵房屋稅。 

（Ｘ）7.房屋稅繳納有疑義時，應洽詢國稅局。 

（○）8.小李有3間房子，所以房屋稅開徵時，他會收到3張稅單。 

（Ｘ）9.營利事業使用的房屋，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Ｘ）10.頂樓加蓋的房屋，因為沒有所有權狀，免課徵房屋稅。 

（○）11.空置不為使用的房屋，按照使用執照上記載的用途別課徵房屋稅。 

（Ｘ）12.房屋有毀損嚴重情形時，可向國稅局辦理減免稅款。註：向稅務局或稅捐處辦理減免 

（○）13.房屋的標準價格，每3年重新評定1次。 

（○）14.屬於公有房屋之名勝古蹟免徵房屋稅。 

（○）15.非住家用之房屋其為開設補習班使用，須依房屋現值課徵2%房屋稅。 

（○）16.欠繳房屋稅之房屋，在欠稅款未繳清之前，不能辦理移轉登記。 

（○）17.無償供政府機關公用之房屋免徵房屋稅。 

（○）18.房屋稅一年徵收一次。 

 

五、地價稅 

（○）1.一般土地的地價稅採累進稅率課徵。 

（○）2.地價稅的課稅所屬期間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3.地價稅是以8月31日土地登記簿登載的土地所有權人，為當年度地價稅的納稅人，繳納該筆土地全

年地價稅。 

（○）4.地價稅的繳納期間為每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 

（○）5.李小姐在彰化縣及基隆市各有一筆土地需課地價稅，則她有二張地價稅稅單。 

（○）6.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地價期間內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的80%為其申報地價。 

（○）7.地價稅是以土地為課徵標的所徵收的一種租稅。 

（○）8.供公共使用的騎樓用地，沒有營業，可申請減免地價稅。 

（○）9.已超過繳納期限的地價稅，不可用電話語音轉帳或到便利超商繳稅。 

（Ｘ）10.規定地價後，每5年重新規定地價1次 註：每2年重新規定 



（Ｘ）11.每年地價稅納稅基準日為9月22日。註：8月31日 

 

六、印花稅 

（○）1.補習班收取補習費所開立之收據，應按收取金額4‰貼用印花稅票。 

（Ｘ）2.印花稅票可以用鉛筆來銷花。 

（Ｘ）3.印花稅票貼用註銷後揭下重用者，照揭下重用之印花稅票數額，處十至二十倍罰鍰。註：應處二

十至三十倍罰鍰 

（○）4.農民出售本身生產之農產品所出具之收據免納印花稅。 

（○）5.我們可以在郵局買印花稅票貼在契約書上，並記得在貼花處蓋章註銷。 

（○）6.印花稅票經貼用註銷者，不可再撕下重用。 

 

七、土地增值稅 

（○）1.土地增值稅係按土地漲價倍數累進課徵。 

（○）2.夫妻互贈房地產，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要申報契稅及印花稅。 

（Ｘ）3.土地增值稅的一般稅率最高為50﹪ 

（Ｘ）4.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增值稅優惠稅率是30%。註：10% 

（Ｘ）5.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都是屬於地方稅。 

（○）6.土地增值稅的一般稅率最高為40﹪。 

（○）7.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給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8.土地為有償移轉者，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所有人為納稅義務人。 

（Ｘ）9.土地因繼承而移轉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Ｘ）10.土地無償移轉是指土地以徵收的方式移轉。註：贈與才是無償移轉 

（Ｘ）11.親屬間相互贈與之土地，可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註：只有夫妻可申請先不課徵 

（○）12.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13.土地為有償移轉者，其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所有人為納稅義務人。 

（○）14.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無固定開徵日期。 

 

八、娛樂稅 

（Ｘ）1.公益表演活動因不收取費用，免徵娛樂稅，因此不必事先向轄區地方稅務局（稅捐處）報備。 

（Ｘ）2.大頭貼的費用內含娛樂稅。 

（Ｘ）3.臨時舉辦娛樂活動對外售票收取費用，不課娛樂稅。 

（○）4.阿妹舉辦演唱會對外賣票收取費用，要課娛樂稅。 

（Ｘ）5.娛樂稅的納稅義務人為提供娛樂場地的人。註：出價娛樂的人 

（○）6.娛樂稅之代徵人為娛樂場所之提供人或舉辦人。 

九、契稅 

（○）1.買賣房屋應依法繳納契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