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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得勝影展
第三屆

　　　　　　　　　　　　　       由得勝者教育協會主辦之「2019第三屆得勝影展-燦爛的傳承微電影比賽」頒

　　　　　　　　　　　　獎典禮，於108年10月19日(六)下午2點在台中市大毅幸福會館盛大舉行，邀請得獎者偕

　　　　　　同親友出席頒獎盛會。今年以「傳承」為主題，上一代將知識的精華、前人經歷的故事、個人生活的

經驗及記憶中的美味，透過不同的形式傳承給下一代，希望這顆傳承的種子能不斷散播下去。

    為了能讓青少年挖掘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用影像傳遞真實感動的故事，榮獲大學組第一名作品《算命？》影

片內容透過詼諧的手法，融合傳統江湖術士與現代親子疏離的題材，透過小孩的角度，訴說著如何尋回家中愛的故

事；高中組第一名作品《重現Kaxabu》，描述時間的洪流不停的往前走，人們隨之不斷前行，科技、技術不斷進步

，然而，有些文化在飛速前進的時光裡逐漸被淡忘，而在這個社區裡，有一群文化的傳人，守護著悠久的文化，希

望能讓葛哈巫文化，永遠流傳；而國中組第一名的作品《光影傳承》，片中記錄學生承接偶劇任務的心路歷程，與

老師在教導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得勝者教育協會理事長黃臺珠表示，得勝者深耕青少年生命品格教育，用年輕人記憶中的美好出發，盼望透過

影像拍攝，讓關係經由參與傳承的過程更加緊密，也讓得勝者推廣青少年生命品格教育的精神能被更多人認同。

郵政劃撥-帳號：21873471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註明：為台中辦公室)

銀行轉帳：玉山銀行(銀行代碼：808)　　帳　號：0118-440-008-944

支票捐款：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地　　址：10485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57號3樓

電　　話：(02)2501-1220│(02)2501-1210 會計小姐│傳　真：(02)2501-1220

得勝者邀您一起【投資品格、灌溉未來】
邀請您一起在青少年生命轉化中有份～您可以【實際行動】支持生命品格建造工程：

用影像傳遞記憶中最純粹的那份美好！

04-2235-1115

(註明：185無障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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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三、四下午

北屯區樂齡樂齡北屯區 學習中心學習中心

樂齡學習中心提供社區中滿55歲以上民眾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生活規劃、自主學習、社會貢獻為目標，

期待再教育的中高齡者能正向迎向老後歲月，並能樂活築夢。

課程多元，詳細課程說明歡迎來電洽詢04-22984774*329戴曉芳專員
Line ID：sukinsukin  │  E-mail：sukin_dai@e-touch.org.tw

下午14:00-16:00

代間學習-活化歷史

3/3～5/19(二)

下午14:00-16:00

抒壓按摩

3/5、3/19(四)

下午14:00-16:00

居家安全

3/12(四)

下午14:00-15:00、15:00-16:00

樂活春～伸平有力我最行

3/11、3/25(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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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PEAC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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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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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ove

手作的感覺，融入幸福終於
看到一顆顆的地瓜圓。(又一城．屈亭安)

芋圓QQ的吃起來很有滋味。(大毅風範．詹能琇)

搓出幸福的原味。(其他團體．謝伊惠)

好棒的觀念，很棒的體驗，感謝大毅與老師。
(其他團體．林妙純)

全家一起DIY小點心，成就感十足。(其他團體．蘇郁湘)

謝謝幸福館舉辦的活動，讓小朋友很高興。(雙十流域．詹菁菁)

今天的老師很活潑，易帶動氣氛，非常喜歡，
孩子也玩得開心。(其他團體．賴以璇)

有溫度的活動，有溫度的環境，
這就是家的感覺。(履幸福．李亞蒨)

可愛的小魚放在透明的肥皂裡，小朋友超期待
晚上的洗澡時間。(其他團體．趙勇任)

溫馨家的感覺，時間喚醒家人！(其他團體．王麗娟)

真的是幸福，每每參加的課程，
只能說真是太棒了！(其他團體．蔡淑慧)

小技術，大學問，蝶谷巴特有特色！(大毅奇美．廖婉伶)

親子手作，互動性佳。(其他團體．吳佳儒)

很開心能與親子一同參與。(其他團體．廖綉玉)

謝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熱心舉辦這麼多的活動！
(其他團體．陳曉如)

可以自己縫面紙套，裝飾居家，感覺很棒！(其他團體．趙勇任)

縫合面紙套，縫入美觀衛生，縫出美滿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增進家人彼此間的互動與合作，真是太棒了！(台中公園．張仁炘)

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準備的活動都很多元、很棒。(其他團體．林燕娟)

很喜歡這類課程，能增進親子之間的互動，感覺很不錯，
希望能多多舉辦！（教會團體．吳懿安）

和服娃娃代表溫柔、可愛、美麗、漂亮。(大毅奇美．何莉莉)

三代手作，幸福滿溢。(履幸福．蔡如涵)

我做的小傑造型夜燈好可愛，晚上將陪我一夜好眠。(一畝田．黃軍弘)

童趣～回味無窮。(大毅奇美．何莉莉)

作品很有紀念性，大小朋友都愛。(狄斯耐．黃施絃)

每次都覺得很有趣，增加親子感情。(其他團體．吳懿安)

親手縫出屬於自己的名片夾，
很有成就感！(又一城．屈亭君)

針線活，針幸福。(好幸福．張幼琪)

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一遇．鄭秀麗)

皮革超耐用，很實用DIY。(樂河市．林雅倫)

讓生活多姿多彩。(好幸福．黃珊珊)

謝謝大毅的工作人員，規劃提供極佳的課程活動。(誠石二期．蔡岱玲)

萬用名片包，耐看又實用，一針一線幸福成就感。(台中公園．張聖梅)

幸福留言板
2019

有趣好玩、新知識、環保概念。(大毅風範．李德正)

自製物理性防曬乳，保護自己的皮膚，也避免了對
海洋環境的傷害，真讚！(台中公園．張聖梅)

第一次做這麼香的防曬隔離乳，薰衣草味的喔！
真香！(一畝田．黃軍弘)

每次的參與都能得到滿滿的收穫。(台中公園．施淑梅)

防曬、美白夏季出遊，全家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相遇、手作是一種幸福！(大毅卓越．徐孟音)

有意義的活動，結合生活、有創意。(其他團體．曾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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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棒的觀念，很棒的體驗，感謝大毅與老師。
(其他團體．林妙純)

全家一起DIY小點心，成就感十足。(其他團體．蘇郁湘)

謝謝幸福館舉辦的活動，讓小朋友很高興。(雙十流域．詹菁菁)

今天的老師很活潑，易帶動氣氛，非常喜歡，
孩子也玩得開心。(其他團體．賴以璇)

有溫度的活動，有溫度的環境，
這就是家的感覺。(履幸福．李亞蒨)

可愛的小魚放在透明的肥皂裡，小朋友超期待
晚上的洗澡時間。(其他團體．趙勇任)

溫馨家的感覺，時間喚醒家人！(其他團體．王麗娟)

真的是幸福，每每參加的課程，
只能說真是太棒了！(其他團體．蔡淑慧)

小技術，大學問，蝶谷巴特有特色！(大毅奇美．廖婉伶)

親子手作，互動性佳。(其他團體．吳佳儒)

很開心能與親子一同參與。(其他團體．廖綉玉)

謝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熱心舉辦這麼多的活動！
(其他團體．陳曉如)

可以自己縫面紙套，裝飾居家，感覺很棒！(其他團體．趙勇任)

縫合面紙套，縫入美觀衛生，縫出美滿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增進家人彼此間的互動與合作，真是太棒了！(台中公園．張仁炘)

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準備的活動都很多元、很棒。(其他團體．林燕娟)

很喜歡這類課程，能增進親子之間的互動，感覺很不錯，
希望能多多舉辦！（教會團體．吳懿安）

和服娃娃代表溫柔、可愛、美麗、漂亮。(大毅奇美．何莉莉)

三代手作，幸福滿溢。(履幸福．蔡如涵)

我做的小傑造型夜燈好可愛，晚上將陪我一夜好眠。(一畝田．黃軍弘)

童趣～回味無窮。(大毅奇美．何莉莉)

作品很有紀念性，大小朋友都愛。(狄斯耐．黃施絃)

每次都覺得很有趣，增加親子感情。(其他團體．吳懿安)

親手縫出屬於自己的名片夾，
很有成就感！(又一城．屈亭君)

針線活，針幸福。(好幸福．張幼琪)

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一遇．鄭秀麗)

皮革超耐用，很實用DIY。(樂河市．林雅倫)

讓生活多姿多彩。(好幸福．黃珊珊)

謝謝大毅的工作人員，規劃提供極佳的課程活動。(誠石二期．蔡岱玲)

萬用名片包，耐看又實用，一針一線幸福成就感。(台中公園．張聖梅)

幸福留言板
2019

有趣好玩、新知識、環保概念。(大毅風範．李德正)

自製物理性防曬乳，保護自己的皮膚，也避免了對
海洋環境的傷害，真讚！(台中公園．張聖梅)

第一次做這麼香的防曬隔離乳，薰衣草味的喔！
真香！(一畝田．黃軍弘)

每次的參與都能得到滿滿的收穫。(台中公園．施淑梅)

防曬、美白夏季出遊，全家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相遇、手作是一種幸福！(大毅卓越．徐孟音)

有意義的活動，結合生活、有創意。(其他團體．曾棋平)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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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多多舉辦！（教會團體．吳懿安）

和服娃娃代表溫柔、可愛、美麗、漂亮。(大毅奇美．何莉莉)

三代手作，幸福滿溢。(履幸福．蔡如涵)

我做的小傑造型夜燈好可愛，晚上將陪我一夜好眠。(一畝田．黃軍弘)

童趣～回味無窮。(大毅奇美．何莉莉)

作品很有紀念性，大小朋友都愛。(狄斯耐．黃施絃)

每次都覺得很有趣，增加親子感情。(其他團體．吳懿安)

親手縫出屬於自己的名片夾，
很有成就感！(又一城．屈亭君)

針線活，針幸福。(好幸福．張幼琪)

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一遇．鄭秀麗)

皮革超耐用，很實用DIY。(樂河市．林雅倫)

讓生活多姿多彩。(好幸福．黃珊珊)

謝謝大毅的工作人員，規劃提供極佳的課程活動。(誠石二期．蔡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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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手作是一種幸福！(大毅卓越．徐孟音)

有意義的活動，結合生活、有創意。(其他團體．曾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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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生活多姿多彩。(好幸福．黃珊珊)

謝謝大毅的工作人員，規劃提供極佳的課程活動。(誠石二期．蔡岱玲)

萬用名片包，耐看又實用，一針一線幸福成就感。(台中公園．張聖梅)

幸福留言板
2019

有趣好玩、新知識、環保概念。(大毅風範．李德正)

自製物理性防曬乳，保護自己的皮膚，也避免了對
海洋環境的傷害，真讚！(台中公園．張聖梅)

第一次做這麼香的防曬隔離乳，薰衣草味的喔！
真香！(一畝田．黃軍弘)

每次的參與都能得到滿滿的收穫。(台中公園．施淑梅)

防曬、美白夏季出遊，全家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相遇、手作是一種幸福！(大毅卓越．徐孟音)

有意義的活動，結合生活、有創意。(其他團體．曾棋平)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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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的感覺，融入幸福終於
看到一顆顆的地瓜圓。(又一城．屈亭安)

芋圓QQ的吃起來很有滋味。(大毅風範．詹能琇)

搓出幸福的原味。(其他團體．謝伊惠)

好棒的觀念，很棒的體驗，感謝大毅與老師。
(其他團體．林妙純)

全家一起DIY小點心，成就感十足。(其他團體．蘇郁湘)

謝謝幸福館舉辦的活動，讓小朋友很高興。(雙十流域．詹菁菁)

今天的老師很活潑，易帶動氣氛，非常喜歡，
孩子也玩得開心。(其他團體．賴以璇)

有溫度的活動，有溫度的環境，
這就是家的感覺。(履幸福．李亞蒨)

可愛的小魚放在透明的肥皂裡，小朋友超期待
晚上的洗澡時間。(其他團體．趙勇任)

溫馨家的感覺，時間喚醒家人！(其他團體．王麗娟)

真的是幸福，每每參加的課程，
只能說真是太棒了！(其他團體．蔡淑慧)

小技術，大學問，蝶谷巴特有特色！(大毅奇美．廖婉伶)

親子手作，互動性佳。(其他團體．吳佳儒)

很開心能與親子一同參與。(其他團體．廖綉玉)

謝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熱心舉辦這麼多的活動！
(其他團體．陳曉如)

可以自己縫面紙套，裝飾居家，感覺很棒！(其他團體．趙勇任)

縫合面紙套，縫入美觀衛生，縫出美滿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增進家人彼此間的互動與合作，真是太棒了！(台中公園．張仁炘)

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準備的活動都很多元、很棒。(其他團體．林燕娟)

很喜歡這類課程，能增進親子之間的互動，感覺很不錯，
希望能多多舉辦！（教會團體．吳懿安）

和服娃娃代表溫柔、可愛、美麗、漂亮。(大毅奇美．何莉莉)

三代手作，幸福滿溢。(履幸福．蔡如涵)

我做的小傑造型夜燈好可愛，晚上將陪我一夜好眠。(一畝田．黃軍弘)

童趣～回味無窮。(大毅奇美．何莉莉)

作品很有紀念性，大小朋友都愛。(狄斯耐．黃施絃)

每次都覺得很有趣，增加親子感情。(其他團體．吳懿安)

親手縫出屬於自己的名片夾，
很有成就感！(又一城．屈亭君)

針線活，針幸福。(好幸福．張幼琪)

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一遇．鄭秀麗)

皮革超耐用，很實用DIY。(樂河市．林雅倫)

讓生活多姿多彩。(好幸福．黃珊珊)

謝謝大毅的工作人員，規劃提供極佳的課程活動。(誠石二期．蔡岱玲)

萬用名片包，耐看又實用，一針一線幸福成就感。(台中公園．張聖梅)

幸福留言板
2019

有趣好玩、新知識、環保概念。(大毅風範．李德正)

自製物理性防曬乳，保護自己的皮膚，也避免了對
海洋環境的傷害，真讚！(台中公園．張聖梅)

第一次做這麼香的防曬隔離乳，薰衣草味的喔！
真香！(一畝田．黃軍弘)

每次的參與都能得到滿滿的收穫。(台中公園．施淑梅)

防曬、美白夏季出遊，全家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相遇、手作是一種幸福！(大毅卓越．徐孟音)

有意義的活動，結合生活、有創意。(其他團體．曾棋平)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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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的感覺，融入幸福終於
看到一顆顆的地瓜圓。(又一城．屈亭安)

芋圓QQ的吃起來很有滋味。(大毅風範．詹能琇)

搓出幸福的原味。(其他團體．謝伊惠)

好棒的觀念，很棒的體驗，感謝大毅與老師。
(其他團體．林妙純)

全家一起DIY小點心，成就感十足。(其他團體．蘇郁湘)

謝謝幸福館舉辦的活動，讓小朋友很高興。(雙十流域．詹菁菁)

今天的老師很活潑，易帶動氣氛，非常喜歡，
孩子也玩得開心。(其他團體．賴以璇)

有溫度的活動，有溫度的環境，
這就是家的感覺。(履幸福．李亞蒨)

可愛的小魚放在透明的肥皂裡，小朋友超期待
晚上的洗澡時間。(其他團體．趙勇任)

溫馨家的感覺，時間喚醒家人！(其他團體．王麗娟)

真的是幸福，每每參加的課程，
只能說真是太棒了！(其他團體．蔡淑慧)

小技術，大學問，蝶谷巴特有特色！(大毅奇美．廖婉伶)

親子手作，互動性佳。(其他團體．吳佳儒)

很開心能與親子一同參與。(其他團體．廖綉玉)

謝謝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熱心舉辦這麼多的活動！
(其他團體．陳曉如)

可以自己縫面紙套，裝飾居家，感覺很棒！(其他團體．趙勇任)

縫合面紙套，縫入美觀衛生，縫出美滿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增進家人彼此間的互動與合作，真是太棒了！(台中公園．張仁炘)

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準備的活動都很多元、很棒。(其他團體．林燕娟)

很喜歡這類課程，能增進親子之間的互動，感覺很不錯，
希望能多多舉辦！（教會團體．吳懿安）

和服娃娃代表溫柔、可愛、美麗、漂亮。(大毅奇美．何莉莉)

三代手作，幸福滿溢。(履幸福．蔡如涵)

我做的小傑造型夜燈好可愛，晚上將陪我一夜好眠。(一畝田．黃軍弘)

童趣～回味無窮。(大毅奇美．何莉莉)

作品很有紀念性，大小朋友都愛。(狄斯耐．黃施絃)

每次都覺得很有趣，增加親子感情。(其他團體．吳懿安)

親手縫出屬於自己的名片夾，
很有成就感！(又一城．屈亭君)

針線活，針幸福。(好幸福．張幼琪)

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一遇．鄭秀麗)

皮革超耐用，很實用DIY。(樂河市．林雅倫)

讓生活多姿多彩。(好幸福．黃珊珊)

謝謝大毅的工作人員，規劃提供極佳的課程活動。(誠石二期．蔡岱玲)

萬用名片包，耐看又實用，一針一線幸福成就感。(台中公園．張聖梅)

幸福留言板
2019

有趣好玩、新知識、環保概念。(大毅風範．李德正)

自製物理性防曬乳，保護自己的皮膚，也避免了對
海洋環境的傷害，真讚！(台中公園．張聖梅)

第一次做這麼香的防曬隔離乳，薰衣草味的喔！
真香！(一畝田．黃軍弘)

每次的參與都能得到滿滿的收穫。(台中公園．施淑梅)

防曬、美白夏季出遊，全家幸福。(大毅奇美．王教勝)

相遇、手作是一種幸福！(大毅卓越．徐孟音)

有意義的活動，結合生活、有創意。(其他團體．曾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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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臺專屬諮詢服務

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變化，提供計畫回台投資或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之台商，整合五大需求政策措施，提供客製化服務，
財政部所屬各區局已設置單一窗口，由專人提供台商稅務諮詢服務。

實施期間：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本局設置單一稅務諮詢窗口審查一科廖小姐，連絡電話04-23051111分機7139
提供公開透明且標準化服務，如有相關稅務問題，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提出申請或諮詢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可與專
案小組面談溝通，亦得隨時申請撤案，領回所提供之案關資料。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簡稱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課稅標的：境外資金 課稅標的：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

實施期間 108年8月15日起至110年8月14日

資金運用規定：應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依規定管理運用│註：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相關書表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1.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8%

2.施行滿1年之次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10%

完成實質投資者退還

已繳納稅款之50%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於103年1月8日正式實施，採行「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發」之方
式，故民眾大部分不會再接到紙本的扣免繳憑單，但為方便民眾查詢相關所得資料，仍可透過下
列多元管道取得：

1.以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金融憑證透過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2.向稽徵機關臨櫃查詢。

3.稅額試算案件，由國稅局歸戶並試算後，提供納稅義務人。

4.以稽徵機關核發的查詢碼或以稅額試算通知書列印的查詢碼，加上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及出
生年月日，透過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5.向憑單填發單位申請填發憑單。

綜
合
所
得
稅

◎108年1月1日起統一發票兌獎管道新措施，發票中獎可利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或至指

定銀行、農會、信用合作社、四大超商、全聯或美聯社領獎。

◎雲端發票存載具小確幸 專屬獎金100萬元獎15組 、2000元獎15,000組，自108年9-10月期起新增

500元獎40萬組。

◎自108年7月1日起「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稅檔案功能」上線，請多加利用該功能辦理贈與稅

網路申報，地方稅網路申報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符合衛服部公告需長期照顧的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元。

◎自108年12月1日起，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為新臺幣5,000元。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其
他
事
項

個人
營利事業

適用
稅率

資金回臺專屬諮詢服務

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變化，提供計畫回台投資或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之台商，整合五大需求政策措施，提供客製化服務，
財政部所屬各區局已設置單一窗口，由專人提供台商稅務諮詢服務。

實施期間：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本局設置單一稅務諮詢窗口審查一科廖小姐，連絡電話04-23051111分機7139
提供公開透明且標準化服務，如有相關稅務問題，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提出申請或諮詢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可與專
案小組面談溝通，亦得隨時申請撤案，領回所提供之案關資料。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簡稱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課稅標的：境外資金 課稅標的：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

實施期間 108年8月15日起至110年8月14日

資金運用規定：應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依規定管理運用│註：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相關書表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1.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8%

2.施行滿1年之次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10%

完成實質投資者退還

已繳納稅款之50%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於103年1月8日正式實施，採行「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發」之方
式，故民眾大部分不會再接到紙本的扣免繳憑單，但為方便民眾查詢相關所得資料，仍可透過下
列多元管道取得：

1.以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金融憑證透過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2.向稽徵機關臨櫃查詢。

3.稅額試算案件，由國稅局歸戶並試算後，提供納稅義務人。

4.以稽徵機關核發的查詢碼或以稅額試算通知書列印的查詢碼，加上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及出
生年月日，透過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5.向憑單填發單位申請填發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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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1日起統一發票兌獎管道新措施，發票中獎可利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或至指

定銀行、農會、信用合作社、四大超商、全聯或美聯社領獎。

◎雲端發票存載具小確幸 專屬獎金100萬元獎15組 、2000元獎15,000組，自108年9-10月期起新增

500元獎40萬組。

◎自108年7月1日起「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稅檔案功能」上線，請多加利用該功能辦理贈與稅

網路申報，地方稅網路申報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符合衛服部公告需長期照顧的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元。

◎自108年12月1日起，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為新臺幣5,000元。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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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臺專屬諮詢服務

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變化，提供計畫回台投資或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之台商，整合五大需求政策措施，提供客製化服務，
財政部所屬各區局已設置單一窗口，由專人提供台商稅務諮詢服務。

實施期間：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本局設置單一稅務諮詢窗口審查一科廖小姐，連絡電話04-23051111分機7139
提供公開透明且標準化服務，如有相關稅務問題，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提出申請或諮詢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可與專
案小組面談溝通，亦得隨時申請撤案，領回所提供之案關資料。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簡稱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課稅標的：境外資金 課稅標的：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

實施期間 108年8月15日起至110年8月14日

資金運用規定：應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依規定管理運用│註：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相關書表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1.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8%

2.施行滿1年之次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10%

完成實質投資者退還

已繳納稅款之50%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於103年1月8日正式實施，採行「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發」之方
式，故民眾大部分不會再接到紙本的扣免繳憑單，但為方便民眾查詢相關所得資料，仍可透過下
列多元管道取得：

1.以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金融憑證透過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2.向稽徵機關臨櫃查詢。

3.稅額試算案件，由國稅局歸戶並試算後，提供納稅義務人。

4.以稽徵機關核發的查詢碼或以稅額試算通知書列印的查詢碼，加上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及出
生年月日，透過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5.向憑單填發單位申請填發憑單。

綜
合
所
得
稅

◎108年1月1日起統一發票兌獎管道新措施，發票中獎可利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或至指

定銀行、農會、信用合作社、四大超商、全聯或美聯社領獎。

◎雲端發票存載具小確幸 專屬獎金100萬元獎15組 、2000元獎15,000組，自108年9-10月期起新增

500元獎40萬組。

◎自108年7月1日起「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稅檔案功能」上線，請多加利用該功能辦理贈與稅

網路申報，地方稅網路申報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符合衛服部公告需長期照顧的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元。

◎自108年12月1日起，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為新臺幣5,000元。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其
他
事
項

個人
營利事業

適用
稅率

資金回臺專屬諮詢服務

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變化，提供計畫回台投資或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之台商，整合五大需求政策措施，提供客製化服務，
財政部所屬各區局已設置單一窗口，由專人提供台商稅務諮詢服務。

實施期間：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本局設置單一稅務諮詢窗口審查一科廖小姐，連絡電話04-23051111分機7139
提供公開透明且標準化服務，如有相關稅務問題，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提出申請或諮詢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可與專
案小組面談溝通，亦得隨時申請撤案，領回所提供之案關資料。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簡稱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課稅標的：境外資金 課稅標的：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

實施期間 108年8月15日起至110年8月14日

資金運用規定：應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依規定管理運用│註：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相關書表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1.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8%

2.施行滿1年之次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10%

完成實質投資者退還

已繳納稅款之50%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於103年1月8日正式實施，採行「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發」之方
式，故民眾大部分不會再接到紙本的扣免繳憑單，但為方便民眾查詢相關所得資料，仍可透過下
列多元管道取得：

1.以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金融憑證透過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2.向稽徵機關臨櫃查詢。

3.稅額試算案件，由國稅局歸戶並試算後，提供納稅義務人。

4.以稽徵機關核發的查詢碼或以稅額試算通知書列印的查詢碼，加上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及出
生年月日，透過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5.向憑單填發單位申請填發憑單。

綜
合
所
得
稅

◎108年1月1日起統一發票兌獎管道新措施，發票中獎可利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或至指

定銀行、農會、信用合作社、四大超商、全聯或美聯社領獎。

◎雲端發票存載具小確幸 專屬獎金100萬元獎15組 、2000元獎15,000組，自108年9-10月期起新增

500元獎40萬組。

◎自108年7月1日起「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稅檔案功能」上線，請多加利用該功能辦理贈與稅

網路申報，地方稅網路申報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符合衛服部公告需長期照顧的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元。

◎自108年12月1日起，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為新臺幣5,000元。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其
他
事
項

個人
營利事業

適用
稅率

資金回臺專屬諮詢服務

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變化，提供計畫回台投資或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之台商，整合五大需求政策措施，提供客製化服務，
財政部所屬各區局已設置單一窗口，由專人提供台商稅務諮詢服務。

實施期間：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本局設置單一稅務諮詢窗口審查一科廖小姐，連絡電話04-23051111分機7139
提供公開透明且標準化服務，如有相關稅務問題，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提出申請或諮詢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可與專
案小組面談溝通，亦得隨時申請撤案，領回所提供之案關資料。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簡稱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課稅標的：境外資金課稅標的：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

實施期間 108年8月15日起至110年8月14日

資金運用規定：應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依規定管理運用│註：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相關書表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1.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8%

2.施行滿1年之次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10%

完成實質投資者退還

已繳納稅款之50%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於103年1月8日正式實施，採行「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發」之方
式，故民眾大部分不會再接到紙本的扣免繳憑單，但為方便民眾查詢相關所得資料，仍可透過下
列多元管道取得：

1.以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金融憑證透過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2.向稽徵機關臨櫃查詢。

3.稅額試算案件，由國稅局歸戶並試算後，提供納稅義務人。

4.以稽徵機關核發的查詢碼或以稅額試算通知書列印的查詢碼，加上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及出
生年月日，透過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5.向憑單填發單位申請填發憑單。

綜
合
所
得
稅

◎108年1月1日起統一發票兌獎管道新措施，發票中獎可利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或至指

定銀行、農會、信用合作社、四大超商、全聯或美聯社領獎。

◎雲端發票存載具小確幸 專屬獎金100萬元獎15組 、2000元獎15,000組，自108年9-10月期起新增

500元獎40萬組。

◎自108年7月1日起「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稅檔案功能」上線，請多加利用該功能辦理贈與稅

網路申報，地方稅網路申報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符合衛服部公告需長期照顧的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元。

◎自108年12月1日起，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為新臺幣5,000元。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其
他
事
項

個人
營利事業

適用
稅率

資金回臺專屬諮詢服務

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變化，提供計畫回台投資或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之台商，整合五大需求政策措施，提供客製化服務，
財政部所屬各區局已設置單一窗口，由專人提供台商稅務諮詢服務。

實施期間：108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本局設置單一稅務諮詢窗口審查一科廖小姐，連絡電話04-23051111分機7139
提供公開透明且標準化服務，如有相關稅務問題，可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提出申請或諮詢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並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可與專
案小組面談溝通，亦得隨時申請撤案，領回所提供之案關資料。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簡稱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課稅標的：境外資金課稅標的：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

實施期間 108年8月15日起至110年8月14日

資金運用規定：應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依規定管理運用│註：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相關書表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1.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8%

2.施行滿1年之次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在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10%

完成實質投資者退還

已繳納稅款之50%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於103年1月8日正式實施，採行「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發」之方
式，故民眾大部分不會再接到紙本的扣免繳憑單，但為方便民眾查詢相關所得資料，仍可透過下
列多元管道取得：

1.以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金融憑證透過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2.向稽徵機關臨櫃查詢。

3.稅額試算案件，由國稅局歸戶並試算後，提供納稅義務人。

4.以稽徵機關核發的查詢碼或以稅額試算通知書列印的查詢碼，加上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及出
生年月日，透過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5.向憑單填發單位申請填發憑單。

綜
合
所
得
稅

◎108年1月1日起統一發票兌獎管道新措施，發票中獎可利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或至指

定銀行、農會、信用合作社、四大超商、全聯或美聯社領獎。

◎雲端發票存載具小確幸 專屬獎金100萬元獎15組 、2000元獎15,000組，自108年9-10月期起新增

500元獎40萬組。

◎自108年7月1日起「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稅檔案功能」上線，請多加利用該功能辦理贈與稅

網路申報，地方稅網路申報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符合衛服部公告需長期照顧的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12萬元。

◎自108年12月1日起，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為新臺幣5,000元。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稅務小叮嚀！

其
他
事
項

個人
營利事業

適用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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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寒假兒童
2/3(一)~2/7(五)

陪伴週
13:30~16:30地　　點：協同會愛家教會

對　　象：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含點心、材料費及保險....等)

(折氣球、做點心....等)

費　　用：500元

活動內容：課業輔導、遊戲、詩歌、故事、

　　　　　手工DIY
名　　額：3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2-15巷30號

愛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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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點心、材料費及保險....等)

(折氣球、做點心....等)

費　　用：500元

活動內容：課業輔導、遊戲、詩歌、故事、

　　　　　手工DIY
名　　額：3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2-15巷30號

愛家教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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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2/7(五)

陪伴週
13:30~16:30地　　點：協同會愛家教會

對　　象：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含點心、材料費及保險....等)

(折氣球、做點心....等)

費　　用：500元

活動內容：課業輔導、遊戲、詩歌、故事、

　　　　　手工DIY
名　　額：3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2-15巷30號

愛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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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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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2/7(五)

陪伴週
13:30~16:30地　　點：協同會愛家教會

對　　象：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含點心、材料費及保險....等)

(折氣球、做點心....等)

費　　用：500元

活動內容：課業輔導、遊戲、詩歌、故事、

　　　　　手工DIY
名　　額：3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2-15巷30號

愛家教會

2020
寒假兒童
2/3(一)~2/7(五)

陪伴週
13:30~16:30地　　點：協同會愛家教會

對　　象：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含點心、材料費及保險....等)

(折氣球、做點心....等)

費　　用：500元

活動內容：課業輔導、遊戲、詩歌、故事、

　　　　　手工DIY
名　　額：3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2-15巷30號

愛家教會

2020
寒假兒童
2/3(一)~2/7(五)

陪伴週
13:30~16:30地　　點：協同會愛家教會

對　　象：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含點心、材料費及保險....等)

(折氣球、做點心....等)

費　　用：500元

活動內容：課業輔導、遊戲、詩歌、故事、

　　　　　手工DIY
名　　額：3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2-15巷30號

愛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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