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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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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我國貨物稅之稅率設計，有採從量課徵或從價課徵兩種不同方式，請從課稅原則之效
率和公平兩方面，分別說明水泥採從量課徵及小客車採從價課徵的理由。（25 分） 

二、請問對跨國企業課徵公司所得稅，若該跨國企業欲達成追求其全球所得極大化或國內
所得極大化之目標，請從學理角度分別分析其經營報酬的條件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7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我國目前之稅制，下列何種稅目為間接稅？ 
所得稅 貨物稅 土地增值稅 契稅  

2 在採累進稅率的所得稅法設計規定中，選擇所得扣除（deductions）或稅額扣抵（tax credits），其立法目的如為
照顧社會弱勢者，則宜實施下列何者？ 
稅額扣抵  所得扣除 
稅額扣抵與所得扣除的效果相同 無法判定效果的大小 

3 下列何種情況下，對單一產品課徵從量稅，可以讓稅負完全前轉由消費者負擔？ 
需求彈性無限大 需求彈性等於一 供給彈性無限大 供給彈性等於一 

4 納稅義務人為了避免資本增益實現後，導致在累進稅率下必須繳納高額之所得稅，因而不願出售該項資產。學
理上稱之為： 
選擇效果 外溢效果 閉鎖效果 排擠效果 

5 依我國現行稅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累進稅： 
綜合所得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證券交易稅 

6 關於超額負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如果所得是固定的，所得稅的課徵會產生超額負擔 
所得稅與個人消費稅相比較，其產生的超額負擔較小 
政府對必需品相對於奢侈品課徵較高之稅率，產生的超額負擔較小 
對商品課稅所產生的超額負擔愈多，表示消費者負擔的稅負愈重 

7 我國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率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
或損失，下列所敘述之政策目的何者錯誤？ 
避免利息稅盾效果  提高營利事業借款金額 
避免自有資本稀釋  避免營利事業大量債權融資方式替代股權融資 

8 關於公司所得稅制度對公司總實質投資之影響，有所謂「加速模型」（Accelerator Model），下列之論點，何者
乃是該模型正確的敘述？ 
投資稅額扣抵會影響投資增加，而產量增加亦會影響投資增加 
投資稅額扣抵不會影響投資增加，但產量增加會影響投資增加 
產量增加不會影響投資增加，但投資稅額扣抵會影響投資增加 
投資稅額扣抵不會影響投資增加，而產量增加亦不會影響投資增加 

9 根據新古典投資理論模型（Neoclassical Investment Model），下列何種租稅措施可以提升營利事業的固定資本投
資意願？ 
降低營利事業產品的貨物稅稅率 降低營利事業進口原料的關稅稅率 
給予營利事業之固定資本投資租稅抵減 放寬稅法對營利事業非營業成本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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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何者扣除額不是採取限額的方式給予扣除？ 
醫藥及生育費 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 房屋租金支出 人身保險費 

11 甲為房東，將所有之房屋出租予乙，並在租約上訂立，系爭租金所產生的所得稅，在租賃契約存續期間中，應
由乙負責繳納。此一約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約定在私法上應屬無效，甲仍須負系爭租金的所得稅 
該約定在私法上應屬有效，甲不負系爭租金的所得稅，且稅捐稽徵機關應受拘束，改向乙課徵稅捐 
該約定在私法上應屬有效，惟稅捐稽徵機關不受拘束，仍應向甲課徵，但甲可就已支付稅款，對乙求償 
該約定在私法上應屬有效，且稅捐稽徵機關應受拘束，甲與乙為租金所得稅之連帶債務人，應共同對該二人課

徵之 
12 依財政部規定，下列何者非申請採用零售價法之必要條件？ 

應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  營利事業所得稅須委託稅務代理人代為結算申報 
貨品須經編號標價（零售價）並按標價出售 使用收銀機或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 

13 現行一般稅額計算之營業人，其進口貨物計算營業稅之稅基，應包括下列何者？ 
關稅完稅價格、貨物稅、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 
關稅完稅價格、進口稅捐、貨物稅、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 
關稅完稅價格、進口稅捐、貨物稅、菸酒稅、推廣貿易服務費 
關稅完稅價格、貨物稅、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 

14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該受託人因此而銷售代銷貨物者，應如何課徵營業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委託代銷與銷售代銷貨物之行為，均應視為銷售而課徵營業稅 
僅有前階段之委託代銷行為課徵營業稅，後階段之銷售代銷行為不課徵營業稅 
僅有後階段之銷售代銷行為課徵營業稅，前階段之委託代銷行為不課徵營業稅 
代銷貨物之購買人為營業人者，應於購買時課徵營業稅 

15 依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特種稅額計算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
產，如何課徵？ 
免稅 按銷售額課徵 5% 按銷售額課徵 1% 按加值額課徵 5% 

16 依照營業稅法第 45 條規定：「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者，除通知限期補辦外，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
罰鍰；逾期仍未補辦者，得連續處罰」，此種罰鍰，性質上屬於何種處罰？ 
行為罰 執行罰 漏稅罰 懲戒罰 

17 租稅之課徵會產生超額負擔，是因為其具有下列何種效果？ 
財富效果 所得效果 替代效果 集中效果 

18 如只課徵消費稅（consumption tax）而不課徵所得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只課徵消費稅，理論上會受到通貨膨脹的扭曲 只課徵消費稅，不需要設置個別的公司所得稅目 
只課徵消費稅，仍須計算資本利得及折舊 只課徵消費稅，不能降低租稅監督及會計成本 

19 假設對 X、Y 二種商品課稅，消費者對 X 的需求彈性為 Y 的 2 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X 與 Y 之稅率應
如何訂定，可使超額負擔損失達 小？ 
 Y 稅率是 X 稅率的 2 倍   X 稅率與 Y 稅率相等 
 X 稅率是 Y 稅率的 2 倍   Y 稅率是 X 稅率的 3 倍 

20 營利事業因經銷合約取得之進貨獎勵金，應如何處理？ 
作為營業收入加項 作為其他收入 作為營業成本減項 作為進貨折讓 

21 對於自用住宅用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 部分，地價稅按千分之二稅率計徵 
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部分，地價稅按千分之二稅率計徵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三親等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 

22 有關公有土地地價稅之課徵，下列何者正確？ 
公有土地一律免徵地價稅  公有土地一律按基本稅率課徵地價稅 
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按基本稅率課徵地價稅 公有土地非供公共使用者按基本稅率課徵地價稅 

23 私人依規定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違反規定者將補稅
加罰，下列何者並未違反規定？ 
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旨者 
土地收益全部用於各該事業 者 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者 

24 被繼承人死亡前幾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不計入遺產總額： 
 2 年內  3 年內  4 年內  5 年內 

25 依房屋稅條例第 8 條之規定，房屋遇有焚燬、坍塌、拆除至不堪居住程度者，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當地主管稽
徵機關查實後，在未重建完成期內，如何課稅？ 
註銷稅籍 繼續課稅 減半課稅 停止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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