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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申報作業常見問題 

【111年度申報專區】 

1. 自金旭系統轉出申報檔之後，要如何匯入關貿系統？ 

金旭回覆：務必自【系統管制(F)\F8.所得檔(合乎 108~111年度電

子申報作業要點 U8檔)】匯入。 

 
轉入時，系統會出現略過 ZZ開頭之資料，是為正常。 

 
2. 【國家代碼】欄位名稱如何改為【居住地國或地區】？ 

金旭回覆：先前若有設定所得人的【國家代碼】，請至【基本資料\

員工其他記錄代碼管理】將名稱修改為【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 

調整前 調整後 

  



 金旭   金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9  

3. 若  貴公司申報所得人有符合證號別為【3】【5】【6】【7】【8】

【9】【A】時，如何輸入所得人於居住地國或地區之稅務識別碼？ 

金旭回覆：第 1步，請先至【基本資料\員工其他記錄代碼管理】

新增【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和【稅務識別碼代碼】，記錄代碼可

自訂。 

 
 

第 2步，再至【基本資料\所得人基本資料管理】其他記錄活頁設

定，如下圖範例： 

⚫ 情況 1：有取得所得人的稅務識別碼 

 

⚫ 情況 2：若未取得所得人的稅務識別碼，請於其他記錄補上記錄

代號即可，內容允許空白。 

 

 

4. 是否有報表可查詢，證號別為【3】【5】【6】【7】【8】【9】【A】的

所得人，尚未設定【居住地國或地區】和【稅務識別碼】? 

金旭回覆：請至【所得稅申報作業\身分證字號檢核報表暨戶籍地

址列印出表，若錯誤代號有 U和 2者，則代表該所得人尚未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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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示意圖如下： 

 
 

5. 未來新增或修改所得人資料時，若忘了設定【居住地國或地區】

和【稅務識別碼】，系統是否會提醒我？ 

金旭回覆：若遇到證號別為【3】【5】【6】【7】【8】【9】【A】，系

統存檔時會跳出以下畫面供使用者輸入，如下圖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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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見問題】 

問題 1. 進行身分證字號檢核暨戶籍地址列印時出現有錯誤清單「X 代號表示員工 

為外國人身份證號碼不予檢查」可是該員工是本國人而非外國人? 

金旭客服: 請至基本資料(A) >【所得人基本資料管理-含人事薪資】或【所得人基

本資料管理】功能中調閱出該所得人的基本資料針對第二個活頁夾中「是否為外

國人?」必須選擇「否」即可。  

  

問題 2. 當公司的稅籍編號錯誤要在哪裡修改? 

金旭客服: 請至基本資料(A) >【公司基本資料管理】功能中修改即可。  

  

問題 3. 當所得人的身分證字號錯誤要在哪裡修改? 

金旭客服: 請至所得稅申報作業(E) >【身份證字號更改功能】功能中修改即可。  

  

問題 4. 當所得人的證號別有錯誤要在哪裡修改? 

金旭客服: 請至基本資料(A) >【所得人基本資料管理-含人事薪資】或【所得人基

本資料管理】功能中調閱出該所得人的基本資料進行修改即可。  

  

問題 5. 所得人的戶籍地址何處輸入? 

金旭客服: 請至基本資料(A) >【所得人基本資料管理-含人事薪資】或【所得人基

本資料管理】功能中調閱出該所得人的基本資料進行資料輸入即可。  

  

問題 6. 當租賃所得的房屋稅籍編號有錯誤要在哪裡修改? 

金旭克服: 「租賃所得」必須在薪資資料(B) >【非薪資資料管理】功能中建檔，

故需回到該處進行修改。  

  

問題 7. 有兩家公司別存在於系統但實際上他們皆為同一法人,所得稅申報作業該如

何處理?  

金旭客服: 請於所得稅申報轉檔時將兩家公司別勾選做合併申報轉檔；並且指定申

報公司別，基本資料會以申報公司別為基準。有關所得稅媒體申報轉檔之做法請

詳見薪資扣繳申報作業流程暨說明.doc 

(https://www.goldenup.com/page/D_about_TaxFlow.html)文件中的第五項次「所得稅

媒體申報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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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8. 某員工的所得人資料建立在 A公司別，請問如何幫此員工在 B公司登錄非

薪資資料? 

金旭客服:請由身份證欄位的輔助功能輸入該所得人的姓名查詢後輸入即可。 

 

問題 9. 所得稅已經確實核對完成，為什麼執行申報轉檔告知查無符合條件資料? 

金旭客服: 若 貴公司的系統環境為西元年，執行本功能請務必填入民國年。 

 

問題 10.所得稅媒體申報轉檔可否重複轉檔?  

金旭客服: 可以。系統會以最後一次轉檔資料進行媒體申報檔案的產生。  

  

問題 11. 何以得知在這一個申報年度每個員工的勞退自願提撥總金額? 

金旭客服: 請至薪資報表(C) >【發薪資料核對表查詢及列印】功能中，指定所得

年度與自願提撥金的支薪項目出表即可得知每個員工在該所得年度的自願提撥總

金額。  

  

問題 12. 為什麼將申報檔轉入關貿後，發現 金旭轉出的檔案沒有包含自提退休金? 

金旭客服: 請確認基本資料(A) >【支薪代碼資料管理】功能，勞退自提支薪代號應

在「自願提撥」欄位輸入 Y後，再重新轉檔即可。 

  

問題 13.  如何計算非薪資所得的所得稅? 

金旭客服: 請執行薪資資料(B) >【薪資所得之所得稅計算處理】功能，並於類別

代碼指定欲計算的所得類別。 

 

問題 14. 年度間已申報過的外僑薪資資料如何不被納入此次的年度申報?  

金旭客服： 做法請詳見薪資扣繳申報作業流程暨說明.doc 

(https://www.goldenup.com/page/D_about_TaxFlow.html) 文件中的第十一項次「沖銷

年度間已申報的外僑所得」。  

  

問題 15. 有何報表可查得外僑的所得資料，以便處理沖銷年度間已申報的資料?   

金旭客服: 若尚未執行申報轉檔作業則以所得稅申報作業(E) >【個人年度所得統

計表】來查得；若是已經做了申報轉檔亦可以所得稅申報作業(E) >【個人所得扣

繳憑單核對】來查得。  

  



 金旭   金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9  

 

問題 16. 一些勞務性的薪資所得可否以一筆年度彙總數字鍵入系統供申報用?  

金旭客服： 可以。 詳見年度薪資扣繳申報作業流程暨說明.doc   

(https://www.goldenup.com/page/D_about_TaxFlow.html)文件中的第十三項次「非薪

資資料處理」。  

  

問題 17. 遇勞務性所得業別代號及其它所得的給付項目在系統查無,該如何處理? 

金旭客服: 請至基本資料(A) >【執行業務資料管理】功能中新增資料即可。  

 

 問題 18. 公司捐款給慈善機構,自 98年起須開立「97 受贈所得」類別之免扣繳憑 

單,其所得該如何鍵入系統 

金旭客服: 請基本資料(A) >【所得類別資料管理】功能中新增「97 受贈所得」類

別且稅率及繳稅額皆設定為零，並以該類別的支薪代碼建立所得資料即可。  

 

問題 19. 金旭人事薪資系統所產出的所得稅媒體申報檔案可否匯入至國稅局提供

的扣免繳及股利資料電子申報系統中進行網路申報?  

金旭客服：可以。金旭所產出的所得稅申報媒體檔案皆符合國稅局的規格,故可提

供客戶進行網路申報。  

 

問題 20. 藉由金旭人事薪資系統所產出的所得稅媒體申報檔案匯入至國稅局的申報

軟體後可否直接在國稅局的申報軟體進行扣繳憑單、各類所得申報書及媒體遞送

單列印?  

金旭客服: 可以。若是採用媒體(人工)送件亦可以利用國稅局的申報軟體進行各式

表單列印；若是採用網路申報則不需要印各類所得申報書、媒體遞送單等書表，

只需要印出扣繳憑單分發給員工即可。  

  

問題 21. 由金旭產出的媒體檔案匯入至關貿「扣免繳及股利資料電子申報系統」

後,發現有錯誤資料需修正時該如何處理?  

金旭客服： 請回到金旭系統中將資料修正且核對無誤後，將該所得申報作業再次

進行轉檔. 接著,再將該重新產出的檔案匯入國稅局的「扣免繳及股利資料電子申

報系統」中進行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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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2. 公司負責人已更換，但關貿的申報軟體所顯示的資料為何仍是舊的負責人

名?  

金旭客服: 請回到金旭人事薪資系統中的基本資料(A) >【公司基本資料管理】功

能中修改後重新轉檔再重新匯入至關貿的申報軟體即可。  

問題 23. 媒體檔案匯入網路申報軟體時,出現「覆蓋年所得檔是否要繼續?」,該如

何處理?  

金旭客服: 資料若是有修改需重新匯入則選擇覆蓋即可。  

  

問題 24. 資料一切都正確但是上匯入至關貿的申報軟體卻仍有資料檢核錯誤?  

金旭客服：請立即與關貿網路軟體公司連絡確認問題。  

 

問題 25. 薪資扣繳已轉檔成功，但要確認轉出檔案的內容該檔案卻打不開，該如何

處理?  

金旭客服: 請先開啟Windows 中的「記事本」功能後再開啟該媒體檔案即可。 

  

問題 26. 扣繳憑單的資料若要列印紙本，要去哪印?  

金旭客服: 請直接使用關貿系統，於資料審核正確無誤後，使用【Ｃ列印(Ｐ)\C1.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或 C2. 股憑單 二個功能進行列印 

 

 

問題 27. 扣繳憑單 mail在何處建立?  

金旭客服： 請建立在所得人基本資料管理，基本資料 2 E-Mail欄位。 

 

問題 28. 執行所得稅媒體申報轉檔作業，為什麼出現路徑或檔案存取錯誤? 

金旭客服： 請修改為您有被授權可存取的磁碟機代號即可。 

 

問題 29. 我們公司有員工的薪資所得符合 50C或 50H，要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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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旭客服：由於申報前的各月發薪資料在金旭系統皆歸屬 50，並未拆分 50、50C、

50H，倘若公司有員工的薪資所得符合 50C或 50H或二者皆有，請分別計算出 50C

與 50H 的給付總額和扣繳稅額，完成申報後此員工會拿到各自對應之所得類別的

扣繳憑單，例如：某 A同時有 50和 50C二種所得類別，會拿到 50和 50C二張扣

繳憑單。以下透過範例說明處理步驟。 

【範例】某員工在 106年度的薪資所得總額為$1,200,000，薪資所得稅為$80,000，

其分別在 50、50C和 50H的給付總額和扣繳稅額如下表所示。  

 50 50C 50H 

給付總額 $800,000 $100,000 $300,000 

扣繳稅額 $30,000 $20,000 $30,000 

 

【處理步驟】 

1. 計算所得人分別歸類 50C或 50H的給付總額和扣繳稅額。(如範例表格所述) 

2. 新增一個發薪日期，做為薪資沖銷之用。 

 

3. 在此發薪日期下，於薪資資料(B) >【薪資資料管理】功能，輸入沖銷薪資和

薪資所得稅的支薪代碼，分別為$400,000和$50,000。 

 
 

註：若系統尚未建立上述支薪代號，請依如下範例自訂支薪代號。 

 

 
 

4. 在相同的發薪日期下，於薪資資料(B) >【非薪資資料管理】功能，分別輸入

50C和 50H的給付總額(使用支薪代號：0001 本薪)和扣繳稅額(使用支薪代

號：3501 固定薪資稅)，並於註記輸入其對應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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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所得稅申報作業(E) >【所得稅媒體申報轉檔及扣繳憑單列印】功能，程

式會分別依 50、50C、50H各自顯示其給付總額和扣繳稅額，其中，50H尚需

執行以下第 6點。 

 
 

6. 【50H】自金旭系統產出申報檔後匯入關貿系統，再於關貿系統補上「交付股

票日日期」、「股數」、「交付股票日之每股時價」，以及修正所得所屬之「起始

月份」、「結束月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