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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次  
報稅全面延長到 6月 30日

記者黃有容／台北報導聯合報

財政部長蘇建榮昨天宣布，今年五

月所得稅申報期限，全面延長繳納至六

月底。

新冠肺炎疫情未停歇，財政部長蘇

建榮昨天加碼宣布，考量到疫情不明朗，

行政院長蘇貞昌已經點頭，今年五月的

所得稅申報期限，全面延長繳納至六月

底，六三○萬戶申報戶可望受惠。這也

是我國史上第一次「延長報稅期限」。

財政部先前已經公布的稅務紓困

措施，包括從寬認定營業收入減少，提

出延長或分期繳稅，企業放有薪防疫照

顧假可在稅務上加倍扣抵。所得稅繳納

原本是僅限因新冠肺炎疫情接受居家檢

疫、隔離或確診接受治療的民眾，昨天

宣布改為全面放寬。

蘇建榮昨天至立法院財委會備詢，

立委吳秉叡關注報稅人潮是否造成防疫

破口？蘇建榮回應稱，國內疫情發展尚

不明朗，上周已經向行政院長蘇貞昌報

告，今年綜所稅、營所稅申報通案延長

到六月卅日，作業準備正積極進行。

吳秉叡詢問，五月所得稅有六三○

萬報稅人，可能會去報稅或臨櫃清查所

得資料，這樣適合嗎？蘇建榮表示，由

於疫情考量，希望納稅義務人盡量透過

網路申報，真的要來的話，各地國稅局

也會做好防疫措施，呼籲臨櫃申報的納

稅人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由於疫情緣故，今年首波退稅時

間也提前到六月底，財政部官員表示，

若因延期報稅，納稅人在六月才申報，

恐無法在六月底進入退稅名單，若在五

月就申報所得稅，才來得及在六月底退

稅；至於六月才繳納所得稅的納稅人，

是否會有第二波退稅時間，財政部正在

研議。

此外，立委蔡壁如也在財委會上

建議，財政部應讓企業留抵的溢付營業

稅，能退稅給企業，使營業人手中銀彈

可更為充足。蘇建榮表示，行政措施上

可行，將從寬處理及認定。

蔡壁如也建議，未分配盈餘加徵百

方之五營所稅應予以停徵或緩課。蘇建

榮則回應，財政部對於繳稅有困難的納

稅人，已提供延分期繳稅措施，最多延

期一年、分期三年，未分配盈餘營所稅

也同樣適用，某種程度已有緩課的味道。

2020 上半年

市場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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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變人力市場⋯ 
10大消失職缺 領隊上榜

記者黃有容／台北報導聯合報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改變人們生活

方式，也為人力市場帶來變化，人力銀

行對近五年超過四百個職務進行「總

體檢」，發現「領隊」職缺在國人旅遊

型態改變、大陸對自由行下禁令等多重

因素後，又因疫情恐加速「沒落」。另

外，包括加油員、珠心算老師、大樓管

理員、家庭代工、車縫裁縫類人員等未

來也恐逐漸消失。

一○四人力銀行日前公布的「一

○四職務白皮書」中，揭示了「十大消

失職缺」排行榜，篩選二○一五至二○

一九年間，企業徵才動能較弱且含金量

低的前十大工作。這些工作招募需求減

弱，且薪資水準平均月薪低於三點三萬

元，在所有工作中排名倒數四分之一，

但平均每年卻有三萬名求職者想投入這

類即將消失的職缺。

在「十大消失職缺」排行榜上，第

一名是加油員，五年來職缺減少超過五

成，主要是受產業自動化、行動支付，

以及自助加油降價的影響。其他「消失

職缺」還有珠心算老師、大樓管理員、

家庭代工、圖書館資料管理人員、手工

包裝工作者、車縫裁縫類人員、作業或

包裝員，以及資料輸入人員等，大多和

「自動化」、「新科技」的出現有關。

不過，一○四人力銀行表示，若

台商回流帶來工作機會，可能帶動作業

員需求。同時，以台灣為主要基地的小

量試產或高端產線仍需技師或工程師操

控，傳統藍領轉型「高科技藍領」，仍

有機會占領職場高地。

值得注意的是，「領隊」也驚見

上榜，排名第五。細究原因，近年廉航

興起、海外自助旅行風氣日盛的影響，

加上大陸停止發放自由行通行證，旅

行社對國內外領隊的需求已經下降。據

調查，領隊其實要負責大大小小「出遊

保母」工作，和負責解說景點的導遊不

同，當愈來愈多民眾自助，或日本線和

歐洲線的導遊來兼領隊，職缺需求也就

跟著減少。

一○四人力銀行指出，近五年領

隊職缺已經少了近三成，這次疫情禁止

出團更嚴重衝擊旅遊產業，目前領隊工

作機會只剩六十七個、導遊只剩五十五

個，相較去年同期呈現雪崩式下滑超過

七成。

立院三讀《鐵路法》 
鐵路員工須具維安應變技能

記者黃德潔／臺北報導

為防逃票傷警情形再現，立法院會

今三讀通過鐵路法修正案，規範鐵路機

構應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

備鐵路專業、作業安全、維安應變及衛

生防疫輔助技能；同時授權運安會，接

受鐵路機構通報事故以及後續調查。

有鑑於近年來除了發生多起旅客逃

票、傷警、甚至導致員警殉職等多起危

機安全事件，為提升鐵路機構相關教育

市場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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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完備危機應變處理與加強疫病預

防，立法院會5日三讀通過修正鐵路法。

修正案明定鐵路機構應有效訓練

及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鐵路專業、

作業安全、維安應變及衛生防疫輔助技

能，且將來引進維安、防疫輔助設備投

入營運前，也要比照辦理訓練使用。

此外，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

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時，應

立即通報交通部，並依照運輸事故調查

法通報運安會，而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

也須配合運安會調查。

APEC貿易部長聲明防疫合作  
外交部：續與各經濟體交流合作

記者郭曉蓓／臺北報導

亞太經濟合作 (APEC) 會員近日發

表貿易部長聲明，提倡運用數位科技

因應疫情衝擊，並呼籲加強抗疫合作，

確保疫情期間貿易投資暢通。外交部今

(10) 日表示歡迎，將配合相關部會，繼

續加強與各經濟體的交流與合作。

外交部說，聲明呼籲加強抗疫合

作，保持市場開放，努力實現自由、公

平、非歧視、透明、可預期、穩定的貿

易投資環境，確保疫情期間貿易投資暢

通。聲明關注各經濟體的產業及勞工深

受疫情影響，導致經濟低迷。貿易部長

們呼籲各經濟體採取包容性政策，提供

產業及勞工經濟支持，並加速經濟復甦。

對此，外交部表示，在疫情急遽擴

散，對全人類健康造成嚴峻威脅之際，

我國除持續透過雙邊管道提供抗疫人道

援助並分享經驗之外，也積極參與 APEC
等國際組織的多邊會議，將成功防疫經

驗與國際社會分享，並就未來經濟復甦

等疫後振興議題進行交流，以期共同打

造健康、安全、有韌性的亞太區域。

立院三讀通過  
年滿 65歲農民可按月領退休儲金

記者蕭佳宜／綜合報導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立法院會今

(22) 日三讀通過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三

讀通過條文明定，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

人專戶，農民年滿 65 歲時，可按月請

領退休儲金；而農民退休儲金為一比一

提繳。

三讀條文明定，農退儲金提繳資

格，除了須未滿 65 歲且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具農業保險被保險人資格外，也

必須未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而提繳

期間從農民開始提繳後至農民年滿 65
歲的前 1 日，或是農保退保當日，並得

於 65 歲請領儲金。

此外，三讀通過條文明定，農退儲

金計算方式為儲金專戶的本金及累積收

益，並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

利率等基礎計算，按月定期發放。

三讀條文也明定，若農民於請領

儲金前往生，或是於請領期間往生，則

由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條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立法院長游錫堃也在臉書上說，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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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未來將擁有退休儲金個人專戶，只要

滿 65 歲就可以按月請領退休儲金，感

謝農民朋友終身的奉獻，《農民退休儲

金條例》三讀通過後，讓農民的退休生

活多了一重保障。

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或幫傭  
免再提供戶口名簿

記者吳典叡／臺北報導

為使雇主申請從事家庭看護或幫

傭工作的移工能更便捷，減少應備的文

件，勞動部今 (25) 日公告家庭類雇主

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家庭幫傭，

一律不需提供戶口名簿及具一定親屬關

係的證明文件，改由勞動部直接透過系

統介接內政部戶政資料查知比對即可，

以簡政便民。

現行家庭類雇主向勞動部申請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家庭幫傭時，依規

定，需檢附戶口名簿及具一定親屬關係

的證明文件，以核對雇主或聘前講習代

理人與被看護者或受照顧人是否符合規

定親屬關係。

勞動部指出，為使家庭類雇主申請

聘僱移工更便捷，已與內政部完成戶政

資料介接親屬關係，只要透過資訊系統

進行比對即可，雇主無需再向戶政機關

申辦戶口名簿等親屬關係證明文件，預

估每年約 14 萬 7 千名雇主受惠，不僅

提昇案件審查的品質及效率，也節省雇

主的時間及金錢，進一步響應節能減紙

的政策。

勞動部進一步說，相較於以往雇主

需提供戶口名簿等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與內政部完成戶政資料介接後，雇主僅

需於申請書正確填寫身分證字號及親屬

關係，即可直接透過資訊系統查驗比對

相關人員親等關係及基本資料，但若親

屬關係是建立於婚姻者，如繼父母、翁

媳、岳婿等關係，需再填寫配偶的身分

證字號。

由於相關親屬關係是透過查驗雙

方的身分證字號及關係進行，雇主如未

完整填寫相關資訊，將會退請雇主重

新確認，增加審查時間，因此，雇主應

正確填寫申請書表相關欄位，以使申請

及審查更順利。有相關疑問，可至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全球資訊網 (https://
www.wda.gov.tw/ ) 查詢或電洽服務中

心 (02)8995-6000。

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  
陸委會：斲傷香港民主自由

記者吳典叡／臺北報導

中共全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

法」，陸委會對中共罔顧民意、強渡關

山的蠻橫作法，嚴重傷害香港民主自由

及法治，予以強烈譴責。

陸委會指出，中共對香港事務的

處理態度，不僅攸關港人福祉，更牽涉

兩岸心理距離，以及亞太地區的繁榮穩

定。其在香港強推國安法、設立國安機

構，背棄對香港「高度自治」、「50
年不變」的承諾，印證「一國兩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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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本質，並非兩岸關係之福，也將動

搖國際社會信心。

陸委會進一步說，沉默的代價將是

縱容集權專制政權，肆無忌憚地蠶食鯨

吞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與人權。面對香

港變局，臺灣不能置若罔聞。

陸委會強調，將依據蔡總統指示，

統籌規劃香港人道援助行動專案，完善

港人來臺居留、安置、照顧的政策目

標，以與全球民主陣營續為香港自由發

聲，共同捍衛普世價值。

大法官釋字第 791號解釋  
宣示刑法通姦罪違憲  
日韓大陸均已除罪化

記者吳典叡／臺北報導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今 (29) 日做出

釋字第 791 號解釋，刑法第 239 條通姦

罪及刑事訴訟法第 239 條但書「對於配

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

規定違憲，立即失效。大法官認為，通

姦罪限制性自主權，干預個人隱私，導

致的不利益大於公益，違反狹義比例原

則。同時，司法院表示，此號解釋文仍

肯定家庭價值。除了目前繫屬法院的通

姦案免訴之外，也揭櫫「兩條法令均違

憲」，終結長達 85 年來的通姦罪刑罰。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今日在憲法法庭

宣示第 791 解釋文，並首次由大法官會

議主席、司法院長許宗力主持宣布，由

於刑法及刑訴法的主管機關分為法務部

及司法院，兩機關近期即將啟動修法。

通姦罪違憲失效後，仍得藉由民事法規

維護家庭與婚姻。

司法院表示，民國 91 年司法院釋

字第 554 號解釋，曾對刑法通姦罪做出

合憲解釋。但包括臺灣苗栗地方法院陳

姓法官共 10 多名法官及 1 名林姓男子

認為通姦罪有違憲疑義，向大法官聲請

釋憲。大法官於今年 3 月間進行言詞辯

論後，今日下午正式宣示釋憲結果。

同時，釋字 791 號解釋文指出刑法

通姦罪、刑事訴訟法第 239 條但書均違

憲、失效。回顧亞洲國家中，包括日本、

韓國及大陸等，均把通姦罪除罪化。

大法官指出，國家刑罰應有謙抑

性，應處罰危害重大法益行為，而非用

來懲罰損害個人感情的婚姻關係，否則

就會干預人民隱私，嚴重侵害性自主權

核心，且通姦、相姦通常發生在私密領

域，國家刑罰若直接調查人民隱私，最

後反而影響婚姻關係。刑訴法第 239 條

但書「可單獨對配偶撤告」，其立法目

的原本促使婚姻關係延續，即是只處罰

相姦的第三者、不處罰通姦的外遇者，

但在刑事調查期間，卻加深婚姻關係裂

痕，且此差別待遇已違反平等權。

大法官肯定婚姻、家庭制度的社

會價值，也強調婚姻關係中個人人格自

主的重要性。婚姻制度具有維護人倫

秩序、性別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

能，且因婚姻而生的永久結合關係，也

具有使配偶雙方在精神上、感情上與物

質上互相扶持依存的功能。791 號解釋

仍肯定婚姻、家庭制度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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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指出，大法官承認婚姻 
自由是憲法權利，所以，一個人是否、

跟誰結婚、兩願離婚以及跟配偶一起經

營婚姻關係的權利，也都受到憲法保

障。隨著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發展，

參諸當代民主國家婚姻法制的主要發

展趨勢，婚姻關係中的個人人格自主

( 包括性自主權 ) 的重要性，已更加

受到肯定與重視，而婚姻承載的社會

功能已趨於相對化。通姦罪違憲失效

後，仍得藉由民事法律規定維護家庭與 
婚姻。

向海致敬 「國家海洋日」永續生態

記者孫建屏／高雄報導

為展現向海致敬的決心與魄力，

海洋委員會昨日在高雄展覽館舉辦「第

一屆國家海洋日」慶祝活動，並發布日

前行政院院會通過的《國家海洋政策白

皮書》，頒獎表揚 43 個致力海洋事務

的優秀個人與單位，期許全民齊心打造

「生態永續、海域安全、產業繁榮」的

海洋環境。

典禮邀請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致

詞，並與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仲威、

立法委員賴瑞隆、許智傑共同為《國家

海洋政策白皮書》揭幕，以作為我國未

來海洋施政藍圖，以及各部會與地方政

府推動海洋事務的依據。

4海洋治理無國界　多國祝賀

典禮另一亮點是各界祝賀的影片，

國際友好單位暨政府行政團隊、NGO
團體、產學界，紛紛以影片方式致意，

展現全球海洋治理的無國界及跨部會、

跨單位的整合趨勢。

其中，美國在臺協會處長酈英傑表

示，期待未來繼續深化美臺合作關係；

法國在臺協會主任公孫孟指出，必須確

保海洋的再生循環及生生不息，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與臺灣發展合作。各界的祝

賀內容，傳達出國際上對於臺灣在海洋

事務經營的肯定與持續合作的期待。

4主題展區　宣導海洋保育

為讓民眾了解海委會對於海洋事務

經營的用心，典禮現場也規劃「生態保

育」、「海域安全」、「產業繁榮」及

「海廢再生聯盟」4 個主題展區，藉由

海洋保育教育宣導品、海廢清除成果、

新式艦艇船模、水文資料庫雛型系統、

旋翼型無人機、海洋深層水、各式海廢

再生品等實體展品，讓民眾對各項海洋

事務有更具體認識。

此外，海委會為感謝民眾、民間單

位和縣市政府攜手投入海洋保育，典禮

中特別表揚 108 年推動海洋事務績優

公務員、109 年績優環保艦隊、108 年

海污防治考核特優、109 年潛海戰將、

108 年海洋保育野生動物救援、2020
「我們的海洋—青年領袖峰會」青年代

表等，對海洋事務有功的 43 位人員及

團體，期盼藉此達成拋磚引玉之效，呼

籲更多民眾加入關心海洋事務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