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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简介 

 

本税务手册主要是指导自雇娱乐表演者（例如司仪，魔术师，歌星与及其他表演艺人

等等）以及负责主办娱乐节目的台主有关呈报所得税时应如何申报他们的收入或生意

的盈利，以及可扣除的开销事项。 

 

身为自雇人士（无论是独资业主或合伙生意），您必须： 

 

(a) 保存至少五年完整的业务记录与帐目。 

 

(b) 在 4 月 15 日之前填交您的报税表格，或以 4 月 18 日之前电子报税。并在收到

税额通知信的一个月之内付清税务，或申请财路（GIRO）以 12 个月分期付

款。 

 
(c) 缴付自雇人士强制性的公积金保健储蓄。(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此手册中的

部分 E.缴付保健储蓄) 

 

B. 保存完整的业务记录与帐目 

 

1. 为什么我必须保存业务记录与帐目？ 

 

您必须保存至少五年完整的营业记录与帐目。这些帐目及记录包括发票、收据、付款

凭单、结单等文件加以证明。本局不接受记录不当及粗略估计的收入和费用。 

 

本局将随时查证您的业务收入及可扣除的营业开销。除非本局要求查证，您无须呈交

这些记录。  

 

2. 哪些收入会被纳税，而我应该如何保存收入记录？ 

 

所有营业收入都会被纳税，这包括： 

 

 所有的表演收费，包括国外或游轮演出 

 红包钱 

 广告代言 

 电影参与 

 唱片版权费 

 

为了确保您能完整以及准确地记录营业收入，您可保存每日营业收入记录簿。您可参

考附录一的每日营业收入记录样本。 

 

若您使用部分的营业收入来支付营业开销，请清楚记录您支付的数额，然后归入总营

业收入。在申报所得税时，总营业收入应被申报为营业额。(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此

手册中部分 C.项目 4.1 营业额) 

  
如果您是位雇用娱乐表演者，请向您的雇主索取表格 IR8A 作为呈报记录。但如果您是

位自由性娱乐表演者，您必须向聘主索取年收费呈报表作为营业记录。您可参考附录

二的收费呈报表样本。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5%A8%B1&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4%B9%90&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5%A8%B1&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4%B9%90&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5%A8%B1&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4%B9%90&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9%9B%87&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5%A8%B1&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4%B9%90&d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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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哪些是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请参考以下例子： 

 

可扣除营业开销 记录类型 

应酬费用 发票、收据等并提供该交易的描述 

造型费用包括表演服装， 化妝与发型设

计等等 

费用帐单 

业务电话费 电话公司的帐单（例如新电信、M1、星

和） 

交通费 

- 公共交通费 

 

 

 

- 聘请司机接送费 

 

德士收据或柴油帐单。私家车的开销是不

被允许的。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此手册

中的部分 C.项目 4.3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您必须记录表演日期,司机姓名与登记,及

司机薪金. 

注意: 司机薪金必须根据市价,并支付于

非家属成员. 

助手／工人/表演者的薪金或工资 付款凭单，薪金或工资单。请参考附录三

的每月薪金及工资记录样本。 

 

注意：台主必须准备年收费呈报表，记录

自由性娱乐表演者的总年收入,并通知他

们。您可参考附录二的收费呈报表样本。 

雇主须为助手／工人／表演者支付的公积

金 

公积金结单 

商业资产耗损扣减 资产发票或收据 

促销费用,包括用来提升商业信誉的费用,

例如纪念杂志,庆祝典礼等 

支付费用的收据. 

 

依照您所支付的开销，您可准备一份综合的营业开销记录。请参考附录四的每月营业

开销记录样本。 

 

如果收据没列出所购的货物或服务的性质，请您在收据上提供该交易的描述。若供应

商没有发出收据，请您保存一本记录簿，记录供应商的名字、日期、货物数量或服务

性质，及支付的款额。  

 

4. 与其记录每月的收入与开销,我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表演项目来记录? 

 
一般来说, 台主所须支付的开销会以不同的表演项目来断定。因此, 台主可以根据不

同的表演项目来记录营业收入与开销. 反之,娱乐表演者所支付的开销会用于不同的表

演项目, 所以根据不同的表演项目来记录收入与开销并不适合。您可参考附录五的营

业收入与开销记录样本。 

 

依照您该年各项表演项目的营业收入与开销, 您可准备一份综合的营业收入与开销记

录,以帮助您准备该年的帐目报告.请参阅此手册中部分 B.项目 6 什么是经核证的帐目

报告? 

http://www.mdbg.net/chindict/chindict.php?cdqchi=%E6%8E%A5%E9%80%81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5%A8%B1&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4%B9%90&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5%A8%B1&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4%B9%90&dl=en
http://www.mdbg.net/chindict/chindict.php?cdqchi=%E4%BB%80%E4%B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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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需要保持业务银行户口吗? 

 

您应把业务和私人的银行帐目分开。业务的银行户口只可以用来进行商业交易。您应

保存业务和私人的银行结单或帐户本子。 

 

6. 什么是经核证的帐目报告?  

 

经核证的帐目报告指的是由您确定和签署的营业报表和资产负债表,证明帐目真实无

误。您应该使用该年的营业记录帮助您准备帐目报告。 

 

营业报表显示该年的营业结果。如果总营业额超过总开销，那就是盈利；如果总开销

超过总营业额，那就是亏损。请参考附录六的营业报表样本。 

 

根据所得税条例，有一些营业开销是不可扣除的费用。当您呈报税务时，请确保您只

索取可扣除的开销。请参阅此手册中部分 C.项目 4.3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资产负债表是显示该年的资产、债务及投资资金。 

 

您可聘请专业会计师为您准备一份帐目报告。 

 

C. 申报所得税 

 

1. 我刚开始当自雇娱乐表演者/台主，需要通知税务局吗？ 

 

您无须在一开始当表演者/台主就立刻通知税务局。 您会在来年三月十五日之前收到

税务局寄给您的所得税表格(表格 B或 B1)，让您申报收入。  

  

如果截至三月十五日您还没有收到表格，您可以到税务局的网页下载“新纳税人注册

表”，填写后传真, 邮寄或电邮(taxqueries@iras.gov.sg)给本局 。 

 

2. 我的收入什么时候会被纳税？ 

 

您今年的收入会在下一年被纳税。例如，您 2020 年的收入只会在 2021 年被抽税，即

被称为 2021 估税年。您必须在 4 月 15 日之前填交您的报税表格，或以 4 月 18 日之前

电子报税。 

 

您的利润或亏损会从开始营业那日起计算至该年的 12 月 31 日。之后便会从每年的 1

月 1日计算至 12月 31 日。 

 

3. 我该填写哪张表格申报营业收入？ 

 

身为自雇人士，营业收入被视为您的个人总收入的一部分并会以个人所得税率来计

算。 

 

如果您是独资业主，您应把营业收入填写在个人所得税表格(表格 B)的‘贸易、商

业、专业或行业’部分中的‘独资业主’一项。 

 

http://www.mdbg.net/chindict/chindict.php?cdqchi=%E4%BB%80%E4%B9%88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5%A8%B1&dl=en
http://www.chinese-dictionary.org/?dico=%E4%B9%90&d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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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经营合伙生意，首席合伙人必须在表格 P 申报合伙生意的入息。身为伙伴，您

必须把合伙生意中所分得的总入息纳入个人所得税表格（表格 B ）的‘贸易、商业、

专业或行业’部分中的‘合伙’一项。 

 

合伙生意中所分得的总入息包括从合伙生意中所赚取的可分盈利／亏损、薪金、公积

金、利息、租金和其他在新加坡的收入。 

 

4. 如何申报业务盈利？ 

 

您必须在所得税表格填报四行呈报表。四行呈报表是您账目的摘要， 如下所示： 

 

营业额（收费额／收入／所得）  

毛利／亏损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调整后的盈利／亏损 

 

如果独资业主的营业额不超过$200,000，您只需填报两行呈报表，也就是营业额及调

整后的盈利／亏损。 

 

4.1 营业额 

 

营业额是指您的生意在扣除任何业务开销之前的总收入.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此手册

中部分 B.项目 2 与 3. 
 

如果营业额为$500,000 或以上，请附上经核证的营业报表和资产负债表。如果营业额

不超过$500,000，您不必附上任何帐目报告，但您仍须要准备一份帐目报告以便本局

要求查证时使用。不管总营业额是多少，您仍须保存适当的交易记录，以便本局随时

查证之用。  

 

4.2 毛利／亏损 

 

毛利／亏损指营业额扣除售货成本。在娱乐服务行业里，业者无须采购售货品， 因此

毛利/亏损相等于营业额。  

 

4.3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必须是纯粹为了赚取利润的所需开销。私人及个人的开支包括私家

车的开销是不被允许的。购买固定资产的开销将视为资本开销，不属可扣税开支之

例。但如果您在营业的过程中需要购买电脑、传真机、乐器、货车等固定资产, 您将

可获得资产耗损扣减. 请参阅此手册中部分 C.项目 5.什么是资产耗损扣减？ 

 

可扣除和不可扣除的营业开销之例子如下：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不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舞台搭费 

 歌星/乐队的薪金或工资 

 造型费用包括表演服装， 化妝与

发型设计等等 

 执照费/注册费 

 您个人的薪金／花红及为自己缴付的保

健储蓄／公积金 

 您个人的医药费／所得税／保险费和捐

款 

 食物和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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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电话费 

 公共交通费 

 助手／工人/表演者的薪金或工资

即花红 

 雇主须为助手／工人／表演者支付

的公积金 

 交通工具如敞蓬小型货车、运货

车、罗厘的保养费 

 商业资产耗损扣减 

 商用产业的维修费 

 会计费 

 应酬费用 

 促销费用,包括纯粹为了商业宣传

用途所需的现金捐款等 

 家人和朋友的娱乐开销 

 私人贷款和利息 

 私家车（E 字或 S 字车牌）的保养费包

括电子收费，柴油与停车费 

 购买固定资产的开销 

 资产损耗 

 罚款 

 

 

4.4 调整后的盈利／亏损 

 

调整后的盈利／亏损指毛利／亏损减掉所有可扣除的营业开销和资产耗损扣减。 

 

5. 什么是资产耗损扣减？ 

 

身为自雇人士，您在营业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购买电脑、传真机、乐器、货车等固定资

产。这些花费属于您的资本开销，所以不可被纳入可扣除开销，但可获得资产耗损扣

减。资产耗损扣减是指商用固定资产的耗损费，这是可扣除的开销。 

 

敞蓬小型货车、运货车、罗厘及 1998 年 4 月 1 日前领取拥车证的 Q 牌照轿车等可扣除

资产耗损扣减。而私家车（E 字或 S 字车牌）则不可被纳入可扣除资产耗损扣减。 

 

6. 如何计算资产耗损扣减？ 

 

6.1 一年注销资产开销 

 

有关年度资产的全部成本可在一年内注销 。这项扣减可适用于电脑、传真机、其他自

动化配备及单项成本开销不超过$5,000 的资产。单项成本不超过$5,000 的固定资产的

注销顶限为每一估税年不得超过$30,000。  

 

6.2 三年注销资产开销 

 

此资产的全部开销可在三年内注销。大多数的固定资产都可在三年内注销， 但不包括

车辆、电单车、轻型货车。  

 

6.3 根据资产运作年限注销 

 

此项资产注销适用于电单车、货车、敞蓬货车、卡车和罗厘等车辆，但不适用于私家

车。在有关年度资产开销您可得 20%初期耗损扣减。之后每年可得常年耗损扣减，计算

的方法是以剩余的 80%的资产成本除以资产运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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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资产运作年限 

罗厘、敞蓬货车、货车 6 

电单车、脚踏车 8 

 

7. 如果有营业亏损呢？ 

 

如在扣除营业开销后，您的生意是属亏损的，所亏损的数目和任何资产耗损扣减可用

来抵销您在同一年的其他入息，例如雇用入息、利息、股息、租金。 

 

如果您的其他入息不够来抵消您生意上的亏损，您可把剩余的亏损和资产耗损扣减用

来抵消来年的收入。但如果您以结束营业，您只能挪后剩余的亏损，而不能挪后剩余

的资产耗损扣减。 

 

D. 聘请海外艺人所需缴付代扣缴的所得税 

 

如果您在营业的过程中聘请海外艺人，请注意以下事项： 

 

- 您必须在缴付海外艺人的酬劳源头预扣 15% [或 10%,如果酬劳付款日介于

22.02.2010 至 31.03.2022] 

- 通过 myTax Portal 呈交您所预扣的税金;与 

- 在付款日（给海外艺人）的来月十五号前将税金缴纳至税务局.之后您会收到

已缴税的收据. 

 

1． 总收入 – 什么款项需/ 不需缴税 

 

 税目 备注 

 

所需缴税的款项 

 

1）所有费用/佣金 

（包括小费） 

 

2）津贴 

（例如：按时计算的津贴） 

 

3）物质酬劳  

(餐饮费和聘主承担的税金)  

 

 

- 由聘主支付的款项 

 

不需缴税的款项 

 

1）住宿费用<=60 天在同个历

年 

2）飞机票价 

 

- 由聘主支付的款项 

- 在同个历年里如果住宿

费用 >60 天整笔款项

将需缴税 

 

 

能扣除的开销 

 

1）住宿费用<=60 天在同个历

年 

2）飞机票价 

 

- 由海外艺人支的付款项 

- 在同个历年里如果住宿

费用 >60 天整笔款项

将需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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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1: 

 

歌台台主聘请了一名歌星来助唱。助唱为期 20 天。除了$5,000 的酬劳，台主也支付

每日 $200 的旅店费用。歌星支付 $1,500 的飞机票价。依照以下税额计算表，歌星

须缴付 $350 的税额。 

 

酬劳 $5,000 

住宿费用（60 天以下)  NIL       (无需交税- 行政优惠) 

扣除：由歌星支付的飞机票价 ($1,500)   (可扣除 -行政优惠) 

须缴税的净收入 $3,500  
税额 @ 10% $350.00 

例子 2: 

如果歌台台主承担歌星的税额，歌星必须支付这项税务津贴的税额。依照以下税额计

算表，税务津贴和歌星须缴付的税额是:- 

酬劳              $ 3,500 

加：税务津贴 ($3,500 x 10/90)            $ 388.89    

须缴税的净收入            $ 3,388.89 

税额 @ 10%            $ 388.89 

2． 付款日期 

 

付款日期是指下列最早的日期: 

 

 由合约或契约所定下的付款日子。在没有合约或契约的情况下，发票的日期将

被视为付款日期；  

 当付款被存入表演者的银行户口或任何指定的户口; 或  

 实际付款日期 

 

3． 多次付款  

 

如果您在一个演出内多次付款 给同一位海外艺人，您可综合多次的付款缴交税务。 

 

假如第一次和随后的付款日期的期间相隔 60 天或以下，您也能够总计多次的付款，但

必须是同样的演出，并且在付款日期的来月 15 日缴交税务。  

 

您必须将在来月 15 日前缴纳税金。  

 

4． 延迟缴交税务的后果  

 

您必须将在来月 15 日之前税金缴纳至税务局. 如果延迟付款, 税务将会以以下惩罚处

理: 

 5%罚款 

 每隔一个月,征收额外 1 %的罚款确(可高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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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缴付保健储蓄 

 

1. 我需要缴付保健储蓄吗？ 

 

自雇的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是需要缴付强制性的保健储蓄。如果您每年的净

营业入息超过$6,000，您就必须根据您的净营业入息以及规定的巴仙率缴付保健储

蓄，数额有最高顶额。 

 

净营业入息指从总营业入息扣除了税务局规定的可扣除业务开销、资产耗损扣减和营

业亏损后，剩下的入息。 

 

税务局将在评估了您在估税年的实际入息后，把估计通知书(Notice of Computation)

通知您该缴付的公积金保健储蓄。您也可向公积金局询问缴付保健储蓄的事宜。 

 

2. 我是否可以为强制性保健储蓄及自愿性公积金纳款索取公积金扣除？ 

 

作为自雇人士，您可以在您所选择的强制性或自愿性缴付的公积金纳款索取公积金扣

除，顶限为估积年公积金法令所规定的法定巴仙率或公积金扣除的顶额，视两者中较

低者而定。若要知道未来估税年的公积金法令所规定的法定巴仙率或公积金扣除的顶

额，请到税务局的网站查询。 

 

税务局将根据您缴付公积金的日期给予您扣除。如果您有意在 2021 估税年索取公积金

扣除，您必须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缴付公积金纳款。税务局将根据公积金局所提供

的资料自动给予自动扣除，您无须在申报所得税时加以注明。 

 

F. 违例与惩罚 

 

1. 若我没有保存完整的记录，后果会怎样？ 

 

如果记录不完整，一旦被定罪，每个估税年您可能被罚款高达$1,000。如果不缴付罚

款，可能被判坐牢不超逾六个月。 

 

2. 若我没有呈交所得税表格，后果会怎样？ 

 

如果没有呈交所得税表格，一旦被定罪，每个估税年您可能被罚款高达$1,000。如果

不缴付罚款，可能被判坐牢不超逾六个月。 

 

3. 若我申报错误，又没有合理的解释，后果会怎样？ 

 

如果申报错误，又没有合理的解释，一旦被定罪，必须缴付高达双倍漏报的税款，以

及被罚款高达$5,000，或被判坐牢不超逾三年，或两者兼施。 

 

4. 若我故意逃税或协助他人逃税，后果会怎样？ 

 

不论是自己故意逃税，或协助他人逃税，一旦被定罪，必须缴付三倍刻意漏报的税

款，以及被罚款高达$10,000，或被判坐牢不超逾三年，或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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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严重的刻意欺骗逃税案，不论是自己故意逃税，或协助他人逃税，一旦被定

罪，必须缴付四倍刻意漏报的税款，以及被罚款最高$50,000，或被判坐牢不超逾五

年，或两者兼施。 

 

G. 自动投案 

 

根据所得税法令第95章节，任何因疏忽或不具任何合理理由，而提交具有错误的所税

表格的人士，可被罚缴交相等于少缴税额二倍的罚金。具有严重的遗漏或犯错者还可

能被控上法庭。 

 

至于报错税并自动投案者，他们所受到的惩罚将比前两者轻许多。自动投案者若在同

一个估税年里“自首”, 就能免付罚款。若超过一年，罚款将是漏税额的 5%（每年递

增 5%）。 

 

H. 联系方式 

 

自动投案者联络方式： 

电邮: iit_compliance@iras.gov.sg  

 

新加坡国内税务局网站 

  https://www.iras.gov.sg  
 

线上交谈服务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8时至下午 5时, 公共假期除外 

 
 

服务热线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8时至下午 5时, 公共假期除外 

 

电邮  

请通过 myTax Portal 使用 myTax Mail 电子邮箱发送电子邮件 

 

纳税人服务中心 

只限个人所得税询问 

 

 报告逃税  

如果您知道有人在新加坡逃税或了解某些与税收有关的欺诈活动的信息，请 

通过报告逃税模板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您的身份以及您提供的所有信息/文件

将被保密。 

 

mailto:iit_compliance@iras.gov.sg
https://www.iras.gov.sg/
https://va.ecitizen.gov.sg/cfp/va/iras/chat_callus.html
https://va.ecitizen.gov.sg/cfp/va/iras/chat_callus.html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Contact-Us/Call-us/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Contact-Us/Email-us/
https://mytax.iras.gov.sg/ESVWeb/default.aspx?target=MTAXMMain&toLoginSelection=true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Contact-Us/Visit-us/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Contact-Us/Report-Tax-Evasion/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pto=aue&rurl=translate.google.com&sl=auto&sp=nmt4&tl=zh-CN&u=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web/pages/feedback/formTaxEvasion.aspx&usg=ALkJrhiR7nxuUOQECKRVPY6oeCFdMxNpAA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web/pages/feedback/formTaxEva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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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每日营业收入记录           

收入的来源:  例如歌台表演，居民委员会活动，广告代言，电影参与, 国外或游轮演出  

年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总额                         
             

          

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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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收费呈报表         

          
日期:          

          
<表演者 姓名>         
<地址>          
<地址>          

          

          
Dear Sir/Madam,         

          

          

          
XXXX 年收费         
<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在 XXXX 年所支付给您的表演费总数是 $XXXXX.      

          
请在四月十五日之前呈报以上收费给有关当局.      

          

          

          
敬上,          

          

          

          
<商业名称>         
< 雇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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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每月薪金及工资记录        

         

业务名称：          

月份：          

         

    居民证号码／

马国居民证／

就业准证／工

作准证号码 

薪金／

工资 

($) 

公积金 ($) 

技能发展税 

($) 

外国劳工税 

($) 

编

号 助手/工人姓名 雇员 雇主 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

额                 

 
 
 
 
 
 
 
 
 
 
 
 
 
 
 
 
 
 
 
 



17 

           附录四 

营业开销记录             
             

业务名称:                 

年度:               

             

开销类型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营业开销                         

电话、传呼机费                         

交通费:-                         

 

: 公共交通费                         

: 聘请司机接送费                         

应酬费                         

雇主须为助手／工人

／表演者支付的公积

金                         

造型费用:-                         

: 表演服装                         

: 化妝                         

: 发型设计                         

                          

其他开销:                         

                          

                          

                          

总额                         

             

         总营业开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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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与开销记录 (台主)  附录五 

   

表演日期:    

   

 S$  

营业收入   (A) 

     

开销类型:    

聘请表演者支付的费用    

: (表演艺人姓名)    

: (表演艺人姓名)    

: (表演艺人姓名)    

: (表演艺人姓名)    

: (表演艺人姓名)    

     

电话、传呼机费    

应酬费    

聘请助手／工人／表演者支付的开销    

聘主须为助手／工人／表演者支付的公积

金    
     
     
     

     

其他开销:    

     

     

     

     

     

总额   (B) 

   

净收入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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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六 

  营业报表 - 表演者或艺人（请您保留此表） 

  纳税人姓名:              

  经营地址 :              

                

  年度： 从   至        

                    

       $  $   

  营业额         方格 1 

  (收入总额包括所有表演例如歌台表演，居民委员会活动，      

  广告代言，电影参与，私人聚会与国外演出等)       

            

减去：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         

  （为确保所申报的款项不含不可扣除支出       

  请先行参照“可扣除营业开销”项目)        

  广告费           

            

  电话、传呼机费           

            

  文具、邮寄、及名片印刷费           

            

  

公共交通费（地铁、德士或巴

士）           

            

  应酬费           

            

  

聘请助手／工人／表演者支付

的开销           

            

  造型费用:-          

  : 表演服装           

  : 化妝           

  : 发型设计           

            

  其他营业开销  （请注明）        

  i)            

            

  ii)            

             

  iii)            

            

  iv)            

            

   可扣除的营业开销总额        方格 2 

            

  调整后利润/（亏损）        方格 3 

  方格 1 减方格 2         

            

                    

  摘要          

  在互联网/填报表需要呈报的数额：        

  四行呈报表          

            

  营业额  （方格 1）         

            

  毛利  （方格 1）         

            

  可扣除营业开销总额 （方格 2）         

            

  调整后利润/(亏损） （方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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