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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服務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

關查核之經驗，彙整最新稅務法規及要聞，使讀者可以輕鬆掌握第一手稅務資

訊新知，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探討稅捐稽徵機關及法院之觀點，提出預防與解

決稅務爭議3階段之因應措施，依序控管及降低稅務爭議產生，以利企業及時

因應稅政或稅制之快速變革，精準迅速掌握各項稅務訊息，而在經營上能建立

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本期摘錄重要法規增修2則，分別為修正「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

簿憑證辦法」中有關電子儲存帳簿憑證之提示方式相關條文，及財政部公告

「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所稱參與國名單。

本期摘錄重要新頒解釋函令3則，分別為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

健保費申報減除規定，外幣計價之外國政府債券暫停徵證券交易稅，及學校辦

理產學合作取得收入之營業稅徵免規定。

本期財政稅務要聞摘錄經實體判決確定之案件，如有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

據，應依再審程序謀求救濟等3則。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案例精選為「個人合

建分售土地，被認定屬營利事業銷售行為之判斷標準」，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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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February 2019

修正「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
帳簿憑證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章保管及提示 第六章保管 本章增訂營利事業提示帳簿憑證相

關規定，爰配合修正章名為「保管

及提示」。

第
二
十
四
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為權責存

在或應予永久保存者，應另行保

管外，應依事項發生之時序或按

其事項之種類，依次編號黏貼或

裝訂成冊。其給與他人之憑證，

如有誤寫或收回作廢者，應黏附

於原號存根或副本之上。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

媒體儲存之原始憑證，應於記帳

憑證載明憑證字軌號碼，不適用

前項規定 。

非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

料之買受人取得電子發票，該買

受人得自整合服務平台下載列印

憑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各項會計憑證，除為權責存

在或應予永久保存者，應另行保

管外，應依事項發生之時序或按

其事項之種類，依次編號黏貼或

裝訂成冊。其給與他人之憑證，

如有誤寫或收回作廢者，應黏附

於原號存根或副本之上。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

媒體儲存之原始憑證，應於記帳

憑證載明憑證字軌號碼，不適用

前項規定 。但主管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

查時，如須列印憑證及有關文

件，該營利事業應負責免費列印

提供。

非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

料之買受人取得電子發票，該買

受人得自整合服務平台下載列印

憑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一. 配合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一有關

調查時得提示憑證電子檔案之

規定，刪除第二項但書。

二. 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財政部108年1月11日台財稅字第108045056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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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十
六
條

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

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

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

保存十年。但因不可抗力之災害

而毀損或滅失，報經主管稽徵機

關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前項帳簿，於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主管稽徵機

關調查核定後 ，除有關未結會計

事項者外 ，得報經主管稽徵機關

核准後，以電子方式儲存媒體，

按序儲存後依前項規定年限保

存，其帳簿得予銷毀。

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

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

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

保存十年。但因不可抗力之災害

而毀損或滅失，報經主管稽徵機

關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前項帳簿，於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主管稽徵機

關調查核定後 ，除有關未結會計

事項者外 ，得報經主管稽徵機關

核准後，以縮影機或磁鼓、磁

碟 、磁片、磁帶、光碟等電子方

式儲存媒體，按序縮影或儲存後

依前項規定年限保存，其帳簿得

予銷毀。但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

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

時，如須複印帳簿，該營利事業

應負責免費複印提供。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因應資訊科技發展，營利事業

得採電子方式儲存帳簿電子檔

案，鮮少採縮影機或磁鼓等儲

存，爰修正第二項本文規定，

以符實際。另配合增訂第二十

八條之一有關調查時得提供帳

簿電子檔案之規定，刪除第二

項但書。

第
二
十
七
條

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

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

項者外 ，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

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前項會計憑證，於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主管稽

徵機關調查核定後，除應永久保

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得

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以電

子方式儲存媒體，將會計憑證按

序儲存後依前項規定年限保存，

其原始憑證得予銷毀。

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

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

項者外 ，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

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前項會計憑證，於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主管稽

徵機關調查核定後，除應永久保

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得

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以縮

影機或磁鼓、磁碟、磁片、磁

帶、光碟等電子方式儲存媒體，

將會計憑證按序縮影或儲存後依

前項規定年限保存，其原始憑證

03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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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十
七
條

得予銷毀 。但主管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

查時，如須複印憑證及有關文

件，該營利事業應負責免費複印

提供。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因應資訊科技發展，營利事業

得採電子方式儲存會計憑證電

子檔案，鮮少採縮影機或磁鼓

等儲存 ，爰修正第二項本文

規定 ，以符實際。另配合增

訂第二十八條之一有關調查時

得提供憑證電子檔案之規定，

刪除第二項但書。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

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時，營

利事業應在規定時間內提示有關

各種證明銷售額及營利事業所得

額之帳簿憑證。

一. 營利事業之會計帳簿憑證採

下列方式處理並儲存於媒體

者，得以該部分電子檔案送

交調查：依商業會計法第四

十條及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

理會計資料辦法規定，使用

電子方式處理及儲存於媒體

之會計帳簿、憑證。

二.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

開立、傳輸或接收之原始憑

證。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定明稽徵機關或財政部

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時，

營利事業應提示帳簿憑證規

定。

三. 為因應電子化環境發展趨勢及

減輕營利事業提示紙本帳簿、

憑證之作業成本負擔，第二項

定明營利事業依商業會計法第

四十條及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

理會計資料辦法規定使用電子

方式處理及儲存於媒體之會計

帳簿、憑證；依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原

始憑證；及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儲

存於媒體之會計帳簿或憑證

等，於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

指定之調查人員調查時，得提

February 201904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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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三. 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二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以電子

方式儲存於媒體之帳簿或會

計憑證。

前項提示之電子檔案 ，主管

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

員無法讀取或內容無法完整呈現

者，營利事業仍應負責列印或提

供帳簿、憑證或有關文件，以供

查核。

供可讀取及可完整呈現內容之電

子檔案送交調查，免列印帳簿、

憑證。

四. 第三項定明營利事業提示之帳

簿憑證電子檔案 ，主管稽徵

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

無法讀取或內容無法完整呈現

者，營利事業仍應負責提供或

列印帳簿、憑證或有關文件，

以供查核。

K

February 2019

KPMG補給站

05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為因應無紙電子化作業環境的到來，稅捐稽徵機關管理

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本次修正，主要為新增營利

事業依商業會計法及其授權子法規定使用電子方式處理

並儲存於媒體之會計帳簿、憑證；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原始憑證(即電子發票)；年

度設置之帳簿及各項會計憑證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申報經核定後，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以電子媒體儲存

者，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原則上得免再列印紙本帳

簿及憑證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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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下稱CRS）作

業辦法第24條規定，應申報國居住者之消極非金融機構

實體持有或共同持有之金融帳戶為應申報帳戶，另依據

同辦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所稱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不

包括「參與國」之投資實體。因此金融機構於遇持有金

融帳戶之投資實體位在非「參與國」，依據CRS作業辦

法第43條或第46條規定穿透該實體以進一步辨識「具控

制權之人」。由於「參與國」指經財政部公告之依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發布CRS準則進行金融帳

戶資訊自動交換之國家或地區，財政部爰為本公告之發

布。

上述公告之國家或地區（包含我國），均已承諾在106

或107年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而我國金融機構

於今(108)年1月1日起應對其管理之金融帳戶進行盡職

審查，辨識帳戶持有人或特定實體帳戶「具控制權之

人」是否具有外國居住者身分，於明年6月向我國稅捐

稽徵機關申報屬應申報國居住者的金融帳戶資訊，預計

明年9月首次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

06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財政部108年1月9日台財稅字第10824500070號

主旨：公告參與國名單。

依據：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下

稱本辦法）第28條第3項。

February 2019

財政部公告「金融機構執行共同
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第28
條第3項所稱參與國名單

公告事項：

一. 本辦法第28條第3項規定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發

布之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

動交換之國家或地區：安道爾、安奎拉、安地卡及

巴布達、阿根廷、阿魯巴、澳大利亞、奧地利、亞

塞拜然、巴林、巴貝多、比利時、貝里斯、百慕

達、巴西、英屬維京群島、汶萊和平之國、保加利

亞、加拿大、開曼群島、智利、中國大陸、哥倫比

亞、庫克群島、哥斯大黎加、克羅埃西亞、古拉

索、賽普勒斯、捷克、丹麥、多米尼克、愛沙尼

亞、丹麥法羅群島、芬蘭、法國、德國、直布羅

陀、希臘、丹麥格陵蘭島、格瑞那達、根西島、香

港、匈牙利、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愛

爾蘭、曼島、以色列、義大利、日本、澤西島、大

韓民國、拉脫維亞、黎巴嫩、列支敦斯登、立陶

宛、盧森堡、澳門、馬來西亞、馬爾他、馬紹爾群

島、模里西斯、墨西哥、摩納哥、蒙哲臘、諾魯共

和國、荷蘭、紐西蘭、紐埃、挪威、巴基斯坦、巴

拿馬、波蘭、葡萄牙、卡達、羅馬尼亞、俄羅斯、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聖文森、薩摩

亞獨立國、聖馬利諾、沙烏地阿拉伯、塞席爾、新

加坡共和國、荷屬聖馬丁、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中華民國（臺

灣）、巴哈馬、千里達及托巴哥、土耳其、土克凱

可群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烏拉圭、萬那

杜。

二. 前項係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公告承諾自106年
或107年起依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進行金融帳
戶資訊自動交換之國家或地區；未來將適時修正本
名單。

KPMG補給站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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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08年1月2日台財稅字第10704701530號令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條第2項規定，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納稅義務人本人、合併申報之配

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依該法規定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得由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

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2但書規定申報扣除。

二. 廢止本部96年7月5日台財稅字第09604533120號令。

February 201907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KPMG補給站

K

核釋「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
直系親屬健保費申報減除規定」

本令釋闡明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繳納之全民健康保

險費，無論其與被保險人是否為同一申報戶，均得由納

稅義務人申報列舉扣除，而得不受繳納保費者與受保險

保障者需為同一申報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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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7年4月3日發布金管證發字

第1070106121號令釋，明定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規

定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包括外國發行人在

我境內募集與發行僅銷售予專業投資人之外幣計價政府

債券，財政部爰核釋自該日起，此項證券比照公司債與

金融債券暫停徵證券交易稅之措施。

08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財政部108年1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700680800號令

買賣經主管機關核定於中華民國境內公開募集及發行之外幣計價外國政府債券，比照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之1

第1項規定，自107年4月3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暫停徵證券交易稅。

KPMG補給站

核釋「外幣計價外國政府債券暫停
徵證券交易稅」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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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條規

定，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均應依法課徵營業

稅；同法第6條第2款規定，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

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為營業人。準

此，學校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除符合營業稅法第8條

第1項第5款提供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與同條項第31款提供研究勞務，得以免徵營業稅外，應

課徵營業稅。

本令釋係針對學校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第3條辦理所定之各類產學合作事項，取得之研究

與教育勞務及非具此一性質勞務之收入逐一釋明有關營

業稅之徵免。而對於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益運用取得

之收入，雖為研究成果之勞務銷售取得之收入，但非屬

勞力投入施作取得之代價，因此一見解有別於過去實務

處理慣例，故自108年1月1日起應課徵營業稅。

09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財政部108年1月8日台財稅字第10700704180號令

一. 學校依教育部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3條各款規定辦理產學合作事項取得之收入，應依

下列規定徵免營業稅：

(一)專題研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取得之收入，除符合本部99年11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900331970號令規定

免徵營業稅者外，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二)物質交換、諮詢顧問、專利申請、創新育成取得之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三)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益運用取得之收入，自108年1月1日起，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四)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向受教者收取費用部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免徵營

業稅。

二. 廢止本部75年7月29日台財稅第7554812號函。

KPMG補給站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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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取得
之收入之營業稅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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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

108年1月23日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KPMG補給站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

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

據者」為得重開行政程序要件之一，其與行政訴訟

法第273條第1 項第13款「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

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之得再審情形類同。兩者之適

用是否會發生競合情形，依據法務部102年6月7日

法律字第 10203506300 號令釋，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所稱「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係指行

政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不能再以通常救濟途

逕加以撤銷或變更，而發生「形式」確定力而言，

倘已踐行通常救濟途逕，並經行政法院「實體」確

定判決予以維持之行政處分，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

係人既可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之再審程序謀求救

濟，故無該條所定行政程序重開之適用。納稅人對

此區別應能加以辨明，以避免發生逾越再審期間而

喪失救濟權利之情事。

經實體判決確定之案件，如有
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應
依再審程序謀求救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核定稅捐之處分如經行政法院

實體判決確定，當事人如認有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

據，應依行政訴訟再審程序尋求救濟，不適用行政程序

法第128條規定申請重開行政程序。

該局進一步說明，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有關行政程序重

新進行之規定，係針對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未提或

未續提行政救濟），已發生形式確定力之行政處分，為

保護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確保行政之合法性所

設之特別救濟程序，賦予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

人於具有該條規定之一定事由時，得向原處分機關請求

重開行政程序權利之規範。因此，該條既明文規定適用

之對象為「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之行政處分，如果

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曾對行政處分循序提起撤銷訴訟，

經行政法院以實體判決駁回其訴確定者，該行政處分並

非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即無前揭程序之適用。

倘經行政法院實體確定判決維持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得

再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申請重開行政程序，不但

造成特別救濟程序的重複，亦與判決既判力相牴觸。

該局舉例，甲公司無進貨事實，取得乙公司開立不實之

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經該局查

獲，核定補稅及處罰，甲公司不服，循序提起行政救

濟，案經最高行政法院實體判決駁回確定。嗣甲公司以

發生新事實為由，向中區國稅局申請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重開行政程序，經該局以甲公司

既已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發生實質確定力之處分，再

行申請程序重開，與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不符，而

予否准，甲公司不服，循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

駁回。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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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不服稅捐稽徵機關核課處分

而申請復查者，應於繳納期間屆滿（無應納或應補徵稅額者，於

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算30日內提起，其申請復查期間

之認定，得以「郵寄之發寄局郵戳日期」為準；惟若對稅捐稽徵

機關之復查決定不服，依法自復查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30日提起

訴願，及自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不變期間提起行政訴訟，其

訴願及行政訴訟提起日之認定，係以「機關收文章戳日期」為

準，應注意區分，避免影響救濟權益。

該局舉例說明，納稅義務人A君於107年7月31日收受復查決定

書，其提起訴願之30日不變期間係至107年8月30日(星期四)屆

滿，A君當日雖以掛號郵寄方式寄出訴願書，惟訴願書遲至107

年8月31日始到達原行政處分機關及受理機關，因已逾提起訴願

法定不變期間，受理訴願機關可為訴願不受理決定；另納稅義務

人B君於107年7月27日收受訴願決定書，其提起行政訴訟之2個

月不變期間係至107年9月27日(星期四)屆滿，B君雖於107年9月

27日以掛號郵寄方式寄出行政訴訟起訴狀，惟訴狀遲至107年9

月28日始到達行政法院，因已逾起訴期間，行政法院可以裁定駁

回其訴。

該局強調，有關復查申請日、訴願及行政訴訟提起日之認定，並

不相同，納稅義務人如以掛號郵寄方式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應

儘早為之，以免因逾越法定不變期間而遭受訴願不受理或法院裁

定駁回。

KPMG補給站

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5條及訴願法第14條之規定，復查及訴

願之法定期間均為30日，惟復查應於繳納期間屆滿或核定

稅額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30日內「申請」，係採用所謂

「發信主義」，而得以「郵寄之發寄局郵戳日期」為準；訴

願應於行政處分（復查決定）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提

起」，係採用所謂「到達主義」，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

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納稅人於適用上應注意

兩者之差異，以免錯過法定救濟期間而喪失行政救濟權利。

108年1月10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復查申請日」與「訴願、
行政訴訟提起日」，認定標
準大不同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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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

108年1月8日財政部關務署

KPMG補給站

財政部於68年11月30日以台財關第23673號函

釋，採行「先放後核」通關方式，按納稅義務人申

報之稅則號別及完稅價格先行徵稅驗放，海關於事

後審查時，如有應補稅款者，以核定1次為限。惟

其他通關方式則不限定核定1次，實務上在貨物放

行前或事後審查期間，經海關核實改列或調整納稅

義務人原申報稅則或完稅價格並核定稅款者，海關

仍得就報單其他未經改列或調整之貨品項次，實施

增估補稅，造成納稅義務人關稅成本的不確定性。

基於報單之核定不論通關方式，皆應及於整體，財

政 部 遂 於 107 年 6 月 26 日 發 布 台 財 關 字 第

1071020522號令釋，規範海關依職權核定稅款之

報單，除有應退稅款或涉及海關緝私條例違章情節

外，不得就同份報單再予增估補稅。此一措施對於

該令發布前已處分尚未確定之案件，亦可適用。K

海關核定稅款以一次為限，確保
課稅安定性，提升關稅預見性

February 2019

海關在通關線上，針對納稅義務人申報報單之某一項次

調整原申報之完稅價格或稅則號別，貨物放行後會再調

整同份報單其他項次內容嗎？又對於海關已調整納稅義

務人原申報事項並核定稅款案件，日後會再核發稅單補

徵稅款嗎？上開問題因事涉關稅稅款之核定，且與業者

進口成本估算密切相關，長久以來一直為外界所關切，

且徵納雙方時有爭執。

財政部為確保課稅之安定性並提升關稅預見性，主動檢

討相關規定並於107年12月26日發布新令釋，關於進口

報單不論貨物放行前，或依關稅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事

後審查期間，經海關核實改列或調整納稅義務人原申報

稅則號別或完稅價格並核定稅款者；抑或實施事後稽核

時，對於屬上開核定稅款之案件，或於關稅法第18條第

2項規定事後審查期間核定稅款之案件，除有應退稅款

或涉及海關緝私條例違章情事外，不得就同份報單再予

以核定稅款。

財政部關務署表示，進口貨物不論通關方式為免審免驗

(C1)、文件審核(C2)或貨物查驗(C3)，均得依關稅法第

18條第1項規定實施事後審查或第13條規定事後稽核。

以往進口報單在貨物放行前或事後審查期間，經海關核

實改列或調整納稅義務人原申報稅則或完稅價格並核定

稅款者，海關仍得就報單其他未經改列或調整之貨品項

次，實施增估補稅，惟造成納稅義務人關稅成本的不確

定性，徵納雙方易生爭執，本次新令發布後將可避免多

次核定稅款，對於確保課稅安定性，提升關稅預見性及

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將有實質的幫助。

該署進一步表示新令釋旨在規範海關依職權核定稅款之

報單，除有應退稅款或涉及違章情節外，事後審查或事

後稽核不得就同份報單再予增估補稅，惟對於納稅義務

人或報關業者於海關核定稅款前，依進出口報單申報事

項更正作業辦法申請更正之案件，海關仍得依本新令釋

規定核定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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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合建分售土地，被認定屬營利
事業銷售行為之判斷標準

爭點：

個人經常性合建分售於房地合一新制施行前所取得之土

地，有無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下稱房地合一

作業要點)第18點有關視同營利事業銷售行為判斷標準

之適用?

事實摘要：

甲君於94年1月14日取得系爭土地，並於同年2月1日與

關係人乙公司簽訂合建協議書，約定由甲君提供系爭土

地合作興建房屋，以合建分售方式自97年3月13日起銷

售建案土地予承購人；經稅局認定甲君係以獨資形態，

多次於短期內買進土地及參與乙公司投資合建等行為，

其交易頻率已超出一般供自用特性，構成繼續性、經常

性從事有規劃之經濟活動，應屬所得稅法第11條第2項

之營利事業，並依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18點有關視同

營利事業銷售行為之判斷標準，以其取得土地至簽訂合

建協議書之持有期間未滿2年為由，認其出售土地所得

應認屬應稅之營利所得，而與單純個人出售土地所產生

之免稅所得有別。甲君不服，循序提起行政救濟，經高

等行政法院判決駁回，乃提起本件上訴。

裁判要旨：

(一)獨資資本主自其獨資經營事業所得之盈餘總額，應

以「營利所得」納入所得申報綜合所得稅。而此項

「盈餘總額」係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計算

之。又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

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

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是以，以營

利為目的，持續性地獨立從事特定經濟活動者，雖

因未辦理營業登記，而無登記之營業牌號或場所，

然其與從事同樣經濟活動，有營業牌號或場所者，

有實質相同之經濟上意義，依所得稅法關於營利所

得之立法目的，並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

公平原則，應認亦屬所得稅法第11條第2項所稱之

「營利事業」，就其營利所得應納入所得課徵綜合

所得稅。

(二)稅局以甲君於97年間出售合建分售土地之銷售頻率

與數量，已超出一般土地供使用之特性，自不能與

個人偶發性出售土地等同視之，而已屬經常性、持

續性之銷售行為，且系爭土地經與建商合建後，業

已提高系爭土地之可售價值，而非單純素地之價

值，其營利目的至為明顯，且銷售行為本質上係具

一定之營利性，雖甲君並未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

惟其利用房屋及其坐落土地，通常係同時銷售之交

易模式，以乙公司銷售房屋而同時銷售其土地，而

與從事同樣銷售不動產營利活動，有營業牌號或場

所之乙公司，有實質相同之經濟上意義，為所得稅

法第11條第2項所稱之「營利事業」，稅局乃據以

計算核定甲君之營利所得，固非無見。

(三)惟依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3點前段、第5點第1項前

段規定可知，關於持有期間之計算係算至「交易之

日止」，而交易日係以所出售或交換之房屋、土地

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其第18點第1款

第3目「持有期間」自應為相同之解釋，然原判決

遽採稅局之主張，以第18點第1款第3目「持有期

間」算至與營利事業簽立合建契約時而非完成移轉

所有權登記與承購人之日，洵非的論。而此關係甲

君是否屬營利事業之認定，原審未依職權調查土地

持分何時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合建房屋之承購

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四)末按104年12月31日以前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

業合建，是否屬營利事業，新舊制認定不同(新制

較為有利，因持有期間如滿2年將不被認定為營利

事業)，為免適用疑義，財政部訂頒10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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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是否屬營利事業之銷

售行為，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施行前、後其判斷標準並

不相同，舊制係以是否營利為目的、及是否持續性地獨

立從事特定經濟活動等經濟實質要件為判斷依據；而新

制則明定於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18點，以個人與營利事

業是否為關係人、個人5年內參與之興建房屋案件是否

逾2案、及個人是否以持有期間在2年內之土地與營利事

業合建為要件。就本案而言因甲君取得土地至所有權移

轉登記之持有期間已滿2年，如採用新制之判斷標準，

將不被視為營利事業而較為有利，惟系爭土地係於103

年1月1日以前即取得，本不適用新制之規定，是否因財

政部104年12月9日函釋之規定而得以適用，將有待原

審法院向財政部釐清，故將本案發回更審。然在財政部

進一步釐清之前，個人以103年1月1日以前取得之自有

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售之案件，建議仍以舊制下之經

濟實質要件為判斷依據為宜，並於綜合所得稅申報書之

聲明事項表主動揭露，以降低嗣後遭稅局處罰之風險。

16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案例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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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主旨：個人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以自有

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認屬營利事業案件，參照本部

104年7月21日台財稅字第10404597060號令訂定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18點認定

規定辦理。說明：二、本函發文日前尚未核課確定

之案件，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得適用之。」以為

認定依據。然財政部104年12月9日函釋並未明載個

人自有「於103年1月1日以前取得土地」（其不適

用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與營利事業合建認屬營利

事業案件，亦得參照上開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18點

規定辦理，而產生103年1月1日以前取得非屬房地

合一課徵所得稅標的土地之個人究否為營利事業，

而有適用房地合一作業要點第18點規定之餘地？有

所不明。

(五)倘財政部104年12月9日函釋之真意有擴大及於103

年1月1日以前取得非屬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標的土

地之個人為營利事業之認定，或有與本院歷來實務

見解對個人為營利事業〔即以實質經濟意義判斷是

否以營利為目的，持續性地獨立從事特定經濟活

動〕認定基準不一致之情形。原審更為審理時，應

令主管財政法規及函釋之權責機關財政部，就上開

財政部104年12月9日函釋之適用範圍輔助被上訴人

參加訴訟說明，以為調查及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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