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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重點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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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愷

執業會計師

黃彥賓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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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摘錄營利事業購買股權之廉價利益課稅規定等3則函釋、新增澳大利亞為CRS交換

國等2則法規及行政院通過「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等3則財政稅務

要聞。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案例精選為「房地成本之推計課稅基礎應以最切近實

價情形之方式計算」，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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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法規增修 & 新頒解釋函令

核釋營利事業因購買股權，認列之
廉價購買利益之課稅規定

May 2019

財政部108年4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804553240號令

一. 公司投資取得他公司(下稱被投資公司)股權，其依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或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第6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規定，對被投資公司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淨公允價值之份額(下稱可辨

認淨資產公允價值)超過投資成本，於取得投資年度認列之利益(廉價購買利益)，屬未實現利益，於申報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應帳外調整減列。

二. 前點公司嗣後處分被投資公司股權時，應以實際售價減除股權取得成本計算處分損益，依所得稅法或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規定課稅。如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合併，應依本部103年12月1日台財稅字第10304030470號令第3

點及107年3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604699410號令規定認定併購成本及所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併購

成本超過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

值超過併購成本部分，應認列為廉價購買利益，並依本部103年4月10日台財稅字第10200192840號令規定，

自合併基準日之年度起5年內分年平均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KPMG補給站

購買股權成本大於被投資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所

產生之商譽，於實際進行合併前之稅務申報上既不得認

列，故購買股權成本低於被投資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

價值之廉價購買利益，亦屬未實現性質，於申報當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應帳外調整減列。嗣後投資公司與被

投資公司合併時，其依規定認列之商譽得分年攤銷費

用，廉價購買利益則應按5年平均計入營利事業所得

額。若為處分被投資公司股權，應以實際售價減除股權

取得成本計算處分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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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法規增修 & 新頒解釋函令

核釋我國公司之境外子公司辦
理遷冊之所得稅規定

財政部108年3月29日台財稅字第10704699570號令

一. 我國母公司於境外國家或地區投資設立之子公司將註冊地遷移至其他境外國家或地區(下稱遷冊)，且我國母

公司投資該境外子公司之持股比例及透過該境外子公司間接投資其他國家或地區被投資事業之投資架構及持

股比例並無改變者，如遷出及遷入國家或地區法令均承認該子公司於遷冊前、後為繼續存續之同一法人，該

子公司於原註冊境外國家或地區無須辦理解散清算，且遷冊前、後該子公司之帳列累積未分配盈餘未變動，

我國母公司於該子公司遷冊時無須計算其投資收益(或損失)併計營利事業所得。

二. 我國母公司與該境外子公司間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我國納稅義務之情形，應依所得稅法

第43條之1規定辦理；其有藉法律形式或其他不當安排，規避或減少我國納稅義務之情事者，稽徵機關得依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規定按查得事實依相關稅法課稅。

KPMG補給站

台灣公司對於所投資之境外公司，為因應所在國家或地

區新施行之經濟實質法，或終止國際商業公司業務而辦

理遷移，如不符合遷出及遷入國家或地區法令均承認該

子公司於遷冊前、後為繼續存續之同一法人，及該子公

司於原註冊境外國家或地區無須辦理解散清算之要件，

仍有課徵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適用，並不因其係屬共

同控制下之組織重組而得予排除，應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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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法規增修 & 新頒解釋函令

核釋勞動合作社對外承攬
勞務課稅相關規定

財政部108年3月29日台財稅字第10704699570號令

一. 依合作社法核准設立之勞動合作社以其名義對外承攬勞務收取之價款，應依下列規定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

(一)提供勞務之個人社員與勞動合作社有僱傭關係者：勞動合作社向勞務買受人收取勞務價款，並給付個人社

員提供勞務報酬，其向勞務買受人收取之價款，核屬銷售勞務收入，應就該價款全額報繳營業稅。

(二)提供勞務之個人社員與勞動合作社無僱傭關係者：

1. 勞動合作社向勞務買受人分別收取管理費及個人社員提供勞務報酬，並將該勞務報酬全數轉付個人社

員，其向勞務買受人收取之管理費，核屬銷售勞務收入，應就該管理費報繳營業稅；其轉付個人社員

提供勞務之報酬，屬代收轉付性質，不課徵營業稅。

2. 勞動合作社向勞務買受人收取個人社員提供勞務報酬，將該勞務報酬全數轉付個人社員，並向個人社

員收取管理費，該管理費核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10款規定銷售予社員之勞務收

入，免徵營業稅；其轉付個人社員提供勞務之報酬，屬代收轉付性質，不課徵營業稅。

(三)勞動合作社應就(一)及(二)銷售勞務收入，依所得稅法規定減除相關成本費用計算所得額，報繳營利事業

所得稅。

二. 勞動合作社依前點(二)規定將收取價款轉付個人社員者，應於收款時，以勞動合作社名義開立憑證並註明

「由○○○(個人社員)交△△△(勞務買受人)收執」交付勞務買受人，並編製代收轉付個人社員名冊及收付明

細，作為列帳憑證，以供稽徵機關查核，如有不法，除依法補稅處罰，並由稽徵機關通知勞動及合作社主管

機關依相關法令處置。

三. 勞動合作社依第1點規定給付或轉付個人社員提供勞務之報酬，核屬個人社員之薪資所得，應依下列規定填

具扣免繳憑單辦理申報，並由個人社員併入取得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

(一)勞動合作社依第1點(一)規定給付個人社員勞務報酬時，應依所得稅法第88條及第92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

繳及填報扣繳憑單。

(二)勞動合作社依第1點(二)規定將該勞務報酬轉付個人社員時，於轉付時免予扣繳，惟應依所得稅法第89條

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填發免扣繳憑單。其中第1點(二)2之情況，填報之給付總額應為轉付

個人社員之全數勞務報酬，不得扣除勞動合作社向個人社員收取之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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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補給站

本令釋規定闡明需就收取之價款全額課徵營業稅，及可

以代收代付處理而得免予課徵營業稅之區別，以及代收

代付之國內支付價款免扣繳稅款，但應列單通報所得之

法理。惟在實際適用上，仍應就具體個案分析及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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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公告新增澳大利亞為
CRS交換國

May 2019

財政部108年4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824506900號公告

主旨：公告與我國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之應申報國名單。

依據：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下稱本辦法)第25條第3項。

公告事項：

一. 本辦法第25條第3項規定依據與我國商訂稅務用途資訊交換之條約或協定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之國

家或地區：日本、澳大利亞。

二. 本部與協定夥伴國積極洽商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合作事宜，將按洽商情形持續更新本名單。

KPMG補給站

澳洲為繼日本之後第二個與我國商訂進行金融帳戶資訊

自動交換之國家。依據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

查(CRS)作業辦法，我國金融機構將於今年底完成超過

一百萬美元之個人高資產帳戶審查，109年底前完成低

於一百萬美元之個人帳戶與超過25萬美元之企業帳戶審

查，並將於109年9月與財政部公告之應申報國進行首次

資訊交換。而我國刻正努力與其他30個租稅協定簽署國

進行此部分稅務合作，因此有海外資產者應謹慎面對跨

國資訊交換、租稅天堂經濟實質法施行及國內反避稅等

議題，必要時尋求專業人士之諮詢及協助。

銀行
當地稅務
主管機關

申報 交換

各國稅務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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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06  法規增修 & 新頒解釋函令

行政院會於108年3月21日通過「產業創新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除將現行租稅措施優惠由原訂施行至

108年12月31日止延長至118年12月31日止，放寬我國

智慧財產權人技術作價取得股票及我國創作人依科學技

術基本法第6條第3項所定辦法獲配之股票，持股達2年

108年3月21日行政院

May 2019

以上者，得就股票轉讓價格與取得股票時價兩者孰低金

額為課稅基準之適用外，並增訂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進

行實質投資，其支出可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之條

文。茲將該增訂之修正條文草案內容及立法理由說明檢

附如下表：

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條文草案

修正條文 說明

為促進營利事業以盈餘進行實質投資，提升生產技

術、產品或勞務品質，自辦理一百零七年度未分配盈

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起，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

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

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該

投資金額於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規定計算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時，得列為減除項目。

適用前項規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依所得稅法第

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時，應依規

定格式填報，並檢附投資證明文件送所在地之稅捐稽

徵機關。

適用第一項規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申報繳納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始完成投資

者，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一年內，依規定格式並檢附

投資證明文件，向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依第一

項規定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第一項規定之一定金額、前二項規定格式、投資證明

文件、前項退還溢繳稅款之申請程序、應提示文件資

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我國實施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度，係為降低營利

事業藉由保留盈餘不當為高所得個人股東(社員)規避綜合所得

稅之誘因，並促使營利事業分派盈餘，使股東分享經營成果。

考量營利事業有將盈餘再投資於營運所需建築物、設備、技

術，以提升經營效益及轉型升級之需求，該盈餘如保留運用於

興建廠房、購置設備等實質投資，有助於提升經濟動能，爰參

考美國及韓國做法，於第一項定明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自辦理

一百零七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起，因經營

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規定期限內以當年度盈餘興建或購置

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

額，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時，該投資金額得列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三. 第二項定明適用第一項規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依所得

稅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時，應依規定

格式填報，並檢附投資證明文件，併同申報書送所在地之稅捐

稽徵機關。

四. 第三項定明適用第一項規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申報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時，倘未能以當年度盈餘興建或購置建築物、軟

硬體設備或技術，應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規定加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嗣完成投資時，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一年內，依

規定格式並檢附投資證明文件，向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

重行計算未分配盈餘並退還溢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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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條文草案

修正條文 說明

五. 第四項授權財政部訂定第一項規定之一定金額、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格式、投資證明文件、第三項退還溢繳稅款之申請程

序、應提示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俾資適用。

07  「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May 2019

KPMG補給站

營利事業以盈餘進行所定「實質投資」並達一定金額，

得列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免加徵5%營利事

業所得稅，係回應業界對於未分配盈餘稅之課徵不利於

企業長期投資規劃與營運布局之訴求。該優惠措施擬自

辦理107年度未分配盈申報起適用，其進行興建或購置

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

「實質投資」期間為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3年

內，例如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可進行該項實質投資之

期間為108年度至1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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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
課稅條例」草案通過

09  財政稅務要聞

行政院第3646次院會今(11)日討論通過「境外資金匯回

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提供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

營利事業獲配且匯回境外轉投資收益，得選擇依規定管

理運用而適用特別稅率，以引導臺商匯回境外資金，挹

注產業及金融市場，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發展。

財政部說明，為協助臺商重新調整全球投資布局，鼓勵

我國個人及營利事業回國投資，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及增

加就業，於遵循洗錢與資恐防制相關國際規範前提下，

提供個人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資金合宜租稅措施，擬具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下稱本條例)草

案，重點如下：

適用對象及範圍

− 個人匯回境外(含大陸地區)資金。

− 營利事業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含大

陸地區)轉投資事業獲配並匯回之投資收益。

適用原則

個人及營利事業匯回前開境外資金者，得選擇依本條例

規定課稅，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所得稅法規定課徵基本稅額及所得

稅，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適用限制及要件

− 匯回之資金應存入金融機構專戶控管，除經經濟部

核准用於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

外，不得用於購置不動產。

− 本條例之執行，應符合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

申請適用程序

個人及營利事業分別向戶籍所在地及登記地稽徵機關申

108年4月11日財政部賦稅署

May 2019

請適用本條例規定，經稽徵機關洽受理銀行依洗錢、資

恐防制相關規定審核後核准，始得向受理銀行辦理開戶

及資金匯回作業。

適用稅率

− 一般稅率：由銀行於資金匯入專戶時扣取稅款，第1

年匯回稅率8%；第2年匯回稅率10%。

− 優惠稅率：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實質投資，得向國稅局

申請退還50%稅款(即稅率4%或5%)。

− 未依規定管理運用者應按稅率20%補繳差額稅款情

形：

•違反規定自專戶提取資金。

•自專戶提取資金應從事實質投資卻移作他用。

•違反規定用於購置不動產。

資金運用限制

− 原則

• 實質投資：直接投資產業或透過創投或私募股權基

金投資重要政策產業，投資產業之項目、投資計畫

支出範圍等，授權由經濟部擬訂子法規，報請行政

院核定。

• 自由運用：上限5% (不得購置不動產)。

• 金融投資：上限25%，應於信託專戶或證券全權委

託專戶從事金融投資，其範圍與方式授權由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擬訂子法規。

− 未從事金融或實質投資之資金(自由運用資金除外)，

應於外匯存款專戶內存放達5年，屆滿5年後第6年得

提取三分之一，第7年得再提取三分之一，第8年得

全部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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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通過 May 2019

資金運用監管

− 金融投資：應於專戶內投資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

定之金融商品達5年，期限屆滿後始得分3年提取。

− 實質投資：

• 投資申請：應於1年內提具投資計畫申請並經經濟部

核准。

• 投資時間：直接投資者，應於2年內完成(得展延2

年)；透過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者，投資期間應

達4年，且該創投或基金投資重要政策產業應達一定

比例。

• 投資完成退稅：取具經濟部核發證明，得向稽徵機

關申請退還50%稅款。

− 自由運用：

資金經查獲用於購置不動產者，由國稅局按稅率20%

補徵差額稅款。

財政部表示，本條例草案主要係為引導個人匯回境外資

金及營利事業獲配且匯回境外轉投資收益，回臺進行投

資，期能有效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

該部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期能儘速完成立

法。

KPMG補給站

依據本條例草案，除個人匯回境外(含大陸地區)資金可適

用優惠稅率－第1年匯回稅率8%；第2年匯回稅率10%，

且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所定「實質投資」，得申請退還

50%稅款(即稅率4%或5%)外，營利事業自其具控制能力

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並匯回之投資收益

亦可適用，以符合此一特別法於不同對象適用之無差別

待遇性。惟需注意適用本條例課稅者，無須區別資金性

質是否為所得及所得產生是否已逾核課期間，且其已

依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不得扣抵本條例之應

納稅額，資金並應於專戶內依規定年限及方式管理運

用，故於適用上宜審慎評估。

本條例草案所稱「實質投資」，需符合政府核定之投資

產業項目及投資計劃支出範圍，除直接投資外，亦包括

透過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重要政策產業，而與前則

產業創新條例草案可列作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之「實質

投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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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繳租稅協定國所得稅款
不得扣抵

11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目前我國已與32個國家簽署全

面性所得稅協定，營利事業如取得與我國簽署所得稅協

定國家來源之所得，可向該等締約國申請依租稅協定免

予課稅，或依租稅協定適用較低稅率，但如未提出申請

適用租稅協定減免優惠致溢繳稅款，不得在我國申報扣

抵。

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總機構在我國境

內者，應就其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

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算應

納稅額中扣抵，惟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

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因

此，營利事業取得與我國簽署所得稅協定國家來源的所

得，亦應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適用國外已納稅額

扣抵，但依所得稅協定規定屬於他方締約國免予課稅之

所得，或訂有上限稅率之所得，不得申報扣抵其因未申

請適用所得稅協定而溢繳之國外稅額。

該局舉例，印尼與我國已簽署所得稅協定，甲公司在印

尼無固定營業場所，於104年度取得印尼公司給付其佣

金收入1,500萬元及扣繳稅款300萬元，依所得稅法第

124條規定，應優先適用臺印租稅協定，該佣金收入係

甲公司於印尼提供服務、工作及活動相關之報酬，核屬

臺印租稅協定第7條規範之營業利潤，甲公司應向印尼

主張適用該協定第7條規定免稅並申請退還其溢繳稅額

300萬元，尚不得主張扣抵該年度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

應納稅額。

108年3月27日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May 2019

KPMG補給站

於申報扣抵國外已納稅額時，除需注意所得稅法第3條

第2項「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

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之規定外，

尚需注意依據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26條第2項規

定「屬他方締約國免稅之所得，或訂有上限稅率之所

得，不得申報扣抵其因未適用所得稅協定而溢繳之國外

稅額」。該未適用所得稅協定而溢繳之國外稅額，應向

所得稅來源國申請適用租稅協定退還其溢繳之國外稅

額，方屬正確；此於我國給付他方締約國應適用租稅協

定之所得，亦應在我國申請適用所定之稅捐減免，而不

得將此項應減免之稅額在他方締約國進行國外稅額扣

抵，以避免稅額扣抵遭剔除而產生可能的重複課稅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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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草案新增長照特別
扣除額

12  財政稅務要聞

行政院第3647次院會今(18)日討論通過所得稅法第17條

修正草案，增訂綜合所得稅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項目，適

度減輕中低所得家庭照顧身心失能者之負擔。

財政部說明，為因應人口老化所衍生之長期照顧需求，

並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政策，該部擬具所得稅法第17

條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為符合衛生福利部

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定額

新臺幣(下同)12萬元。

− 比照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訂定排富規定，納稅義

務人或其配偶適用稅率在20%以上、選擇就其申報

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28%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

額，或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扣除金額(107年度為670

萬元)者，不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之規定。

108年4月18日財政部賦稅署

May 2019

KPMG補給站

鑑於我國老年人口及失能人口比率不斷增加，長期照護

支出已漸成為家庭的沈重負荷，所得稅法第17條修正草

案乃增加長期照顧支出之特別扣除項目，應可適度減輕

需要長期照顧身心失能者家庭之租稅負擔。因本項扣除

與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之適用有重疊之處，故比照幼兒

學前特別扣除規範納入所謂「排富條款」，並配合股利

課稅新制納入選擇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28%稅率分開

計算應納稅額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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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預防與
解決案例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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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成本之推計課稅基礎應以
最切近實價情形之方式計算

14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案例精選

爭點

稽徵機關對於房地合一新制下不動產成本之核定，如欲

採用推計課稅，應以最切近實價情形之方式計算。

事實摘要

某甲為向某乙購入系爭房地而於民國100年7月6日與某

乙簽訂附有轉讓期限之房地買賣契約書，載明買賣總價

為新台幣(下同)630萬元，而某甲於5年後方能取得該不

動產之所有權。為保障雙方權益，該房地經某乙以信託

為原因登記予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

行)所有，並於5年期間屆至時(105年6月6日)，由聯邦

銀行移轉登記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予某甲；嗣後某甲再於

105年7月12日以820萬元出售予某丙。經稅局以某甲未

依房地合一新制申報個人房地交易所得稅，核定課稅所

得為149萬(售價820萬−買價630萬−可減除費用41萬

(820萬×0.05))，並按系爭房地持有期間在1年以內之適

用稅率45%，核定補徵稅額670,500元(149萬×0.45)，

並處該金額之1倍罰鍰670,500元。某甲不服，申請復

查，未獲變更，遂提起訴願，亦遭駁回，遂依法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裁判要旨

一. 系爭房地由某甲於民國100年7月6日以買賣總價為

630萬元買下，然當時並未移轉所有權，另為保障

雙方權益，系爭房地經某乙以信託為原因登記予聯

邦銀行所有，直至契約所約定之5年期間屆至時，

才由聯邦銀行於105年6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

記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予某甲；然某甲於105年7月12

日隨即以總價820萬元賣予某丙並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因某甲於105年6月6日登記取得系爭房地，

再於同年7月12 日移轉登記予某丙，持有期間在1

年以內，核屬房地合一稅之課稅範圍，且其違章情

節核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符合納稅

May 2019

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16條第 1項規定之責

任條件，自應受罰，並無違誤。

二. 惟揆諸房地合一稅之立法意旨，寓含有抑制炒作房

地產之目的，乃於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3項區別持

有年限之長短，課予不同稅率之稅額，持有越長

者，稅率越低；即對越短期獲利者，課予越高額之

稅賦。本件稅局以某甲於105年度持有系爭房地40

日不到，依規定按稅率45%核課，自應以系爭房地

於該40日不到之期間增益若干為其稅基。是以法律

條文所指之「原始取得成本」，係指依作業要點第4

點本文規定「以所取得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

轉登記日」所認定之「取得時」之取得成本，作為

計算稅基之基礎，始符立法目的，方不致過度課人

民以稅捐負擔而侵犯其財產權。

三. 查稅局以100年7月6日某甲與某乙訂約價格630萬元

為原始取得成本，又依法認定105年6月6日為取得

日，再按105年7月12日出售價格減除630萬元及售

價之5%推計計算必要費用後認定為房地交易所得，

其增益金額為某甲持有系爭房地5年後出售之增益，

而非不到40日之增益；況衡之常情，於105年不到

40日間之系爭房地，應不致有高達190萬元（820萬

元− 630萬元）之價差。此實為稽徵機關未解房地

合一稅制之精神，僵化適用法律，而生違誤。

四. 所得稅法第14條之6中段雖規定「個人未提示原始

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

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

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調整後，核定其成本」；然納保法第14條第1~3項

亦規定推計課稅之原則「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基

礎，經調查仍不能確定或調查費用過鉅時，為維護

課稅公平原則，得推計課稅，並應以書面敘明推計

依據及計算資料。」、「稅捐稽徵機關推計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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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斟酌與推計具有關聯性之一切重要事項，依合理

客觀之程序及適切之方法為之。」。是以，關於系

爭房地於105年6月6日取得時之「原始取得成本」，

其認定程序，應先由某甲提示證明文件；如某甲未

提出，稽徵機關始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如同一時期

同地段特質、格局相近之房地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

等；如無查得資料，即得以評定現值、公告現值為

基礎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為成本。惟如稽徵機

關以推計方式核課，應注意前揭納保法第14條第

1~3項之適用，以最切近實價情形之方式，計算系爭

房地之交易所得，方屬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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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補給站

有關房地合一新制下，不動產取得時點及成本之認定，

一直為徵納雙方對類此案件爭議之核心所在。本案稅局

以某甲於105年6月6日方登記取得系爭房地，又於40日不

到即轉售予某丙之事實，而認定某甲屬房地合一新制之

適用範圍，本無違誤。惟稅局一方面認定105年6月6日為

系爭房地之取得日，一方面卻以100年7月6日訂約之購買

價格630萬元作為原始取得成本，顯有將某甲簽約後5年

產生之房地增益，誤認為系爭取得後40日所產生之房地

增益金額，致有誤解房地合一稅制之精神，而高估本案

課稅基礎之情事，故責令稅局應先請某甲提示105年6月6

日房地成本證明文件；如某甲未提出，始得依鄰近地區

實價登錄資料核定；再無查得資料，即得以推計方式核

課，惟應以最切近實價情形之推計，方符納保法第14條

之規定。可見納保法正式施行後，對於納稅者權利之保

障確有助益，應有助於扭轉稅務爭訟案件納稅者勝訴率

偏低之現況，故爾後如納稅者遭遇類此稅務爭訟案件，

建議可諮詢專業意見適當的採用納保法之規定，以保障

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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