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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前言

本期新頒解釋函令將就專科以上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取得收入之營業稅徵免；及經營
學校委託辦理學生及教職員工餐點之業者，是否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之認定依據及課
稅方式加以分析說明。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列報乘坐國際航線之交通費，非以登機證為唯一證明文件；高鐵行
動APP 或網站取得之購票證明可作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憑證；得扣抵國外稅額
之限額係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之所得額計算；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已公告適用淨利率
及境內利潤貢獻度之境外電商名單；外送平台及合作餐飲業者如何開立發票；及不服
稅捐行政處分時，其正確之行政救濟程序等6則。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案例精選為

陳志愷
執業會計師

「納稅者是否可於行政訴訟階段追加新爭點？」，敬請參閱。

黃彥賓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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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取得
收入徵免營業稅相關規定
財政部109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804666690號

一. 專科以上學校(下稱學校)係教育部依大學法及專科

本釋令除明確研發成果未歸屬資助機關、合作機構或企

學校法核定設立之教育及學術研究機構，其辦理產

業取得之收入，及未有價款收取之專利申請，非屬營業

學合作(指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

稅課稅範圍外，放寬其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

定辦理合作事項，或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施辦法」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

法」相關規範，執行研究計畫及其物質交換、檢測檢

畫，下同)取得收入之營業稅課徵，應按「專科以上

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服務等應用事項，與提供先期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收取之各項收入依加值型及非加

研發技術或經營諮商與輔導之創新育成事項取得之收

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規定徵免營業稅規定」(如附件)

入，得適用「研究勞務」之免稅；而技術移轉及智慧財

辦理。

產權運用取得之收入，仍應課稅。

二.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取得之收入，依前點規定應課徵

雖本釋令適用於109年7月1日(含)以後之簽約案件，惟

營業稅者，以簽約日於109年7月1日(含)以後之案件

依據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因屬有利於納

適用。

稅義務人之解釋，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亦可適

三. 本令發布日前，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取得之收入，已
依本部108年1月8日台財稅字第10700704180號令

用。因此已依舊釋令繳稅案件，其屬未核課確定者，可
尋求申請退還溢繳稅款之機會。

規定報繳營業稅，尚未核課確定案件，得適用本令
規定，其有溢繳稅款者，准予退還。
四. 修正本部108年1月8日台財稅字第10700704180號
令，刪除第一點規定。

KPMG補給站
有關產學合作取得收入之營業稅徵免，以往侷限於是否
符合「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勞務」為其判
准，因此最近一次之釋令(108年1月8日發布)，對於物
質交換、諮詢顧問、專利申請、創新育成、技術移轉及
智慧財產權運用取得之收入，均應課徵營業稅；專題研
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取得收入，除接受政府機關委
託外，亦應課徵營業稅；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則免徵營
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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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專科以上學校辦理產學合作(註1)收取之各項收入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規定徵免營業稅規定
收入標準

產學合作項目

研發成果歸屬

要件

應稅

全部或部分歸屬資
助機關

資助機關
補助款

免稅

非課
稅範
圍

如註2

V

未歸屬資助機關

免稅依據

V
符合下列各要件者：
1. 學校與「專科以上學校產學
合作實施辦法」規定之合作
機構訂定研究計畫，或學校
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
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下稱科研計畫)，與合作企
業訂定研究計畫，對研究領
域人力或物力之投入過程

• 專題研究
受託研究
費 用 (含 配
合款)

• 物質交換
• 檢測檢驗

全部或部分歸屬合
作機構或企業 (註3)

2.於研究計畫或契約約定各類
研發及其應用事項(例如：
研發過程中所產生之物質交

• 技術服務

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

• 諮詢顧問
•

營業稅法
第8條第1
項第31款

V

諮詢顧問服務，或依約定於
計畫完成時應提供之研發成

創新育成 (註5)

果樣品，或依約定於計畫完
成時應提供買受人研究計畫
所得具體成果之技術服務、
諮詢顧問服務)、研發成果
及收入之歸屬與運用

未符合以上各要件

V
(註4)

未歸屬合作機構或
企業

V

附註：

1. 產學合作範圍包含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與政府機關、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
各類研發及其應用、各類人才培育及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及學校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接
受政府機關(構)編列科技計畫預算，補助、委託或出資進行科研計畫。
2. 符合財政部99年11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900331970號令規定者，得免徵營業稅。
3. 合作機構提供設備供產學合作計畫使用作為出資，屬互易性質，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交付學校。配合款及設備之銷售額應相等，即不含營業
稅之設備價格應等於配合款(研究勞務免徵營業稅)。
4. 合作對象如屬政府機關，符合財政部99年11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900331970號令規定者，得免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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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專科以上學校辦理產學合作(註1)收取之各項收入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規定徵免營業稅規定(續)
收入標準

產學合作項目

研發成果歸屬

要件

應稅

免稅

非 課
稅 範
圍

免稅依據

符合下列各要件者：

• 專題研究
合作機構
或企業支
付先期技
術移轉授
權金

• 物質交換
• 檢測檢驗

全部或部分歸
屬合作機構或
企業

1. 學校與「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
作實施辦法」規定之合作機構
訂定研究計畫，或學校依「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規定執行科研計
畫 ， 與 合 作 企業 訂 定 研究 計
畫，對研究領域人力或物力之
投入過程
2. 於研究領域人力或物力之投入
過程中先行收取，尚未有研發
成果、研發成果不如預期，或
合作機構、企業解除、終止契
約或退出，不予退還，亦不抵
扣具體研發成果之授權金或讓
與金

• 技術服務
• 諮詢顧問
• 創新育成 (註5)

未歸屬合作機
構或企業

專利申請

受教者支
付之費用

營業稅法
第8條第1
項第31款

V

V
學校針對發明或創作，為保護其
正當權益，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提出專利申請之過程，且未向合
作機構或企業另收取價款

V

人才培育

V

營業稅法
第8條第1
項第5款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
1. 另訂移轉或運用契約並收取價
款

授權金

技術移轉及智
慧財產權

2. 研究計畫或契約約定移轉或運
用預計產出之技術、智慧財產
權益，並另收取價款

V

3. 研究計畫或契約約定移轉或運
用既有技術、智慧財產權益，
並另外收取價款

讓與金

技術移轉及智
慧財產權益運
用(轉讓)

同授權金

同授權金

附註：
5.

創新育成指學校為孕育新事業、新產品、新技術及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所提供之研發技術或經營諮商與輔導，例如：商務支援、行政支
援、資訊支援，不含所提供之空間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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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學校委託辦理學生及教職
員工餐點之營業人 營業稅課徵
規定
財政部109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804641680號

一. 經營學校委託辦理學生及教職員工餐點，且該等餐
點之銷售價格受教育主管機關監督或由教育主管機
關全額編列預算支應(即免費營養午餐)之營業人，
倘有銷售前揭範疇以外之貨物或勞務，且該部分之
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銷售額標準者，得由稽徵
機關依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規定，查定全部銷
售額；如該部分銷售額達使用統一發票銷售額標
準，經稽徵機關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自核定使
用統一發票當期就其全部銷售額依法開立統一發
票。
二. 廢止本部106年1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604618220
號令。

KPMG補給站
專營學校委託辦理學生及教職員工餐點之業者且符合相
關規定(即免費營養午餐)，其銷售額適用1％以查定方式
課徵營業稅之稅率；倘有兼營其他貨物或勞務銷售，於
認定是否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時，不計入免費營養午餐
之銷售額。該兼營非免費營養午餐之銷售額如達使用統
一發票標準，則全部銷售額應開立統一發票按5%稅率
課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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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報國外出差乘坐飛機之交通
費 尚非以登機證為唯一事證
109年2月12日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營利事業列報出差人員乘坐國際航線飛機之交通費，依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第3款第2目之1規定，
應以飛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及登機證與機票購票證明
單(或旅行業開立代收轉付收據)為原始憑證；其遺失機
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及登機證者，應取具航空公司之搭
機證旅客聯或其所出具載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起訖
點之證明代之；其遺失登機證者，得提示足資證明出國
事實之護照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代之。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最近接獲營利事業來電詢問，

派員至國外出差搭乘國際航線，僅保存電子機票與旅行
業開立代收轉付收據，惟登機證已遺失是否可認定？國
稅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列報國外出差交通費搭乘飛
機應檢附之登機證，得以下列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文件
擇一替代，尚非以登機證為唯一證明文件：
– 航空公司之搭機證旅客聯。
– 航空公司所出具載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起訖點
之證明。
– 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

– 其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文件。

KPMG補給站
列報出國旅費中有關國際航線機票之登機證，除足資證
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外，為配合內政部移民署「入出
國自動查驗通關系統」以電腦自動化方式辦理入出國作
業，另得提示線上申辦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之其他證明
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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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行動購票APP列印之購票
證明得申報扣抵營業稅
109年2月24日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派遣員工出差，取得運
輸事業開立的收據或票根影本，可以作為營業稅扣抵銷
項稅額的進項憑證。員工出差如搭乘台灣高鐵並使用
TEX行動購票(T Express手機通關)應用程式購買車票，
可透過該應用程式列印購票證明，作為營業稅申報扣抵
銷項稅額的進項憑證。
該局說明，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員工出差取得運輸事業開立之
火(汽)車、高鐵、船舶、飛機等收據或票根的影本，得

作為營業人申報進項扣抵銷項稅額的憑證。營業人派遣
員工出差，出差員工透過台灣高鐵行動購票APP購票並
取票，車票以QR CODE電子形式傳輸(儲存)於手機，員
工並未透過車站、便利商店等售票窗口或自動販賣機等
管道取得紙本車票，此時，除可憑手機票證至高鐵售票
窗口或服務台申請開立購票證明外，亦可透過台灣高鐵
行 動 購 票 APP 或 高 鐵 官 方 網 站 取 得 購 票 證 明(PDF 檔
案)，作為營業稅申報扣抵銷項稅額的進項憑證。
該局提醒，出差員工如以悠遊聯名卡或一卡通聯名卡直
接於驗票閘門感應搭乘高鐵者，亦可依據自身需求，至
高鐵櫃臺申請或透過高鐵官方網站取得購票證明，作為
營業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的進項憑證。

KPMG補給站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規定搭乘火(汽)車、高鐵、船舶、飛
機等交通工具，以收據或票根影本作為申報進項稅額扣
抵之憑證。而為因應數位型態之交易模式，對於高鐵車
票票根，得以臨櫃申請、行動APP或網站取得之購票證
明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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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列報國外稅額扣抵應
注意限額規定
109年2月21日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的所得，
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的所得稅，於規定限額內
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規
定，申報國外稅額扣抵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應納稅額
者，其扣抵的限額，應以加計國外所得額計算所增加的
結算應納稅額為限，亦即應以國外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

用後的所得額，再依我國所得稅率計算其國外已納稅額
之可扣抵限額，而非按國外收入的毛額計算可扣抵限
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案件，該公司依境外所得A國稅法規定繳納的所得稅
為150萬元，在境外A國取得技術服務收入為1,500萬
元，甲公司於計算國外稅額可扣抵限額時，不得逕將該
筆技術服務收入的全數1,500萬元作為「國外所得」，
而應減除其所提供的技術服務成本費用1,200萬元，經
核算後國外所得僅300萬元，其因加計國外所得額而增
加的結算應納稅額為51萬元(300萬元× 17%)，而非255
萬元(1,500萬元×17%)，是以，該公司可扣抵國外已納
稅額的限額僅為51萬元，尚不得將境外繳納的稅額150
萬元全數扣抵。

KPMG補給站
營利事業得就併計課徵所得稅之境外所得，在規定限額
範圍內申報扣抵其已在來源國繳納之所得稅，而其限額
為因加計國外「所得」所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即以收
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之餘額，為計算基準。故為避免申
報扣抵之國外稅額超限而產生重複課稅現象，對於有成
本費用發生而來源於國外之收入，於當地就源扣繳時，
即應予主張減除或尋求其他扣繳節稅措施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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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
度之境外電商名單公告於財
政部稅務入口網
109年2月26日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協助扣繳義務人知悉跨境銷
售電子勞務之外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核准適用淨利率
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名單，以利其正確扣繳稅款，節
省後續申請退還溢扣稅款及更正申報之程序，該局已將
經核准境外電商名稱、註冊國家(地區)、統一編號及核
准適用期間之資訊內容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供扣繳
義務人查詢。

KPMG補給站
依據「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
要點」，境外電商(含提供交易平台服務之業者及非平
台電子勞務業者)來源於我國收入之所得計算，可向稽
徵機關申請按核定適用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及境內利
潤貢獻程度之簡易方式。為使我國事業及境外電商之平
台業者在履行扣繳義時務人可查詢其交易對象有無上開

該局說明，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

申請，爰為本名單之公告。

電子勞務(以下簡稱境外電商)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包括個

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所取得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
入，如買受人為境內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者，則應由買
受人於給付時，按規定扣繳率辦理扣繳及申報。
該局指出，自106年度起，境外電商可依財政部107年1
月2日台財稅字第10604704390號令規定，向稽徵機關
申請核准按其營業項目適用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及境
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我國課稅之所得額，如境外電商已
就該交易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准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
潤貢獻程度者，扣繳義務人得以我國來源收入依該淨利
率及境內貢獻程度計算我國應課稅之所得額，按規定之
扣繳率扣繳稅款，免除後續退還溢扣稅款及稅款積壓問

題。
該局提醒，扣繳義務人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查詢經
核准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名單(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路徑：首頁/境外電商
課稅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專區/核准淨利率及境內利潤
貢獻程度名單查詢)，惟境外電商經核准適用淨利率及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資訊，基於稅捐稽徵法第33條課稅
資料保密之規定不得公告，扣繳義務人如需進一步瞭
解，請洽該境外電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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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臺及相關業者提供訂餐
服務 開立憑證之規定
109年2月3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消費者透過外送平臺業者手機
應用程式(各外送平臺APP)向餐飲業者訂餐，再由配送
員至餐廳取餐並外送至消費者指定地點，外送平臺業者
及合作餐飲業者開立憑證的方式，將因外送平臺業者為
境內營業人或境外電商而有不同(如下頁附表)。

KPMG補給站
外送平台之發票開立方式，屬在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下稱國外平台業者)，不論與國內餐飲業者之實際契約
關係為何，一律由應辦理稅籍登記之國外平台業者就收
取之全部價款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惟如交易對象

該局說明，餐飲業者若透過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為營業人而非屬個人，則採逆向課稅方式，免開立統一

的外送平臺業者(即境外電商，如UberEats)銷售，係按

發票報繳營業稅。其屬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如為

「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開立憑證及報繳

買賣契約關係，應就全部價款開立統一發票；如為居間

營業稅，外送平臺業者應依向消費者所收取價款全額開

契約關係，僅就收取之外送服務費開立統一發票並代為

立雲端發票給消費者並報繳營業稅；而餐飲業者按其自

交付國內餐飲業者開立之憑證，兩者之營業稅課徵原理

外送平臺收取的淨額價款，開立發票或收據給外送平臺

不同。

業者。
該局進一步說明，餐飲業者若透過在我國境內設有固定
營業場所的外送平臺業者(如Foodpanda)銷售，係按外
送平臺業者與餐飲業者合作模式(視個別合約)，依下列2
種方式開立銷售憑證；其中餐費部分，餐飲業者若經核
定免用統一發票者，得掣發普通收據，否則應依規定開
立發票。
方式1：外送平臺業者依所收取價款全額開立發票給消
費者並報繳營業稅，而餐飲業者按其自外送平臺收取的

餐費部分，開立發票或收據給外送平臺業者，即消費者
如支付款項100元可取得外送平臺業者所開立的100元
發票。
方式2：外送平臺業者依所收取配送費開立發票給消費
者並報繳營業稅，而餐飲業者按其自外送平臺收取的餐
費部分開立發票或收據，由配送員代為交付給消費者，
即消費者如支付款項100元可取得平臺業者所開立的配
送費10元發票及餐飲業者開立的餐費90元發票或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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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外送平臺發票開立方式說明
消費者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各外送平臺APP)向餐飲業者訂餐，再由外送平臺業者派遣配送員至餐廳取餐並外送至消費
者指定地點。
營業人性質

外送平臺

外送平台發票開立方式

餐飲業者憑證開立方式

境外電商
(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

Uber Eats

就向消費者收取的全部價款開立雲端發票給消費者。

自Uber Eats收取的淨額價款開立
發票或收據給 Uber Eats。

Foodpanda
空腹熊貓

依平臺與餐飲業者的合約不同而有下列2種方式：

Quickpick
快點外送

2. 平臺業者開立外送費發票給消費者，餐飲業者開立餐費發票或收據，由配送員代為交付給消
費者。

1. 平臺業者就向消費者收取的全部價款開立發票給消費者。

Foodomo
境內營業人
(境內有固定
營業場所)

平臺業者就向消費者收取的全部價款開立發票給消費者。

由餐飲業者開立餐費發票或收據給
平臺業者。

平臺業者開立外送費發票給消費者。

餐飲業者開立餐費發票或收據，由
配送員代為交付給消費者。

Cutaway
卡個位
Lalamove
Deliveroo
戶戶送
有無外送
街口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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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核定稅捐處分不服 無需經
復查程序逕行提起訴願救濟
109年2月12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稅捐稽徵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
有二類，一類為核定通知書、繳款書或罰鍰處分書等核
定稅捐處分，納稅人若對該處分結果不服時，應依稅捐
稽徵法第35條規定申請復查；另一類為納稅人申請免使
用統一發票、分期繳納稅款、退稅或重開行政程序等事
項時，經稅捐稽徵機關否准之非核定稅捐處分(屬於國
稅者)，應依訴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經由原行政處分
機關向財政部提起訴願，以資救濟。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人對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營利事

業所得稅、營業稅、遺產稅或贈與稅等核定稅捐處分之
內容(例如：核定通知書、繳款書或罰鍰處分書)有異議
時，可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按規定格式，
敘明理由，連同證明文件，在規定之繳納期間屆滿翌日
起算30日內(無應納稅額或應補稅額者，在核定通知書
送達後30日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復查；對復查決
定仍不服者，則於復查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算30日內，
依訴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財政部提起訴願。另對稅捐稽徵機關否准之免
使用統一發票、分期繳納稅款、退還溢繳稅款或重開行
政程序等非核定稅捐處分(屬於國稅部分)，認為有違法
或不當，導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其救濟無需先行申

請復查，可於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起算30日內，逕依訴
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
關向財政部提起訴願。

KPMG補給站
人民不服非屬核定稅捐之處分，例如申請溢繳稅款退還
或各項許可案件，應依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願，尚不需
先行「復查」之程序。因此就涉及稅捐事項行政處分不
服時，應先區別其是否屬稅捐之「核定」，俾採取合法
之救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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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是否可於行政訴訟階段
追加新爭點？

爭點

納稅人權益，自應許其一併加以爭執，請求行政救濟機

納稅者於行政訴訟起訴階段方追加新爭點，行政法院應
否予以審理？

關或法院進行審查。是以，若當事人於行政訴訟事實審
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如追加
扣除額之主張，行政法院應予審酌而未加以審酌者，其

事實摘要

判決即屬違法。

稅局查核甲君之母乙君之遺產稅案件(於民國104年6月

另按遺贈稅法第20條第1項第7款規定：「左列各款不計

死亡)時，查得其生前104年5月將其所有保險單(下稱系

入贈與總額︰……七、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之財

爭保單)，變更要保人為甲君，變更日之保單價值準備

物，總金額不超過100萬元。」經查，甲君於原審107年

金計60,700,648元，而涉有遺產及贈與稅法(下稱遺贈

10月18日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狀曾稱：「遑論甲君

稅法)第4條規定之贈與情事，遂認定乙君有漏報贈與稅

104年年初結婚，乙君尚有100萬元婚嫁扣除額，當年度

之情事；惟因乙君已死亡，乃依遺贈稅法第7條第1項第

贈與稅扣除總額計330萬元」。嗣於言詞辯論期日，經

3款及第2項規定，改以受贈人即甲君為納稅義務人，對

稅局訴訟代理人當庭稱甲君「沒有提示資料，所以要扣

甲君補徵贈與稅。甲君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繼

除也沒有依據」，並經到場甲君陳述說明且庭呈戶籍謄

提訴願，仍遭決定駁回，遂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

本。原審仍應斟酌當事人所提書狀及全辯論意旨而為判

原審)提起行政訴訟，除重申復查及訴願之理由外，並

決，但原判決並未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僅於原判決

另於起訴中主張應扣除乙君對甲君之婚嫁扣除額。經原

「原告主張要旨欄」載及，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審判決以「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甲君，既屬乙君將
自己之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無償讓與甲君，已符合遺贈

再由戶籍謄本觀之甲君之記事欄記載104年3月結婚，而

稅法第4條所定贈與之要件」為由駁回後，某甲仍有不

乙君於104年6月過世，則稅局核定乙君104年度贈與稅

服，遂依法提起本件上訴。

扣除額時，是否有依據遺贈稅法第20條第1項第7款增加
婚嫁扣除額100萬元，原審未予調查審酌與論述，亦有

裁判要旨

不適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21條、遺贈稅法第20條第1

按「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經復查決定後提起行政爭
訟，於訴願審議委員會決議前或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得追加或變更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受理
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應予審酌。其由受理訴願機關或行
政法院依職權發現課稅處分違法者，亦同。」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法條係參考德國及
日本學說判例關於法院審判範圍所採取「總額主義」的
精神，納稅者對於課稅處分不服，經提起行政救濟之
後，該處分即處於尚未確定的狀態，除了原先爭執的處

項第7款之判決違背法令。
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之違法，並影響判決結
論，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即有理
由。又因本件扣除額之計算影響全部贈與稅額，則尚有
由原審再為調查甲君所主張婚嫁扣除額究有無理由，並

據以計算贈與稅總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
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再為調查後，另為適法之裁
判。

分瑕疵之外，如果其事後發現原處分有其他違法事由致
損害納稅者權益，為確保依法課稅原則，並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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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納稅者是否可於行政訴訟階段追加新爭點？

判決字號
109,判,48
裁判日期
109.2.6
裁判主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KPMG補給站
本件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下簡稱納保
法)第21條已明文規定，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經復查
決定後提起行政爭訟，於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得追加或變更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亦即稅務案
件之訴訟標的已改採「總額主義」，摒棄傳統稅務行政
爭訟採取「爭點主義」的立場，因此本件甲君自得於行
政訴訟階段追加100萬元婚嫁扣除額爭點之相關理由及
事證供法院審酌，法院原則上應就甲君是否有婚嫁贈與
事實依相關事證查後核實確認，惟原審判決並未說明何
以不採之理由，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定有判決違背法令
及不備理由之當然違背法令情事。可見納保法自106年
12月28日施行後，對於納稅者權利之保障確能有所發
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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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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稅目
娛樂稅

3月1日

3月10日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
額。

營業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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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第一季(1—3月)之進項憑
證，以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5日

4月1日

4月10日

4月1日

4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4月1日

4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4月1日

4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30日

汽機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自用全期及營業用上期)

使用牌照稅

4月28日

6月1日

提供綜合所得稅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所得稅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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