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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法》修法重點
《稅捐稽徵法》修正條文已於今（110）年12月17日
經總統公布，除有關滯納金調降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另定之外，其餘條文將自12月19日開始施行。茲分類

（鎮、市）公所認定符合分期繳納地方稅之
事由。

為三大類：一、保障納稅權益並減輕負擔、二、維護

前項經核准分期繳納之期間，不得逾3年，並應

租稅公平並保障國家債權及三、簡化與明確稽徵程

自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至繳納之日

序，摘錄增修重點如下：

止，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

一. 保障納稅權益並減輕負擔
1. 調降滯納金加徵率（修正條文第20條及第51條）
滯納金加徵率，由「每逾二日」，修正為「每逾
三日」按滯納數額加徵1%，總加徵率由15%降為
10%。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時，欠繳應納稅捐且尚
未逾計徵滯納金期間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2. 增訂放寬得申請適用分期繳納情形（修正條文
第26之1）

稅捐稽徵法第26條原訂有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
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勢者，不能於法
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而本次修法
新增以下情形亦得申請分期繳納。

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3. 調降暫緩移送執行繳納之金額比例為三分之一
（修正條文第39條）
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得暫緩移送執行之金額比
例，由「半數」調降為「三分之一」。修正之本
條文施行前，稅捐稽徵機關已移送強制執行或依
修正施行前規定暫緩移送強制執行者，適用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

4. 修正未依規定給與、未取得、未保存憑證之罰緩
為5%以下（修正條文第44條）
依規定應給與而未給與、應取得而未取得或應保
存而未保存憑證之罰鍰，由按查明認定總額「處
5%」之固定比率修正為「處5%以下」。

‒ 依 法應 繳 納 所 得稅 ， 因 客 觀 事實 發 生 財務
困難。

二. 維護租稅公平並保障國家債權

‒ 經稅捐稽徵機關查獲應補徵鉅額稅捐。

1. 增訂2款核課期間屆滿時之時效不完成事由（修

‒ 其他經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鄉

正條文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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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行政救濟尚未終結者，自核定稅捐處分
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須另為處分確定之日
起算1年內。核定稅捐處分經納稅義務人於核
課期間屆滿後申請復查或於核課期間屆滿前1
年內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須另為處分確定
者，準用。
‒ 因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未能作成
核定稅捐處分者，自妨礙事由消滅之日起算6
個月內。
2. 增訂2款核課期間之起算日（修正條文第22條）
‒ 土地增值稅自稅捐稽徵機關收件日起算。但
有經法院、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或交債權人
承受之土地案件，自稅捐稽徵機關受法院或
行政執行分署通知之日起算。
‒ 稅捐減免所依據處分、事實事後發生變
更、不存在或所負擔義務事後未履行，致應
補徵或追繳稅款，或其他無法依前第22條1至
5款規定起算核課期間者，自核課權可行使之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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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萬元。稅務人員、稅賦查核人員配偶及三
等親以內親屬、依法執行勤務的公務員、前述
人員轉知者及參與逃漏稅之人等 ，不得領取檢
舉獎金。
三. 簡化與明確稽徵程序
1. 齊一申請退稅時間 （修訂條文第28條）
‒ 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
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
之日起10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
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但因可歸責於
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其退稅請
求權自繳納之日起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即

對於「納稅者」或「稽徵機關」錯誤溢繳稅
款之申請退稅期間，由「5年」或「無期
限」，分別修正為以 「10年」或「15年」
為限。
‒ 本條文施行前之溢繳稅款，尚未逾5年之申請
退還期間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若可
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應自

3. 強化稅捐保全（修正條文第24條）
‒ 欠稅案件聲請法院假扣押時點，由「欠繳應
納稅捐」修正為「法定繳納期間屆滿或繳納
通知文書送達後」。
‒ 增訂稅捐之徵收準用民法及信託法有關代位
權及撤銷權規定。
4. 提高逃漏稅刑事罰金（修正條文第41條）

修正施行之日起15年內申請退還。
‒ 行為人明知無納稅義務，違反稅法或其他法
律規定所繳納之款項，不得依前述規定請求
返還。
2. 增訂特定類型案件得以公告方式代替核定稅額通
知書（修正條文第19條）
增訂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按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核

‒ 由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1000萬元以下罰金。

定之案件，得以公告方式，載明申報業經核

‒ 增訂個人逃漏稅達1000 萬元以上 、營利事
業 漏 稅 額 在 5000 萬 元 以 上 案 件 加 重 處
罰，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10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

定，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但各稅
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 延長稽徵機關發還帳簿文據期間 （修正條文第
30條）

5. 劃一檢舉獎金核發標準及資格限制（修正條文第
49條之1）
檢舉獎金以每案罰鍰之20%核發，最高限額為

將稅 捐稽 徵機 關 發還 帳簿 或文 據之 期間 由 「7
日」修正為「30日」，延長發還時間併同修正為
「 30日」，並以1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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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 正 加 計 利 息 之 利 率 基 準 日 （ 修 正 條 文 第 28

條、第48條之1）

因「刑事罰優先於行政罰」導致「行政罰」課不
到稅的問題。

‒ 納稅義務人自行或因政府機關適用法令、認
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錯誤致溢繳，加計
利息退還之利率基準日修正為「各年度一月
一日」。
‒ 納稅義務人自動補報補繳加計利息之利率基
準日行修正為「各年度一月一日」。納稅義
務人於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漏繳稅款，而於
修正施行後自動補報並補繳者，適用本項規
定。但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有利於納稅義務人
者，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5. 增訂申請復查期間之認定（修正條文第35條）
以公告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者，應
於公告之翌日起30日內，申請復查。復查之申
請，以稅捐稽徵機關收受復查申請書之日期為
準，但交由郵務機構寄發復查申請書者，以郵寄
地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2. 另本次修正之稅捐稽徵法第28條（又稱陳長文條
款），基於法律安定性考量，將可歸責於稽徵機
關錯 誤 之溢 繳 稅款 案 件 ， 其退 稅 期限 由 「無 期
限」修改為「15年」，而對於修法前之溢繳稅款
案件，其起算點自本條文施行之日（110年12月19
日）起算，使納稅者仍保有充裕之退稅時間，惟

為避免事後舉證困難，建議及早提出申請為宜。
另值得一提，本次修法以法律之明文，推翻日前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大字4號大法庭裁定所認定
「陳長文條款」應受10年消滅時效限制，且自102
年5月24日起算之見解，實為租稅法律主義之具體
實踐；然須提醒注意，為尊重法院實體判決之既
判力，前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者，並無從依據本
次修正後之規定進行救濟。
3. 再者，本次修正之稅捐稽徵法第21條，增訂2款核
課期間屆滿之時效不完成事由，讓稽徵機關於核

6. 擴大不適用加計利息之範圍（修正條文第49條）

課期間將屆，方接獲需另為適法處分之決定或判
決時，能有更充足之時間重新核定，可望改善以

「滯報金」及「怠報金」比照罰緩無須加計

往稽 徵 機關 為 避免 逾 核課 期間 而 不敢 撤 銷原 稅

利息。

單，僅能撤銷復查決定之不合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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