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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宏輝簡歷
姓 名：鄭宏輝
專業資格：

中華民國會計師
國際內部稽核師(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美國會計師（AICPA）
台灣營建仲裁協會仲裁人資格證書
評價會計師
證券高級業務員
期貨業務員
英國管理會計師（Chartered Global Management Accountant）
美國會計師協會會員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畢業
北京大學企業創新管理研修班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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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宏輝簡歷
姓 名：鄭宏輝
經 歷：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副理
(在勤業眾信服務期間曾外派至該事務所美國聯盟所Deloitte Boston事務所工作1年半)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國際業務組經理
台灣亞德諾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亞太區稽核經理
第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協理
中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現 任：
明達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兼會計師
政大法律在職碩士班就讀中

事務所聯絡方式：
電話：02-23961854   傳真：02-23962310
手機：0910685298
Email：hunghui@mingdacpa.com Line ID: hunghuicheng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16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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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agenda

一.藥師綜所稅節稅
二.藥師合法節稅的規劃
三.避稅的實例(不可以學)
四.藥師必須小心的逃漏稅陷阱
五. 如何應對稅務查核。
六. Q & A 及創業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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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協助客戶調解股權糾紛和應對國
稅局查稅的會計師才有競爭力

~我個人的執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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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扣除額以及課稅級距相關
資訊

一百零五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

主旨：

公告105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

依據：所得稅法第5條第4項及第5條之1第1項。

公告事項：

一、105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每人全年新臺幣（下同）
85,000元；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70歲者，暨納稅義務人及其配
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70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每人每年12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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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扣除額以及課稅級距相關
資訊

一百零五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

(續上頁)
二、105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

90,000元；有配偶者扣除180,000元。

三、105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數

額以128,000元為限。

四、105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

1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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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扣除額以及課稅級距相關
資訊
一百零五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

(續上頁)
五、105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如下：

（一）全年綜合所得淨額在520,000元以下者，課徵5%。

（二）超過520,000元至1,170,000元者，課徵26,000元，加超過520,000元
部分之12%。

（三）超過1,170,000元至2,350,000元者，課徵104,000元，加超過

1,170,000元部分之20%。

（四）超過2,350,000元至4,400,000元者，課徵340,000元，加超過

2,350,000元部分之30%。

（五）超過4,400,000元者，課徵955,000元，加超過4,400,000元部分之

40%。

（六）超過10,000,000元者，課徵3,195,000元，加超過10,000,000元部分
之45%。

明達會計師事務所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申報方式

1. 儘量降低家戶課稅所得，不相干的人不要填在一張稅

單內申報

 結婚或離婚當年(可選擇分別申報或是合併申報)

 申報扶養親屬並列報免稅額時，要記得將此扶養親屬

的所得列報進來。

 成年子女，假若非就學且有所得，則應獨立申報所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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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申報方式

2. 假如不幸地，扶養親屬有額外我們沒掌握的所得事後被

國稅局發現，那怎麼辦(此部份課本沒教，法令沒規定)

 範例： (爸爸天上掉下來的所得)

爸爸盜賣漁船用油，在申報之後才認罪而被法院通報

有其他所得，但申報扶養親屬時已列報其為扶養親屬，

此時納稅人可選擇寫切結書放棄扶養其父親，由其父親

單獨申報。(Dump your father is the best strategy for 

tax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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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分開申報之運用

大法官會議１０１０１２０釋第６９６號
所得稅法規定夫妻非薪資所得合併計算申報稅額，違憲？

財政部76年函關於分居夫妻依個人所得總額占夫妻所得總額之比率計
算其分擔應納稅額，違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納稅義務人之配偶，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
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有前條各類所得者，應由納稅義務人合
併報繳。」（該項規定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惟就夫妻所得
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部分並無不同。）其中有關夫妻非薪資所得
強制合併計算，較之單獨計算稅額，增加其稅負部分，違反憲法第七
條平等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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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分開申報之運用

大法官會議１０１０１２０釋第６９６號

所得稅法規定夫妻非薪資所得合併計算申報稅額，違憲？

(續上頁)

財政部七十六年三月四日台財稅第七五一九四六三號函：「夫妻分居，

如已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載明配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並

註明已分居，分別向其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結算申報，其歸戶合

併後全部應繳納稅額，如經申請分別開單者，准按個人所得總額占夫

妻所得總額比率計算，減除其已扣繳及自繳稅款後，分別發單補徵。」

其中關於分居之夫妻如何分擔其全部應繳納稅額之計算方式規定，與

租稅公平有違，應不予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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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分開申報之運用

問題：怎樣報比較節稅?

1. 觀念上來說，夫妻的各類所得分開申報最為划算。

2. 用電腦揀---假如都不懂夫妻怎樣合併或分開申報，用綜
所稅網路申報軟體申報，此軟體會主動試算出最省稅的
申報方式。

3. 假如不相信報稅軟體，那要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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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合法的節稅方式

1. 能晚拿就晚拿(延緩所得實現時點)

2. 有報有機會，有申報才可能有退稅。

(何時會退稅？)

3. 夫妻合併申報或是分開申報大不同，

哪個有利選哪個。(以上已提到)

4. 扶養親屬愈多節稅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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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合法的節稅方式

5. 計算看看年度列舉扣除額是否大於標準扣除額

6. 別忘了還有特別扣除額，節稅好幫手

財產交易損失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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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合法的節稅方式

7. 不要將捐贈金額超限

8. 所得轉化：(房地所得轉成證交所得；薪資所得

轉成營利所得或是執行業務所得)

9. 其他所得可以主張成本費用

10. 房屋租賃所得可以主張43％之成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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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合法的節稅方式實例-其他親屬之扶養

大法官會議８５１１０８釋第４１５號

家長家屬關係之認定應取決於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

解釋文

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之規定，其目的在以稅捐之
優惠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屬盡其法定扶養義務。同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
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
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得於申報所得稅時按受扶養之人數減除免稅額，固須以納稅義務人與
受扶養人同居一家為要件，惟家者，以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而同居為
要件，納稅義務人與受扶養人是否為家長家屬，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
生活之客觀事實，而不應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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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合法的節稅方式實例-其他親屬之扶養

大法官會議８５１１０８釋第４１５號

家長家屬關係之認定應取決於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

解釋文

(續上頁)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之二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四目關於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規定，其為納稅義務人之其他親
屬或家屬者，應以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同一戶籍，且確係受納稅義
務人扶養者為限」，其應以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同一戶籍」為要
件，限縮母法之適用，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其與上開解
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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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合法的節稅方式範例-其他親屬之扶養

財政部８６０２２０台財稅第８６１８８５１１９號函
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列報免稅額應提示之證明文件

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符合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4目規定之其
他親屬或家屬，應提出證明文件，據以減除免稅額：
（一）家長家屬關係且確受扶養之證明文件：

1. 納稅義務人與其他親屬或家屬有家長家屬關係而同居一戶者：
如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影本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2. 非同戶籍惟同居一家且確受扶養者：
如受扶養者（或其監護人）註明確受納稅義務人扶養之切結書
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二）無謀生能力之證明文件：
如醫師證明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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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合法的節稅方式範例-其他親屬之扶養

財政部８９０３３０台財稅第０８９０４５２４１０號函
申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經剔除補稅者免加計利
息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免
稅額，經稽徵機關審查剔除補徵綜合所得稅者，除經查明
虛報免稅額證據確鑿應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規定處罰者外，
尚非屬所得稅法第100條之2第1項所稱超過本法及附屬法
規（編者註：現為超過本法及附屬法規或其他法律）規定
之限制，應無該條文規定之適用。
----不會罰，好像可以賭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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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的逃漏稅方式及重點查稅族群

[常見逃漏稅態樣]
1. 夫妻分開申報綜合所得稅

2. 夫妻分居分別單獨申報，未載明配偶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3. 納稅義務人漏報受扶養親屬所得

4. 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後，又收到扣繳單位更正

後之扣繳憑單而未補辦申報

(假若有未列在國稅局所得清單的所得要不要申報)
5.  納稅義務人漏報軍、公、教退休（伍）金優惠存款之利息所得

6.  納稅義務人以偽造、變造證明文件虛報列舉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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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的逃漏稅方式及重點查稅族群

[常見逃漏稅態樣]
7.  誤將美容整型支出、看護支出、坐月子支出等非醫療性質

的費用申報醫療費用；另醫藥費有保險給付部分應該先予

減除，不足的部分才能申報。

8.誤以有對價關係的收據列報捐贈扣除額（如：會費、寺廟

光明燈）。

9.漏報房地出租給個人的租賃所得、私人間借貸利息所得等

無扣繳憑單的所得。

(報稅季節，在國稅局各單位的報稅服務義工假設指導報稅發
生錯誤，納稅義務人可否主張免補稅或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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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的逃漏稅方式及重點查稅族群

[重點查稅族群]
1.申報扶養親屬人數過多。

2.賣了土地，產生了一大筆免稅土地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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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節稅的規劃

1.綜所稅

A. (a) 公司產生盈餘，假若分配給大股東，則股東最高稅

率可能為40%，104年起，最高稅率可能為45%。

(b) 假若不分配，則有效稅率為25.3%
（17%本稅+   83%剩餘之盈餘 *10%未分配盈餘加

徵＝25.3%
；暫不考慮法定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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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節稅的規劃

1.綜所稅

B. 利用推計課稅(所得額標準與同業利潤標準)與實質課稅

的差異:
(a) 專利權入股作價投資 (30%必要費用˙70%計入課稅)
(b) 執業醫師 (72%必要費用˙28%計入所得)
(c) 執業律師會計師及代書 (必要費用35%,同業利潤標準

65%˙但所得額標準僅有25%)

但推計課稅只是在課稅證明不明確時面對大量稽徵工作

的簡便做法，並不能取代實質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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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節稅的規劃

贈與稅

1.每年免稅額度內分年贈與(目前為每年220萬)
2.贈送土地持分。(土地公告現值和市價仍有差異)
3.夫妻贈與免稅。

4.子女婚嫁當年可多100萬之贈與額

5.贈送公司股權，未上市股權會用贈與當日之公司淨值為贈
與價值計算依據。

6.不管有沒有贈與稅，建議要申報贈與，並取得國稅局證明
書。

不動產—有發生假外資避稅情形。

(房地合一後有可能會堵住此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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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節稅的規劃

印花稅節稅方式

印花稅法第一條規定：「本法規定之各種憑證，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書立者，均應依本法納印花稅。」

是故，部份重要契約在國外書立，以銀錢契據為例其稅

額為契約金額之千分之四，則可省下可觀之印花稅。證明契

約在國外書立的方式是簽約者在簽約日出入境紀錄顯示其不

在中華民國境內。另外要在契約上寫明，本契約在xx地點書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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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稅的實例--補稅而不罰在實務上的濫用

1. 公司將款項借給股東，假若未計收利息，或是

所收利息偏低者。國稅局在查核時可用台灣銀

行基準利率設算利息收入對公司課稅。申報

時不主動設算利息，國稅局查到後推計補稅但

不罰。賭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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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稅的實例--補稅而不罰在實務上的濫用

2. 兩人間彼此匯款，國稅局查到時，有人主張是

借貸，國稅局採信則頂多設算一點利息補稅。

假若不採信，則主張為視同贈與(補稅而不罰)，

贈與稅率為10%，假設主張為其他所得，則最

高稅率為45%，最為不利。

明達會計師事務所



避稅的實例--補稅而不罰在實務上的濫用

3. 財政部1010813台財稅字第10100098740號規定，

個人出售預售屋，買受人分別於不同年度支付買賣價款

者，其財產交易所得，應以交付尾款之日期所屬年度為所

得歸屬年度這邊產生漏洞，假設有人將1%尾款交付日

設定在數年之後，今年度拿到99%款項卻沒報稅，幾年內

國稅局未查稅，那納稅義務人很有可能在尾款交付當年不

申報此項財產交易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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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稅的實例--營所稅推計課稅的漏洞

所得稅法第80條規定

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

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

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

準(編註：用所得額標準申報的法源依據)。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

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

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

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

(編註：很多行業很久沒有更新所得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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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稅的實例--營所稅推計課稅的漏洞

1.以室內裝潢工程業為例，營業額在3,000萬以下，使用擴大
書審將課稅所得把純益率申報在營業額7%以上(推計課稅)。
3,000萬以上營業額以所得額標準9%報稅，國稅局若沒有調
帳，則便以此方式完稅。所以當經營者實際經營純益率比這
個高時，大多人會選擇用推計課稅方式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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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代號 小業別
擴大書

審
純益率

所得額
標準

同業利潤標準

毛利率 費用率 淨利率

6700-11 土地開發 (8) 23 68 39 29
6700-12 不動產投資開發、興建及租售 (7) 8 38 28 10
6811-11 不動產買賣 - 12 27 10 17
6811-12 不動產租賃 (8) 23 74 41 33
4340-11 室內裝潢工程 7 9 24 12 12



避稅的實例--營所稅推計課稅的漏洞

2. 有人會開好幾間擴大書審公司。但一人兼兩間以上書審公

司負責人，則國稅局會對這個負責人加強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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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代號 小業別
擴大書

審
純益率

所得額
標準

同業利潤標準

毛利率 費用率 淨利率

6700-11 土地開發 (8) 23 68 39 29
6700-12 不動產投資開發、興建及租售 (7) 8 38 28 10
6811-11 不動產買賣 - 12 27 10 17
6811-12 不動產租賃 (8) 23 74 41 33
4340-11 室內裝潢工程 7 9 24 12 12



避稅的實例--營所稅推計課稅的漏洞

3.國稅局假若掌握到實際獲利較營利事業申

報的推計值為高，則會補稅。國稅局如何

掌握到呢？

a. 離職會計或下堂妻密報國稅局內帳資料

b. 國稅局調帳時，公司將全部帳冊提示而

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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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稅的實例--營所稅推計課稅的漏洞

4. 還有部份公司有辦法在銷貨時不開發票，此時

通常會要求廠商將貨款匯到非公司戶頭(通常為

負責人內帳帳戶)

5. 所以，很多中小企業主由於此項推計課稅制度

而使公司走向兩本帳的宿命，也同時使得企業

主竟然繳稅金額較上班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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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1. 未印股票，買賣所產生的利得為財產交易所得，

稅率可能會高達45%。有印股票，產生之利得

為證券交易所得，稅率為15%(股票持有一年以

上，證所稅降為7.5%)。

啟示：

A. 工商登記便是租稅規劃的第一步。

B. 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記得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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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2. 海外賺一堆所得未申報，直接匯回台灣，央行

會通報國稅局查核是否有漏報海外所得。

啟示：

A. 海外所得一年度大於670萬以上便需申報納稅。(未達

670萬，但單一項目超過100萬，則仍需申報，不報卻不

罰。)

B. 假如未申報海外所得，要匯回台灣，要怎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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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3. 個人購入及出售房地時，未分別標明土地和房屋價格。

財政部８３０１２６台財稅第８３１５８１０９３號函
個人出售房地未劃分價格者其房屋交易損益之計算

主旨：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之金額，

如經稽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

房地之各別價格者，應以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總額之差價，

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

之比例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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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3. 個人購入及出售房地時，未分別標明土地和房屋價格。

財政部８３０１２６台財稅第８３１５８１０９３號函
個人出售房地未劃分價格者其房屋交易損益之計算

（續上頁）

說明：二、個人出售房地，如能提示買進及賣出該房地之買賣

契約書，且該契約書附有收、付價款之紀錄或另有收、付價款

之憑證，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除可分別提示買賣時房屋、

土地之各別價格，以憑核實計算財產交易所得外，餘均依主旨

規定辦理；其如有財產交易損失者，並得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

項第2款第3目第1小目之規定，自當年度及以後3年度之財產交

易所得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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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3. 個人購入及出售房地時，未分別標明土地和房屋價格。

(續上頁)

A.買賣房地之後才發現未區分房屋和土地之個別價格，事後修

改合約有用嗎？---(此為房地合一實施前舊制課稅方法)

Ans: 可能沒用。雖然買賣雙方修改合約，但原合約仍會在

代書以及貸款銀行各留存一份。

B.假如我不提供私契，國稅局如何得知我的買賣價格。

Ans: 國稅局會發函給買賣交易對手，以及代書，來求得買

賣實際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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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4. 使用人頭，由人頭取得的所得未報稅。

A. 隱名合夥的隱名人取得的所得是其他所得。

5. 一年出售房屋達六戶以上必須設籍課稅，另外連續好幾年都

買賣未達六戶亦同，不設籍被國稅局查獲需補稅加罰(1倍)。

6. 出租房屋之收入達一般生活所需以上者，亦須設籍課稅(60 

年判 字第 644 號)，目前實務上是出租達三戶以上者便需設

籍。

7. 使用境外公司隱匿中華民國境內產生之所得：

A. 會判徒刑：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100年度上訴

字第960號)(判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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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7. 使用境外公司隱匿中華民國境內產生之所得 (續上頁)

B .稅務上會補稅加罰

利用境外免稅天堂公司漏報營利所得除補稅外還要罰

【2013年4月9日/工商時報/記者張國仁報導】

報稅季即將來臨，個人若是利用在境外免稅天堂成立轉投資公司，進行稅

務規避，隱匿台灣公司的營利所得，若經查獲，雖因屬於單純「漏報」免

於刑責，但漏稅行為被追補稅款與罰鍰，依然無可倖免。

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姓大股東，連續3年隱藏薪資與營利所得，經檢察

官偵查起訴，一審將他判刑5年，但官司打到三審，最高法院認定，林某

觸犯稅捐稽徵法「單純不作為」，即漏報行為，與利用詐術漏稅的違法行

為不同，就綜合所得稅部分改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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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小心的稅務陷阱

7. 使用境外公司隱匿中華民國境內產生之所得 (續上頁)

不過財政部台北國稅局依然按漏稅行為，對他3年所逃漏1,273萬元稅額情

事，追補稅款1,155萬元，且按所漏稅額處0.5倍罰鍰，林某因此被連補帶

罰1,732萬元稅捐。

林某不服打起行政官司，主張最高法院對他漏報綜所稅都判他無罪，國稅

局還對他課補稅額加罰鍰，實在沒有道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日前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925號)林某敗訴指出，雖然林

某主張是「稅務規避」，不應對他課予漏稅罰，但是在國外成立紙上公司

「非常規交易」，以規避租稅為主要目的，按實質課稅原則，應認定林某

的營利所得都屬取自母公司明×公司，並非國外所得，而林某已具備「故

意」漏稅情事，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故意逃漏稅捐，其核課稅捐期間為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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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各單位查稅方法論

1.國稅局查稅，絕大多數是用發公文的方式進行查稅。

2.注意國稅局發文單位

總局部份

a. 審一科：查營利事業所得稅。

b. 審二科：查個人稅(綜所稅和遺產贈與稅)

c. 審三科：檢舉案或其他政府機構通報過來的案件

d. 審四科：查營業稅。

d. 稽核科：各科已查過的重要查核案件再抽出來查一次。



國稅局各單位查稅方法論

3. 賦稅署稽核組也會查案，但都是重大租稅案件才

會由此單位查核。

4. 小公司有時會碰到地方國稅分局和稽徵所查稅，

此等單位查核通常極細，也極有可能需補稅了事。

5. 經濟越不發達的地方被查稅的風險越高，所以會

有鄉下的公司設籍於大台北地區。

--稅務移民(奇怪的租稅規劃方法)。



國稅局各單位查稅方法論

6. 五區國稅局審二科每年針對80件上下的個人進行個案調查，

查核期約一年，平均”最低消費額”大約在數千萬元至上億元

不等。此種案件怎應對。

a. 回覆任何一張文件或打任何一通電話均需十分小心。

b. 個人沒有記帳的義務。

c. 國稅局要調資金流程要財政部專案核准，故國稅局通常

較難主動拿到資金流程，此時納稅義務人若主動提供過

多的不必要資金流程紀錄，會讓自己陷入無止境的稅務

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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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各單位查稅方法論

6.(續上頁) 

d.審二科查案時，會發函給許多其他有關的個人，不回覆

的話會依照稅捐稽徵法第30條處理(罰款3,000至30,000元)

7. 賦稅署稽核組的案件，通常最低消費額也是幾千萬至數

億元不等。

---碰到以上兩個單位查核，務必要極為謹慎，要立刻請專

業會計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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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查稅如何防禦

1.請專業會計師處理。

2.注意發文公務員的電話分機，這會攸關其

查核方向。

3.找立委關說稅務案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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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查稅如何防禦

4. 寫稅務回覆公文和給國稅局文件時要極為小心。引用對

自己有利的法律依據來為自己辯護。法律位階為

a. 大法官解釋

b. 行政法院判例，效力等同法律。

c. 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效力等同命令。

c. 行政法院判決

d. 稅法解釋函令

e. 稅務新聞稿—這僅是國稅局的課稅實務作法，無法律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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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查稅如何防禦

5. 國稅局官員要不到查核的資料，可能會有甚麼動作

A. 威脅(部份稅務員會這樣作)

B. 把你的資訊洩漏給案外人

C. 拿到查核的資料不滿意，以道德裁決者的姿態訓斥納稅人

碰到以上狀況，納稅人要怎處理。

6. 被檢舉時，如何知道被檢舉的事證，以免啞巴吃黃蓮：各級

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第25點規定”違章人

對於其所提供之文件或稽查人員查獲之帳證及有關之談話筆錄，

得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其閱覽、

抄寫、複印或攝影時，審理單位應派員監視行之。”

6-1. 法院提告可以撤回(公訴罪例外)，檢舉實務上很難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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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查稅如何防禦

[戰術篇]

1. 稅務查核文件提示到期日之前未提供，但打電話給國稅局承辦人，

承辦人不允許延期，要怎辦？

Ans: 書面提出延期申請，假若國稅局不同意，針對此行政處分打訴

願，等五個月後訴願結果出來後，再依訴願結果來作資料提供。(程序阻

絕)

2. 國稅局官員查核一些和本案無關的事情，要如何應對？

Ans: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調查（此指稅務調查），不

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

3.國稅局官員講話不客氣要如何處理？

Ans: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三項規定：”被調查者以調查人員之調查為

不當者，得要求調查人員之服務機關或其上級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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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立委關說稅務案的結果

請立委關說稅務案的SOP

1. 立委辦公室助理或主任和財政部國會聯絡人聯繫。

2. 請當事人和國稅局代表至立委辦公室對話。

國稅局代表層級：可能是局長或是副局長，以及其他相關科室人員

和承辦人。還有中央賦稅署也會派員一起與會。

3. 立委辦公室會針對溝通的結果發出函文，做出建議結論。

4. 稅務案假若有立委關說，相關書面文件全部會放在稅務查核文件卷

宗內，未來有爭議時，可以拿出來參考之。

思考問題：

1. 假若納稅人無道理，此課稅案能夠被搓掉嗎？

2. 假若納稅人主張有道理，原承辦人要硬幹，進立委辦公室會有效果

嗎？--我碰到的狀況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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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稅局打官司的勝率為何

1. 請記得，在國稅局做出核課處分開出稅單後，

這張稅單便無法”吞掉”，成為合法的行政處分，

要讓此張稅單金額減少只有走行政救濟道路。

人民和國稅局打官司，在高等行政法院勝率為

7.6%。因為法官不一定瞭解稅法規定，所以通

常會尊重國稅局的說法，導致稅務官司人民的

勝率極低。

明達會計師事務所



和國稅局打官司的勝率為何

2. 稅務行政救濟程序(以國稅為例)

a. 復查：由國稅局總局法務科當裁決者，先不

用預繳稅款。

b. 訴願：由財政部訴願委員會當裁決者，要先

預繳半數稅捐。

c. 行政訴訟：由行政法院法官來當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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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稅攻防實例分享

1. 澎湖立縣以來最大金額的課稅案。

2. 文創公司營業稅檢舉案。

3. 新娘用品店碰到瘋狂營業稅管區案。

4. 協助作證卻延燒到自己被查稅的慘痛案例

5. 貪婪的日本料理店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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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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