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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Q1

A1

A2

A3 A6

A5

A4
Q4

Q2

Q5

Q3
Q6

制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下簡稱
本法）之理由為何？

本法與其他稅法之適用順序為何？

本法實施日期？

本法制定重點為何？

本法適用範圍為何？
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義務
該「法律」是否包含地方自治條例？

，

有關納稅者權利之保障，參考先進國家立法
例多以「專法」訂定，為符合世界立法潮流
並接軌國際，配合立法委員推動制定本法，
以保障賦稅人權，維護人民基本生存權利，
實現公平課稅及嚴守程序正義。

關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本法屬特別法性
質，優先於稅捐稽徵法及各稅法之適用；僅
本法未規定時，始依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106 年 12 月 28 日起施行。

一、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加以課稅。
二、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三、公平合理課稅。
四、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五、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國稅 ( 含海關徵收之關稅及代徵稅目 ) 及地
方稅皆適用。

依據地方稅法通則規定，地方政府得視自治
財政需要，制定自治條例開徵地方稅，因此
該「法律」包含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之自治條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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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加以課稅

Q7

A7

A8

Q8

為保障納稅者生存權，本法有何特
別規定 ?

納稅者辦理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
得加以課稅，是否因施行天數而按
比例適用 ?

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
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稅捐稽徵機關
不得加以課稅。至「基本生活所需費用」，
由財政部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最近 1
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60% 定之，
並於每 2 年定期檢討。

考量本條屬有利納稅者規定而從寬適用，尚
不因 106 年度本法僅施行 4 天而按天數比率
適用。

A9

A10

叁│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Q9

Q10

稅捐稽徵機關未經合法程序調查取
得之證據，可否作為課稅或處罰基
礎 ?

被調查者可否未經稅捐稽徵機關許
可，偕同輔佐人到場 ?

為確保稅捐調查程序之合法正當，避免過度
干預基本權，稅捐稽徵機關違法取得之證
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認定課稅或處罰之基
礎。但違法取得證據之情節輕微，排除該證
據之使用明顯有違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納稅者於接受調查時，因不諳法律致
權利遭受侵害之虞，得不經稅捐稽徵機關許
可，選任代理人或偕同輔佐人到場，並得於
其到場前，拒絕陳述或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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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A11

A12
A14

Q13Q11

Q12
Q14

解釋函令未依適當方式公開者，稅
捐稽徵機關可否作為他案援用 ?

納稅者到場接受調查時，可否就調
查之過程進行錄影、錄音 ?

本法實施後，財政部應主動公開那
些財政資訊 ?稅捐稽徵機關可否以書面以外方式

通知調查 ?

財政部就稅捐事項所作成之解釋函令，除涉
及公務機密、企業營業秘密或個人隱私外，
均應主動公開。對於未依適當方式公開者，
稅捐稽徵機關應不得作為他案援用，以避免
納稅者遭受不可預期侵害。

被調查者得於告知稅捐稽徵機關後，自行或
要求稅捐稽徵機關就到場調查之過程進行錄
影、錄音，稅捐稽徵機關不得拒絕。但有應
維持稅捐調查秘密性之正當理由，例如涉他
人營業秘密者，稅捐稽徵機關得經記明筆錄
後，拒絕被調查者之錄影、錄音申請。

一、全體國民之所得分配級距與其相應之稅
捐負擔比例及持有之不動產筆數。

二、稅式支出情形。
三、其他有利於促進稅捐公平之資訊。

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前，除通知調查將無
法達成稽徵或調查目的者 ( 例如對營業人營
業場所進行統一發票稽查，如事先以書面通
知，將無法達成調查之目的 ) 外，應以書面
通知被調查者調查或備詢之事由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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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合理課稅

租稅規避是否處罰 ?

施行前之租稅規避處罰案件應如何
適用 ?

租稅規避之法律效果為何 ?

稅捐稽徵機關得否依推計課稅結果
處罰？

原則上不予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
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
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
稅捐者，始例外處罰。

尚未裁罰者，按應補繳稅款加徵 15% 滯納
金及利息，不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已裁
罰尚未確定者，其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加
徵 15% 滯納金及利息之總額。但納稅者於
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
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
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仍應處罰。

對於租稅規避免罰之案件，稅捐稽徵機關除
依實質課稅調整補稅，並按應補繳稅款加徵
15% 滯納金及利息 ( 自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
知書之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 1 月 1
日郵政儲金 1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計收 )。

納稅者已依稅法規定履行協力義務者，稅捐
稽徵機關不得依推計結果處罰。

A15
A17

A18

A16

Q15

Q17

Q18

Q16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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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財政部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
之目的為何 ?

如何知悉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之聯絡
方式 ?

在何種情況下，納稅者可請求納稅
者權利保護官協助？

租稅制度攸關國家財政及經濟發展，且具高
度專業性及複雜性，為廣納各界意見，俾
保障納稅者基本權利，因此有邀集相關政府
機關、公會、團體或學者專家提供諮詢意見
之必要。又為確保該諮詢會之意見客觀及公
正，其組成委員政府部門代表之比例不得超
過 3 分之 1。

各稅捐稽徵機關指定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後，
會將其姓名及聯絡方式公告於「納稅者權利
保護專區」網頁，便利民眾上網查詢。

一、與稅捐稽徵機關發生稅捐爭議時，請求
溝通與協調。

二、認為其權益受有損害時，為申訴或陳
情。

三、依法提請行政救濟時，尋求必要之諮詢
與協助。

A19

A21

A20

Q19

Q21

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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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為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本法有何
特別規定 ?

施行前經法院撤銷且逾 15年尚未
確定應納稅額之案件，得否再行核
課 ?

一、提高財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外部委員比
例不得少於 3 分之 2，並應具有法制、
財稅或會計之專長。

二、行政法院設置稅務專業法庭，由取得司
法院核發之稅務案件專業法官證明書之
法官組成，落實專業審理。

三、行政救濟改採總額主義，允許納稅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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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紛爭解決一次
性。

四、課稅處分經行政法院撤銷或變更後，逾
15 年未確定應納稅額者，不得再行核
課，避免課稅爭議久懸未決。

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有關該 15 年期
間係自本法「施行後」經法院作成撤銷或變
更裁判之日起算。至施行前之案件，仍應俟
「施行後」經法院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
重新起算 15 年，仍未能確定應納稅額者，
始不得再行核課。

A22
A23

Q22

Q23

萬年稅單

復查未提出
違法事由

訴願、行政訴訟

追加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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