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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務局東勢分局主辦之「稅稅平安 -愛的禮讚」租稅宣導活動，將於 105年 9月 24日 (星
期六 )上午 9時至 12時，在臺中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舉行，除人偶劇表演、小朋友的可愛歌舞
演出外，亦設有熱鬧踩街園遊會，歡迎鄉親攜家帶眷共襄盛舉！

踩街園遊會兌換園遊券資訊：

一、兌換時間

105年 9月 24日 (星期六 )上午 9時至 12時，於活動現場兌換園遊券。

二、活動地點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臺中市東勢區廣興里中山路 1號 )，毋須持票即可入場。

三、兌換方式

捐贈 105年 7-8或 9-10月份二聯式無列印買受人統一編號之統一發票 6張或無實體發票 5張 (每
張發票實際付款金額須為 5元 (含 )以上 )，即可兌換園遊券（面額 50元）1張，數量有限兌完
為止，活動現場邀請轄區農會及具有在地特色之商家設置攤位。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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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 邁步向前

服務沒有盡頭，提供最好的服務一直是我們前進的標竿，本局持續推動「厝

邊服務，要您好稅」5年計畫，主動發掘符合減免條件之民眾，積極輔導
並廣設服務據點方便民眾就近申請，讓距離不再是距離，最困擾的稅務也有最心動的服

務。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舉辦了「世紀印花 -臺中風華」特展，印花稅已施行百年，
早期應課稅的憑證有 36項，現在已有 33項走入歷史，走過一世紀的印花稅留下了許
多豐富多元的足跡印記。回顧稅務史，採實物課徵的田賦及對豬牛羊課徵的屠宰稅，都

曾是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來源，而屠宰稅更是堪稱當時的奢侈稅。整個地方稅制已隨

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更新，我們正踏著時代的巨浪，接續追求更進步更美好的未來。

感謝市民好朋友的支持，讓我們不斷精進，我們的努力也獲得財政部 104年度稽
徵業務考核甲組第一名的肯定，提供最優質的稅務服務，建構最幸褔納稅環境，課徵最

公平合理的稅賦是我們的願景，本局將會持續推動便民服務，朝著目標大步向前邁進。

局長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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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提供最優質的稅務服務，建構最幸福的納稅環境



農地移轉的土地增值稅只是暫時
「不課徵」，不是「免徵」

壹、前言

民國 89年 1月農業發展條例修正
後，我國農地政策由原來的「農

地、農有、農用、農享」，調整為「放寬農地

農有、落實農地農用」，也就是由「管地又管

人」轉為「管地不管人」。自此之後農地開放

自由買賣，任何自然人都可承買。為了落實農

地農用，土地稅法第39 條之2訂有優惠規定，
亦即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

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土地卡或地

價冊中原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不予變更，如果

承受之後沒有繼續作農業使用或已經變更為

可作非農業用途使用之土地，再移轉要課徵土

地增值稅時，必須以申報移轉現值減除該不予

變更的前次移轉現值或原地價，計徵土地增值

稅。所以農地移轉的土地增值稅只是暫時「不

課徵」，並不表示這筆稅款「免徵」。

貳、哪些地移轉時仍作農業使用得申請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所定之「農
業用地」，除了符合同法施行細則第 57條規
定範圍的農業用地外，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
之 1並放寬規定曾為前述農業用地，後來經
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而仍限制其使用

者，一般稱為「視為農業用地」，亦得申請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農業用地

非都市土地部分包括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

森林區之農牧用地（即耕地）；其他使用分

區內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

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

農路使用之土地，或暫未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以及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經國

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符合前開

區別及使用性質之土地。另都市土地部分則指

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之土地。

二、視為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不

論其為何時變更或變更幾次，只要每次變更後

的土地狀態，均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並於移轉時取得該土地作農業

使用證明書者，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一）依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

未能准許依變更後計畫用途使用

者。

（二）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都市計畫書

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

於公告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計

畫前，未依變更後之計畫用途申請

建築使用者。

不過，在 72年 8月 3日以前已變更為非
農業用地者，尚須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視

都市計畫實施進度及地區發展趨勢等情況同

意後才能適用。

參、如何認定作農業使用？

農業發展條例 89年 1月修正施行前，具

文 /賴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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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專欄

有自耕能力的農民才能購買農地，農地的移轉

受到嚴格限制，所以稅制上給予免徵土地增值

稅之優惠；農業用地依法供農作、森林、養殖、

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

用者，才符合作農業使用的定義。農地移轉申

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應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視為

農業用地則應檢附「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之
1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送地方稅稽徵機
關辦理。

肆、「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與「免徵」 

　　的差別在哪裡？

農業發展條例 89年 1月修正施行前，具
有自耕能力的農民才能購買農地，農地的移轉

受到嚴格限制，所以稅制上給予免徵土地增值

稅之優惠，但農地開放自由買賣後，其流通性

已與一般土地無異，所有權移轉時所獲得之

土地漲價利益，已無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必要，

故僅得允許仍作農用者暫就本次移轉申請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而所謂「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並非實質的免稅，只是延緩課稅。也就是

說，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稽徵機關雖核發

「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但其原地價

（或前次移轉現值）不會調整到移轉時的土地

公告現值，倘日後該土地變更為可供非農業用

途或未繼續作農業使用，再移轉時應以該未

經調整之原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減項，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伍、如何調整原地價為89年 1月當期 

　　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避免取巧者於修法前刻意申報移轉，藉

以調高原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規避土地

增值稅，所以增訂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
項之規定，只要符合 89年 1月當時土地稅法
施行細則第 57條規定範圍之農業用地，整筆
皆作農業使用者，於 89年 1月修正施行後第
1次移轉，或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
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其計徵

土地增值稅之原地價，一律以 89年 1月當期
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但如果所移轉之土地，

5 圖 ˙ 長江廣告有限公司提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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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原來屬於農業用地，惟於 89年 1月時已經
變更為非農業用地（即視為農業用地）或實際

未作農業使用者，則無調整原地價之適用。另

外，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移轉時如果同時符

合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及第 4項之規
定，可以同時申請「調整原地價為 89年 1月
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以及「不課徵」土地增

值稅。茲舉二例說明：

一、案例甲

林先生於 75年 10月以每平方公尺 1,200
元取得Q地號農業用地，均持續作農業使用，
嗣後於 95年 8月 15日以每平方公尺 11,000
元出售予王先生，並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

證明書，同時申請以 89年 1月當期每平方公
尺 6,000元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及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由於該地在 89年 1月仍為農業
用地且作農業使用，所以本局均予核准。但是

王先生於 105年 2月再行將該地以每平方公
尺 20,000元出售時，若已未作農業使用，應
以申報移轉現值每平方公尺 20,000元減除 89
年 1月每平方公尺 6,000元的原地價，計算漲
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案例乙

董小姐在 80年 6月以每平方公尺 2,500
元取得 U地號農業用地， 87年 6月 30日經
都市計畫變更為住宅區，但因依法應完成之細

部計畫尚未完成，未能准許依變更後計畫用途

使用，所以仍作農業使用。直到 105年 1月
以每平方公尺 30,000元出售與陳先生，並檢

附「農業發展條例第 38條之 1土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申請以 89年 1月當期每平方公
尺 10,000元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及不課
徵土地增值稅。由於該地實際在 89年 1月以
前已變更為住宅區，而非屬農業用地，所以本

局只能核准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而未能准予調

整原地價。其日後倘完成細部計畫，可以依變

更後計畫用途使用時，則陳先生於再移轉時，

仍應以 80年 6月每平方公尺 2,500元之申報
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徵土地增值稅。

陸、結語

農地政策開放之後，任何自然人都可以自

由買賣農地，所以近年來農地交易熱潮不退。

然而，一般民眾通常只是聽說「農地買賣可以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卻不瞭解真正含意只是

先暫時「不課徵」，並不是「免徵」，如果在

購買農地後擅自變更為非農業使用，等到想轉

讓脫手時，則必須將前手原本「不課徵」的土

地增值稅一併繳納，未必有利，想要購買農地

的人不可不慎。

圖 ˙ 長江廣告有限公司提供

6



稅務專欄

105 年重新規定地價
對臺中市民地價稅負之影響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直轄市

或縣 (市 )政府每 3年辦理重新
規定地價作業，也就是重新公告每筆土地的

地價。至於地價稅是以申報地價為計算基礎，

若地主沒有申報地價，地方稅稽徵機關將以公

告地價的八成為申報地價，據以核課地價稅；

並於重新規定地價後，重新計算轄內不含工業

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的土地 7公畝平均地價，作為累進起點地價，
同一縣市地價總額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即必

須按超過幅度，適用不同級距的累進稅率。

由於縣市合併後各重大公共建設陸續完

工，致使這幾年來本市房地交易價量持續看

漲，為反映持有土地價值，105年公告地價除
中區土地略有調降外，其餘各區均有調升，本

市平均漲幅約 38.25％。所以，大部分納稅義
務人本年度地價稅額會增加，至於漲幅，則視

區域發展情況而有不同。

   公告地價漲幅超過本市平均漲幅之區域
有西屯、南屯、大雅、北屯及太平區。擁有漲

幅較高土地之納稅義務人將可能因為超過累

進起點地價的倍數變大，而必須適用較高級距

的累進稅率，在稅基調漲及稅率提高的雙重影

響下，雖然持有的土地筆數、面積及使用情形

等均未改變，地價稅卻會提高。

102年的累進起點地價為 177萬 4,000
元，105年辦理重新規定地價後的累進起點地
價為 241萬 1,000元。納稅義務人於本市持
有一般土地的地價總額，如未超過此一累進起

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 10‰徵收，超過此一

累進起點地價者，即按累進稅率課徵，稅率最

高達 55‰。至於適用特別稅率之土地，雖仍

各依其適用稅率計算稅額，不適用一般土地累

進級距，但也會因為公告地價調升的緣故增加

稅額。

文 /李虹卿

臺中市稅額計算公式(105 至107 年 )

一般土地

課稅地價×稅率－累進差額＝本年地價稅應納稅額

第 1級：( 2,411,000 以下　　　  ×10‰－      　　  0)＝本年應納稅額

第 2級：( 2,411,001~14,466,000 ×15‰－      12,055)＝本年應納稅額

第 3級：(14,466,001~26,521,000×25‰－    156,715)＝本年應納稅額

第 4級：(26,521,001~38,576,000×35‰－    421,925)＝本年應納稅額

第 5級：(38,576,001~50,631,000×45‰－    807,685)＝本年應納稅額

第 6級：(50,631,001 以上　　　 ×55‰－ 1,313,995)＝本年應納稅額

自用住宅用地 課稅地價×  2‰＝本年地價稅應納稅額

工業用地 課稅地價×10‰＝本年地價稅應納稅額

公共設施保留地 課稅地價×  6‰＝本年地價稅應納稅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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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
新知　　　 有關農會及民營碾米廠之倉庫及其用地受

　　委託儲存公糧使用，可否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私有土地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及軍事機關、部隊、學校使

用，在其使用期間內，可適用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8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免徵地價稅。但農
會或民營碾米業者，將倉庫用地供給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 (以下簡稱農糧署 )存放公糧，
若係無償或僅收取稻穀保管費，在使用期間可

否免徵地價稅。實務上，各縣市見解或有不

同，為此，財政部賦稅署特以 105年 4月 28
日臺稅財產字第 10504004570號函釋，此類
用地，倘經主管機關 (農糧署 )認定非屬倉庫
租借或收取倉庫使用費，而發給「無償使用證

明」者，可憑該證明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免

徵地價稅。

文 / 陳錦鴻

至於房屋稅部分，民營公糧業者接受主管

機關委託儲存公糧之倉庫 (含筒倉 )，主張係
無償提供其使用，而申請按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無償供政府機關或軍用
房屋）免徵房屋稅時，地方稅稽徵機關可否准

予免徵。財政部業以 105年 2月 16日台財稅
字第 10404049310號令示，若該業者檢附主
管機關 (農糧署 )發給之「無償使用證明」供
稽徵機關核辦，即得認屬在使用期間適用免徵

規定。

圖 ˙ 長江廣告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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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
新知

印花稅屬憑證稅，只要有書立應稅

憑證即需貼繳印花稅；近來網路

交易日益普及，以電子方式簽訂契約亦趨頻

繁；政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於政府電子

採購網之電子化採購機制，與得標廠商採電子

簽章方式簽訂之政府採購電子契約，核屬我國

境內書立之憑證，依印花稅法規定應向得標廠

商課徵印花稅。

電子契約屬無實體憑證，一般民眾易誤認

為無實體憑證無需報繳印花稅，依財政部函釋

之規定，以電子簽章方式簽訂之政府採購電

子契約，與紙本書面契約同屬正式文件，二者

在法律上具有相同的效力，該電子契約若屬印

花稅之課稅範圍，得標廠商則應依印花稅法規

定，繳納印花稅。

得標廠商依上述機制與臺中市政府各機關

簽訂電子契約，如想要採實貼印花稅票方式納

稅者，則應列印電子契約，並於貼用印花稅

票後完成銷花手續，亦可至臺中市政府地方稅

務局所屬轄區分局開立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

額繳款書繳納，如憑證甚多可向該分局申請彙

總繳納印花稅；另為方便納稅義務人報繳印花

稅，可透過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網址：

https://net.tax.nat.gov.tw），申請印花稅
網路帳號，於申請縣市點選臺中市，經審核通

過後，即可於網路上開立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

稅額繳款書及按期申報彙總繳納印花稅。

文 / 何蕙如

政府機關與廠商簽訂之電子契約

得標廠商應依印花稅法規定繳納印花稅

共有房屋型態不論屬於持分共有或

公同共有，房屋稅分單後個別應

納稅額在新臺幣（以下同）100元以下，免予
課徵。

為節省稽徵成本及簡化稽徵程序，財政部

前於 77年發布函釋規定，房屋稅免徵限額為
100元。其屬與他人持分共有之房屋，除了推
定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的案件外，共有人各按

其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因此，未設有管理人

的持分共有房屋，倘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按其應

有部分分別填發房屋稅繳款書，各共有人個別

應納稅額在 100元以下者，免予課徵房屋稅。

至於公同共有房屋，因全體公同共有人對

於應納稅款負有連帶責任，其未設管理人者，

係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發單課

徵；惟如全部或部分公同共有人申請分單繳納

房屋稅，經核准者，依財政部 105年 4月 14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511520號函釋規定，其
與持分共有之房屋同屬共有房屋，經分單後個

別應納稅額在 100元以下者，亦得免徵房屋
稅。

文 / 余政諭

共有房屋分單後，個別應納稅額在 100 元以下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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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之

房屋，經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規定辦理信託登記，如屬自益信託且房屋使用

情形未變更者，可免經申請，繼續適用自住住

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房屋辦理信託登記，如屬委託人與受益人

同屬 1人的自益信託，仍供委託人本人、配
偶或其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並同時符合

「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

定標準」第 2條規定，無出租使用且委託人、

文 / 余政諭

公職人員財產因職務關係辦理自益信託，如符合自

住房屋要件，可繼續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戶以內等自住要
件，得申請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考

量公職人員財產因職務關係而為信託之登記，

其性質與一般信託有別，且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所規定之強制信託，該公職人員、配偶與未

成年子女仍保有處分信託財產之權利，基於簡

政便民，依財政部 105年 5月 13日台財稅字
第 10500032660號令釋規定，辦理公職人員
財產信託登記及嗣後塗銷登記，如屬自益信託

且房屋使用情形未變更者，可免經申請繼續適

用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

圖 ˙ 長江廣告有限公司提供



民
眾出售都市土地未超過 3公畝，非
都市土地未超過 7公畝自用住宅用

地，已依土地稅法第 34條第 1項至第 4項規
定 (簡稱一生一次 )，申請核准適用 10%的土
地增值稅優惠稅率後，若日後再行出售自用住

宅用地時，符合同條第 5項「一生一屋」規定
要件者，亦可再適用 10％優惠稅率課徵土地
增值稅，且不受一次限制。

實施「一生一屋」是為了照顧中產階級有

換屋需求的民眾，凡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名下只有一屋，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

住宅連續住滿 6年，賣屋前 5年內沒有出租或
營業，都市土地未超過 1.5公畝，非都市土地
未超過 3.5公畝，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件者，
於出售時 (房地均應一併出售 )還可以適用
10%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且不限次數，
將來再持有符合「一生一屋」規定之房地再出

售時，仍可適用 10%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
稅。

一 生 一 屋

土地增值稅享有優惠稅率10％

105年 1月 1日施行的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中，亦對出售自住房地有優惠減免綜合所得稅規定，民眾
出售房地若符合以下自用住宅之規定，記得向國稅局提出申請喔 !
1.  個人或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持有並居住連續滿 6年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2.  課稅所得在 400萬元以下免稅，超過部分按 10%優惠稅率課徵所得稅。
3.  6年內以 1次為限。

愛心
叮嚀

「一生一次」及「一生一屋」適用要件對照表

項目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次數限制 1次 不限

面積限制
都市土地：3公畝
非都市土地：7公畝

都市土地：1.5公畝
非都市土地：3.5公畝

持有屋數限制 不限
出售時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
只有 1屋

土地及建物持有年限 不限 持有滿 6年

設立戶籍情形
出售前 1年內有本人、配偶或直
系親屬設籍

出售前 6年內有本人、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連續設籍

無營業或出租情形 出售前 1年內 出售前 5年內

文 / 陳宜慧
稅務

一把罩

稅務一把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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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辜凱莉

愛心
叮嚀

遷戶自住未重請，新地舊地兩頭空

　　　　　 案 例 簡 述

市民王先生原來與妻子設籍在他名下位

於北屯區的房地，101年 2月間王太太在西屯
區購置了另一處房地後，夫妻倆當年便將戶籍

一起遷了過去。直到 105年 5月，王太太才
到本局申請西屯區的土地按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課徵地價稅，本局在核准的同時，發現王先

生名下北屯區的土地，自 101年起夫妻倆戶
籍遷離後即無人設籍，已不符合自用住宅用

地的要件，應自次期 (即 102年 )起改按一般
用地稅率課稅，所以向王先生補徵北屯區土

地 102年至 104年因改用較高稅率的地價稅
差額。王先生不服，認為本局未在他們夫妻倆

遷離戶籍當年立即補稅，造成王太太新購的西

屯區土地延誤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針

對北屯區土地補稅同時，應准西屯區土地追溯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稅，並退還 102年至
104年多繳稅款才合理。事實上，王先生的說
法，也是多數民眾的直覺，但這樣的觀念與自

用住宅用地的要件並不符合。

　　　　　 常 見 問 題

一、自用住宅用地如何計徵地價稅？

　（一）所謂自用住宅用地，係指土地所

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至少 1人於其上
設立戶籍，且無出租、無營業的住宅用地。一

旦因為設籍人員遷離，造成所在地已無符合前

述要件的任何一人設籍，縱然居住的事實未改

變，也不能主張仍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的要件。

　（二）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件者，都

市土地未超過 3公畝，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 7
公畝部分，得申請按 2‰稅率課徵地價稅。

但以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

養親屬設籍適用該稅率繳納地價稅者，以一處

為限。

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為何必須由納

　　稅義務人自行提出申請？

有關稅捐稽徵事項多而繁雜，稅捐稽徵

機關尚難鉅細靡遺介入課稅要件事實的調查，

故藉由法律課予納稅義務人一定的申報協力

義務。有關土地的使用情形，土地所有權人知

之最詳，若非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表明申享特別

稅率的意願，稅捐稽徵機關並無主動核定的義

務。

且因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件者，依法雖可

適用 2‰的優惠稅率，但申准適用後，如有

出租、供營業，或人員遷移戶籍等非作自用住

宅用地使用情事，納稅義務人尚負有向稅捐稽

徵機關申報的義務，如未即時履行申報義務，

漏稅又達到一定金額以上，還會有被處罰的可

能。這也是制度上，必須由納稅義務人主動表

明申享權利，並同意遵守義務後，稽徵機關才

可核准適用，而不宜主動查明遷籍情況，就逕

予適用的緣由。

三、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申請期限為

　　何？

符合適用特別稅率要件之土地，納稅義務

人應於當年地價稅開徵前 40日內 (即 9月 22
日前，遇假日順延 )自行提出適用特別稅率的
申請，逾期申請，縱然實體要件符合，也只能

自次年起適用。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土地，除了不能出

租或營業外，還須注意留有土地所有權人或

其配偶、直系親屬至少 1人設籍其上，否則，
即屬不符合自用住宅用地之要件，必須改按

一般用地稅率課稅。縱使稽徵機關沒有即時

改課，未來發現也必須補稅。此外，新購土

地也要注意提出申請，才有適用喔！ 

2016 • 9 vol.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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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小貨車擅自加裝座椅
小心被補稅處罰
文 / 陳美華

裁罰結果：

違規日期　　裁罰金額 (變更後車輛種類別應納稅額 *倍數 )   

105.06.05      $22,460 ( $11,230  *  2 )  

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如有改設

座架情事，應由交通工具所有人

向交通管理機關辦理變更手續，原屬應納稅額

較低，變更為應納稅額較高者，並應按日補繳

差額，否則一經查獲，即視為移用牌照，處

以變更後車輛種類所屬應納稅額 2倍之罰鍰，
所以用車人增設座椅後，務必辦理車輛類別變

更手續並補繳稅款，否則節稅不成變漏稅又處

罰鍰就得不償失啦！

案 例 簡 述

某甲車輛原為 8人座之廂式自用小客貨
車，汽缸總排氣量 1,998立方公分，每年使用
牌照稅應納稅額為 1萬 1,230元，因工作載

貨需要，自 103年改設座架椅為 2人座並向
監理機關辦理變更手續為自用小貨車，因此，

使用牌照稅應納稅額就適用同級自用小貨車

應納稅額為 3,600元。

嗣後，某甲逕自於後座加裝座椅，105年
6月經警方當場查獲，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18條第 1項規定舉發，違規事實為「自
用小貨車加裝後排座椅」，因某甲未向交通管

理機關辦理變更手續，致同時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及使用牌照稅法規定，涉及裁罰競

合。基於擇一從重規定，免由交通事件裁決機

關處罰，應由稅務局裁罰 2萬 2,460元。

車輛設備變更項目須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

格後，辦理變更登記。民眾購買車輛要注意

買賣之車輛是否已依規定定期檢驗，以確保

個人權益。 

愛心
叮嚀

稅務

一把罩

稅務一把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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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旻萱

　　　　　單位 :萬元

甲房地之現值
(價格 )

乙房地之現值
(價格 )

A地 67 33
B地 80 40
C地 40 20
D房 40 20
E房 40 20

總現值 267 133

二、法源依據：

(一 )契稅條例第2條 :不動產之買賣、承典、
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

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但在開

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契稅。

(二 )契稅條例第 3條 :契稅稅率如下……三、
交換契稅為其契價 2%。

(三 )契稅條例第 6條 :交換契稅，應由交換
人估價立契，各就承受部分申報納稅。

前項交換有給付差額價款者，其差額價

款，應依買賣契稅稅率課徵。

三、契稅計算：

本案甲乙原有房地進行分割交換後，等值

為 133萬元，故只要交換後取得低於 133萬元
之房屋，皆按交換稅率 2%課徵契稅。

(一 )分割判決後，甲取得 60萬元之 E房，
金額小於等值 133萬元，故其因交換
多取得之 1/3 E房持分 (即 20萬元評
定價格 )按交換稅率核課契稅，甲應繳
納契稅為 200,000*2% = 4,000元。

(二 )分割判決後，乙取得 60萬元 D房，金
額小於等值 133萬元，故其因交換多
取得之 2/3 D房持分 (即 40萬元評定
價格 )按交換稅率核課契稅，乙應繳納
契稅為 400,000 * 2% = 8,000元。

(三 )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
契稅，本案土地部分免徵契稅。

一、案例簡述：

( 一 )【交換前】

甲乙 2人原共有 A地 (公告土地現值 100
萬元 )、B地 (公告土地現值 120萬元 )、C
地 (公告土地現值 60萬元 )、D房 (房屋評定
標準價格 60萬元 )、E房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60萬元 )，原持分甲皆為 2/3、乙皆為 1/3。
甲乙原有之共有房、地現值 (價格 )如下 :

( 二 )【交換後】

嗣因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甲取得 B、C
地、E房全部持分，乙取得 A地、D房全部持
分，分割交換後，甲、乙取得總現值 (價格 )
分別如下 :

甲取得之現值
(價格 )

乙取得之現值
(價格 )

A地 100
B地 120
C地 60
D房 60
E房 60

總現值 240 160

　　　　　單位 :萬元

交換契稅計算案例分享 (土地與房屋交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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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

一把罩 網路試算土地增值稅
輕鬆又方便

文 / 邱思瑋

常有納稅義務人為瞭解移轉土地須繳納多少土地增值稅，特地前往地方稅務局申請試算，不

僅兩地往返奔波，且浪費交通時間，其實上網即可輕鬆估算稅額！

連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網站 (http://www.tax.taichung.gov.tw/)進入首頁，點選
「各稅專區」→「土地增值稅」→「試算稅額」

網路試算均會分別依一般用地稅率、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計算土地增值稅，符合「一生

一次」或「一生一屋」之規定者 (請參酌 P.11)，始得申請按優惠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另特別
提醒，網路試算稅額僅供參考，實際應納稅額仍應以核定資料為準。

方法一

方法二

選擇試算稅額方法：

稅務一把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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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方法二：臺中市地政服務網

【貼心提醒】土地增值稅稅額試算請鍵入各欄位數值，相關資料請參閱土地謄本。

【貼心提醒】土地增值稅稅額試算僅限試算臺中市土地。

2016 • 9 vol.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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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照駕照查得到
申辦免稅不必找

厝邊服務．要您好稅

文 /廖玉娟

文 / 李淑華

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8
款規定，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

證明者使用的車輛，每一身心障礙者可申請 1
輛免徵使用牌照稅，免徵金額以 2,400cc車
輛之稅額 (以自用小客車為例，每年稅額為 1
萬 1,230元 )為限，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身心障礙者如領有駕駛執照，限其本人所

有的車輛；如無駕駛執照則限其本人、配偶

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的車輛，才

具備申請免稅的資格。

申辦免稅，原須檢附行車執照及駕駛執

照，民眾常因證件遺失或忘記攜帶等原因，

往返補正，耗時費力，為提供市民更便捷貼

心的服務，稅務局積極推動各項減證措施，

其中之一便是主動開辦以監理連線系統查調

車籍資料及身心障礙者持有駕照狀況，不再

強制要求民眾提供行照及駕照核對，便民利

課，大大提升行政效率。

合法的節稅，關係到人民的權益，

政府可多方宣導讓民眾知道。地

方稅務局推動「厝邊服務 要您好稅」5年計
畫，主動輔導里民辦理「地價稅申請自用住

宅用地優惠稅率」等項目，引起里民熱烈回

應。

事前挑定某個里別並洽詢里長洽辦服務

事項後，透過資料庫挑出該里尚未辦理自用

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住戶，且將輔導通知單

投遞到里民住處，於訂定之日期、時間，到

里辦公室或活動中心輔導收件及提供稅務諮

詢服務。

在厝邊服務時，總能吸引里民好奇的眼

光及聽到一些讚嘆聲，「為什麼現在公務機

關服務這麼好、現在的政府服務真的有改善

喔、以前都不知道，真的可以省一些稅金

耶 !」……等，此時就算再辛苦，但聽到里民
慰勞及貼心的話，讓稅務局同仁又充滿了元

氣。

秉持著愛心、效率、服務的精神，實踐並

印證「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的精髓，因

為用心、細心、貼心的服務，改變了民眾對

公務機關的刻板印象，也讓納稅人覺得「足

感心」！



2016 • 9 vol. 七

1807

歲稅平安
關懷服務 文 /林英傑

1 05年 3月 25日地方稅務局沙鹿分
局收到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函文，請沙鹿分局針對是否繼續執行義務人李

先生所有坐落清水區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表示意

見。沙鹿分局經現場勘查後，評估衍生執行費

用將大於欠稅，即函復該分署不繼續執行該不

動產。然而，這次的現勘，該分局發現李先生

是社會中的弱勢族群，確實無能力繳納欠稅，

基於「看見需要，行動服務」的理念，乃訂定

計畫並推動執行「歲稅平安關懷服務」。

3月 28日至清水區現場勘查，發現其房
屋部分天花板鋼筋外露並與混凝土散落一地，

無法使用。經與李先生當面訪談瞭解，其將屆

65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障礙等級為中度，
已中風十餘年，右側癱弱無力，無工作能力，

一人獨居，僅能依靠每月身心障礙者補助

費 4,700元維持生活，目前已向公所申請
低收入戶，尚在審核中。此次現勘後，沙

鹿分局主動針對無法使用部分房屋面積進

行減免房屋稅，並聯繫區公所瞭解低收入

戶審核進度，惟審核後發現李先生有一養

子，僅能核列中低收入戶。

5月 11日由該分局主任帶領同仁再
次前往關懷訪視，除當面遞交愛心食物

1份，並將個案轉介臺中市食物銀行沙
鹿店；另經瞭解李先生與養子已失去聯

繫多年，無受扶養之事實，已將個案轉

介華山基金會，現由專人協助李先生中

止與養子之收養關係，需於完成法定程序後再

次申請，才能取得低收入戶資格，以符合免徵

房屋稅條件，澈底解決欠稅問題。

透過李先生個案，沙鹿分局看見獨居老

人、身心障礙者或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的需

要，不但提供書面、電話、傳真或粉絲頁等管

道受理預約到府服務，服務內容除包含各項地

方稅申辦業務外，並結合社會福利團體、就業

服務中心、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提供相關轉介

服務。另外，運用社會局通報資料，主動挑錄

有身心障礙者之低收入戶，進行使用牌照稅、

房屋稅及地價稅之稅捐健檢後，針對未申請減

免者先發文輔導，再進行到府服務，受理稅捐

減免案件並瞭解需求後轉介社會福利資源，展

現為民服務到家的具體行動，落實市長行動服

務的政策。

圖 ˙ 長江廣告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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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轆藝廊有藝思 文 /楊棟樑

地方稅務局沙鹿分局為提供民眾優

質的洽公場所，營造文藝風氣，

利用寬敞明亮的辦公廳舍設置「沙轆藝廊」，

從今年 3月中旬起對外展覽近百件藝術作品，
深受洽公民眾喜愛，吸引絡繹不絕的民眾蒞臨

觀賞。

沙鹿地區是人文薈萃之地，展覽空間卻是

寥寥可數，民眾僅能在美術館或文化中心等公

共場所參觀藝術展演。沙鹿分局致力營造空間

視覺享受，特重視人文藝術，為提供民眾親近

的藝文場所，利用辦公室走廊及樓梯空間設置

「沙轆藝廊」，秉持「看見需要 行動服務」
的理念，結合藝文界舉辦充滿人文氣息的展

覽，希望藉由欣賞作品，充實生活的美感，帶

給市民愉快的心情。

「沙轆藝廊」首展是由臺中市書法家葉登

聰老師與陶藝家陳維銓老師聯展。葉老師提供

書法作品有中堂、對聯、條幅、四屏等約 50

圖 ˙ 葉登聰老師的書法作品氣勢磅礡

圖 ˙ 陶藝作品展覽呈現多元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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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內容以詩、詞、格言及小品為主，書法

藝術融合經典詩賦，氣勢磅礡，也饒富趣味。

陳老師提供立體魚燈及陶魚壁畫等約 20件，
作品以「魚」為主要創作題材，豐富的柴燒技

巧，將作品呈現了層次分明的調性，透過不同

燒製方法，產生多樣化的紋路與變化，增添作

品可看性，本次展覽結合書法與陶藝作品呈現

多元藝術之美。

開辦藝廊除了美化辦公環境、陶冶同仁心

靈、精進服務品質，更希望藉由各項藝文展

出，綻放藝術之美，帶動民眾欣賞藝術作品的

熱情，進而增添藝術氣息，誠摯歡迎市民與稅

務局同仁蒞臨沙鹿分局「沙轆藝廊」欣賞藝術

作品，更竭誠邀請藝術工作者及團體踴躍提供

作品分享，共同打造美好藝術饗宴。

圖 ˙ 沙轆藝廊營造空間視覺享受，深受民眾喜愛

圖 ˙ 陳世忠老師率領荷風樂坊演奏美妙樂曲



文 / 陳惠珍

印花稅票在臺灣歷經百餘年的

更迭，日據時期對設立帳

簿、財產設定、過戶、變更等證書課徵

印紙稅開啟序幕，繼而我國印花稅法實

施，舉凡賣女為婢契、廣播收音機執照、

菸草種植許可證、畢 (結 )業證書、結
(離 )婚證書、舞女執照、受 (延 )聘書據、
房地產權證……等，各式憑證可都須要貼用這

小小圖案，而這些都是足以見證歷史演進的文

物！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精心籌辦了一場

「世紀印花－臺中風華」印花稅票展覽，展出

游振傑先生提供與臺中地區相關的印花稅票憑

證，透過珍藏古文物的呈現，回顧印花稅票演

繹及臺中市民早年的生活�展覽於 6月 28日

世紀印花臺中風華

在七樓文心藝廊隆重開幕，張光瑤副市長特別

蒞臨主持儀式，邀請市民一同來見證臺中風

華，體會舊時代的社會生活及歷史面貌。

在展場中，您可以看見發生在臺中地區的

商事憑證、產權憑證、人事憑證、許可憑證

都貼有印花稅票，以及代表臺中地標的臺中

公園、臺中港、德基水庫為圖案的印花稅票，

圖 ˙ 孫文雄老師專為本次展出雕刻臺中港、臺中公園圖樣印模

租稅逗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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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張光瑤副市長與本局吳蓮英局長共同見證臺中風華



圖 ˙ 快快快！ FUN 送大搬家，奮力向前衝啊！

還有民眾誤將郵票當印花稅票使用，印花稅票

誤當郵票貼用等令人莞爾的展品，都為印花稅

票徵課留下彌足珍貴的足跡印記。

開幕當天雕刻大師孫文雄老師特定提供難

得一見珍貴的凹版拓樣機，孫老師並為本次展

出親手雕刻臺中港、臺中公園兩種圖樣的印花

稅票印模，讓民眾 DIY印製印花票券，體驗
拓印之美。孫老師表示民國初年臺灣就是以凹

版拓樣機製作鈔票，現在則用來印作版畫藝術

品，在坊間印刷廠不易見到，這種印刷技術拓

印出的圖樣非常精細！

稅務局吳蓮英局長感性地說，當您駐足觀

賞時，腦海裡可能就會浮現一幕幕情景，比如

「菸草種植許可證」及「廣播收音機執照證」，

不難讓我們聯想戒嚴時期的生產管控與思想

箝制，這是一場富有歷史意義的展覽，絕對讓

您有難忘的經驗。

圖 ˙ 本局 4 樓展出永久展，邀請民眾一起來回顧臺中人古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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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游振傑先生特別提供珍藏的古文物資料



相聲稅輕鬆
　　當相聲遇見 稅文 / 陳惠珍

詳，節目開場就由主持人劉爾金和姬天語兩人

互逗的「作對 DIY」對口相聲活絡現場氣氛，
而隨之上演「萬稅萬歲」則是精心特製的相聲

說稅，看看誰是聰明人，運用稅務局最貼心的

線上申辦程序或厝邊巡迴服務站，誠實納稅不

漏稅！再來個「略懂略懂」及「業」的橋段，

表演內容涵蓋流行歌曲與行業的代表歌，令人

莞爾。正覺意猶未盡時，「尋清記」帶來「穿

越相聲」，現場觀眾一起欣賞穿越時空的角色

變換！

相聲是我國極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在巧

妙的安排下，傳統藝術與稅政知識都深植民

心，地方稅務局吳蓮英局長特別感謝市民熱情

響應本次活動，所募集的發票也全數捐贈予弱

勢團體，讓市民的愛心發光發亮，共同為社會

公益貢獻心力。

當傳統的說唱藝術與艱澀的稅政法

令相遇，竟能迸出令人驚嘆的火

花！ 105年 5月 29日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在屯區藝文中心舉辦了慶祝稅務節「相聲稅

輕鬆」活動，帶來一場既愉快又輕鬆的租稅

相聲表演。

由「吳兆南相聲劇藝社」劉增鍇與劉越

逖、姬天語與劉爾金、張凱徹與艾云萱 3組
搭檔，攜手展現說學逗唱的功底，劇中演出

「作對DIY」、「萬稅萬歲」、「略懂略懂」、
「業」及「尋清記」5個段子，以最貼近民眾
的「生活藝術」，活潑地表現了社會百態與

時事，更讓參與的民眾在潛移默化中輕鬆獲

得稅務知識。

「吟詩作對」是文人基本功，但隨著電

子科技充斥我們生活，傳統對聯已非耳熟能

租稅逗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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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精心特製的相聲說稅，貼近生活，既愉快又輕鬆



文 / 王秀芳

為提供洽公民眾一個藝術人文的空

間，以舒緩忙碌緊張的心情，地

方稅務局豐原分局利用有限空間設置「豐穗

藝廊」，免費提供優秀藝術家或團體展出作

品。藝廊於端午佳節前夕安排了莊坤山老師

書畫展，豐原分局為配合本檔期書畫展開幕，

特別舉辦了「粽情稅月畫端午」租稅宣導活

動。

有別於往常的租稅宣導方式，本場活動在

悠揚悅耳的薩克斯風演奏中揭開序幕，現場

除了設置租稅宣導服務臺，提供手機條碼申

辦及稅務諮詢服務外，民眾當日捐贈之發票，

不只可以兌換實用物品，還可參加摸彩活動

抽好禮。此外還特別企劃捐發票作公益拍賣

會，並且以捐贈發票張數作為應買喊價之工

具。本次參展作者莊坤山先生捐出其書法作

品，以及愛心人士提供經典郵票冊等作為拍

賣標的，拍賣會主持人用幽默詼諧的語言，

介紹拍賣品以吸引競標者的競相喊價，現場

粽 情稅月畫

此起彼落的喊價聲激起本場活動高潮，有別以

往單調只是捐發票兌換實用宣導品，改以摸彩

及舉辦拍賣會方式提高民眾獻愛心的意願，亦

能讓民眾欣賞藝文之美，本場活動所募集愛心

發票並全數捐贈社福單位。 

左圖 ˙ 競標者競相喊價激起活動熱鬧氣氛

圖 ˙ 莊坤山老師愛心捐贈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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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沛雯

中秋佳節倍思親，在懷舊的氛圍中，

地方稅務局文心分局於黎明辦公

區中正堂舉辦「中秋話稅月，童玩憶兒時」租

稅宣導活動。

104年中秋前夕，金枝演社劇團為大家演
出老少咸宜的歌舞喜劇「可愛冤仇人」，以舊

臺灣時空為背景，彷彿穿越時空般，帶領所有

觀眾回到 50-70年代的臺灣社會，由場景、
音樂、語言的相互配合，交織出濃濃的鄉土情

懷，並在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下落幕。

活動中由文心分局夏主任與劇團主持人帶

領的租稅問答，令每位租稅達人懷抱滿滿的收

穫與笑容，最後由稅務局沈副局長將本次活動

所募集之愛心發票全數捐贈財團法人華山創世

中秋話稅月

童玩憶兒時

基金會，共同為社會公益注入心力。

本次活動不僅有室內表演，室外亦設有愛

心園遊會，厝邊服務為您省荷包、租稅宣導攤

位替您送愛心、DIY童玩區讓您創意滿滿、市
政宣導給您資訊一把罩，並在申辦無實體發票

載具 -手機條碼的流程中，由服務人員傳遞節
能減紙愛地球的理念。 

租稅逗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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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老少咸宜的歌舞喜劇表演，廣受觀眾喜愛



嘟嘴陶魚泥塑
租稅活動溫馨熱鬧 文 / 陳妤羽

1 05年「幸福有魚，要
泥好稅」租稅宣導活

動籌備期間長達一年之久，從活

動主題、場地設備、宣導內容及

獎品等，處處可見地方稅務局

沙鹿分局用心之處，為的就是

讓租稅宣導活動不只是作為宣

達稅政之工具，而是一場兼具

溫馨愛心且富有意義的活動。

6月 26日在沙鹿區勞工育
樂中心舉辦的這場活動，是以陶

魚泥塑為主題，活動開始前，幽默風趣的主持

人開場暖身，再由「荷風樂坊」演出中西樂「青

春舞曲」揭開序幕，樂曲輕快而動聽，不但將

眾人目光聚焦舞台，更讓人不自覺跟著節奏打

拍子，工作人員與參與活動的民眾，都隨著音

樂而有了互動。

本次活動也與以照顧新住民家庭及慢飛天

使為宗旨的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免費提

供 30個名額讓弱勢家庭孩子參與手作陶藝，
助其發揮創意。在沙轆窯工作坊陳維銓老師

豐富教學經驗與細心解說下，場內參與者不分

男女老幼，將近 400人一同捏陶，讓原本趨
於一致的陶魚粗胚，因各種妝點而變得獨一無

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均樂於親手完成陶

魚作品，不但增進親子、朋友情誼，更讓租稅

宣導活動增添趣味性。

現場民眾熱情如火，兌換踴躍，共募集到

1萬 2,843張發票，在逾千名民眾見證下全數
捐贈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及弘毓社會

福利基金會，成功將民眾愛心傳遞出去。

DIY

圖 ˙ 悅耳音樂響起，眾人目光聚焦舞台 圖 ˙ 陳維銓老師陶藝教學，親子一同學習好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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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家發揮創意，手作陶藝作品好可愛



第一名
協和國小 盧城安

第一名
福科國中 林孟芷

第一名
四箴國中 黃玉杏

第一名
益民國小 廖苡竹

繪畫比賽

27

稅藝盎然

Art Gallery



第一名
南陽國小 林以軒

第一名
大華國中 朱韋臻

漫畫比賽

Facebook

行動服務 go easy

Android版本用  ios版本用

 

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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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宣導漫畫

Ch.1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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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宣導漫畫

Ch.2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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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宣導漫畫

Ch.3回饋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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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宣導漫畫

Ch.4牌照稅



稅務專欄

政風宣導

揪出肥鼠 非你莫屬
揭發○○院○○○利用電腦採購收賄案的幕後功臣，是該院的一名基層

公務員。他發現該院採購電腦比市價貴，且只有固定廠商來競標；經明查暗訪後他鼓起勇氣撥打

具名檢舉電話揭發此案，被稱為小蝦米扳倒大鯨魚。

文 / 吳雨萱

Q1：我可以用哪些方式提出檢舉？
A1：廉政署受理檢舉管道分為：

電話檢舉→ 0800-286(你爆料 )-586(我
爆料 )。
書面檢舉→臺北郵政 14-153號信箱。
現場檢舉→廉政署成立 24小時檢舉中
心，設有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

項，地址如下：

1.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號 2樓。
2.南投市光明路 11號。
3.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00號 14樓。
其他檢舉方式→

1.傳真：02-2562-1156。
2.gechief-p@mail.moj.gov.tw。

Q2：哪些事情可以向廉政署或公務員所屬政
風機構提出檢舉？

A2：民眾如果發現公務員有以下幾種犯罪行
為，可向廉政署或公務員所屬機關政風

機構檢舉：

  公務員竊取或侵占公有財物或職務上保

管之非公有財物者。

  公務員辦理工程或採購案件，涉有驗收

不實或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等違

法情事者。

  公務員執行職務，藉機收受賄賂，或違

法包庇者。

  公務員對於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

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

  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

  公務員利用職權、身分、機會，或勾結

特定對象營私舞弊，以獲取不法利益者。

  公務員明知他人有走私或製造、販賣、

運輸毒品情事而予以包庇者。

  發現其他與公務員貪瀆相關之犯罪或對

公務員予以行賄者。

Q3：檢舉貪瀆案件可否領取檢舉獎金？
A3：只要符合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之

規定，檢舉人於貪污檢舉案件未發覺前，

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具名檢舉，

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核發新臺幣 30萬以
上，最高 1,000萬元之檢舉獎金。

Q4：我向廉政署或所屬政風機構提出檢舉後，
身分是否受到保密？

A4：依據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要點及證人保護等相關規定，對於

檢舉人、證人之身分，依法應予以保密。

您亦可以於檢舉時，要求受理檢舉人員

製作化名筆錄，並可以捺印指紋替代簽

名，另載有檢舉人身分資料之文件將依

法另卷封存，不得任意供人閱覽。若公

務員有洩露檢舉人身分之情事者，將受

到刑法追訴，所以請您放心，檢舉人身

分絕對保密。

打擊貪污違法的公務員、除去國家中的害蟲，

讓你、我及孩子們有更美好的未來！更多獎勵

保護檢舉貪污訊息，請上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查

詢：http://www.aac.moj.gov.tw。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整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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