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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產業租稅環境專案服務簡介 

 

稅務諮詢單一受理窗口 

總分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機 

總局 李小姐 04-7239131分機 297 04-7200275 

員林分局 林先生 04-8320140分機 211 04-8338898 

北斗分局 洪小姐 04-8870001分機 106 04-8872442 

 

主動 

輔導節稅 

•接獲工廠設立或變更登記副本，輔
導或核准廠房屋稅營業減半稅率時，
提供地方稅及國稅宣導手冊。 

提供 

單一受理窗口 

•由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成立單一受理
窗口，受理廠商有關稅務諮詢或納
稅者權利保護事項之專案服務。 

建置網頁專區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及財政部中區國
稅局全球資訊網建置網頁專區供廠
商隨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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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宣導部分 

房屋稅-合法登記工廠適用營業減半稅率申請 

一、 前言 

房屋稅並非按房屋造價或市價計算，而是以房屋核定現值乘以適用稅

率計算得來。一般營業用房屋稅，適用稅率為 3％，但若為合法登記

之自有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房屋可申請適用營業減半稅率即 1.5％，

可減少租稅負擔。 

二、 法令規定 

依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私有房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

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符合前揭法條規定減免房屋稅者，

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申

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

份起減免。 

三、 適用條件 

1.合法登記工廠自有房屋。 

2.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完成登記之工廠。 

3.供直接生產使用所必須之建物、倉庫、冷凍廠及研究化驗室等房屋 

(不含辦公室、警衛室、餐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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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應檢附證件 

1.房屋稅申請書。 

2.工廠登記核准函影本或工廠登記抄本。 

3.工廠平面圖。 

五、 罰則 

房屋如適用營業減半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或有新、增、改建

情形或其使用情形變更者，應依房屋稅條例第 7條規定，於 30日內

檢同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未依規定申報者，依該條例第

16條規定辦理（除追補應納稅額外，並按所漏稅額處2倍以下罰鍰）。 

六、 問答實例 

1.問：房屋供作營業使用，但沒有取得營利事業執照，是不是就不必按

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答：房屋供作營業使用，不論該營利事業是不是合法，有沒有取得執

照，仍應就營業使用之事實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2.問：違章房屋要不要課徵房屋稅？ 

答：房屋稅係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

物為課徵對象，無照違章建築房屋亦不例外，應依其使用情形，

依法課徵房屋稅，至房屋稅之完納，僅表示納稅義務之履行，不

能據以使無照違章建築房屋，變成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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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問：營業用工廠是否可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答：營利事業單位附設之員工宿舍及其附設餐廳部分（與其他部分房

屋使用情形有明確界線劃分者），可申請適用非自住之住家用稅

率課徵。 

七、 違章實例 

案例一：興建違章房屋供營業使用，未向稽徵機關申報新建及使用情形，

因而發生漏稅受罰情事。  

某甲於 107年 1月興建完成房屋 1棟，未申領使用執照，亦

未依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於建造完成 30日內，向稽徵機關

申報房屋新建及使用情形等有關事項。嗣於 107年 10月經查獲，

除應補徵 107年期房屋稅 6萬 4,000元外；因該房屋係未領有使

用執照之違章建物且未依法申報房屋稅籍，依房屋稅條例第 16

條及「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應按所漏稅

額處 0.7 倍之罰鍰計 4萬 4,800 元。 

案例二：自有供生產用之工廠，原核定按營業用稅率減半課徵房屋稅，於

房屋使用情形變更後未向稽徵機關申報，以致漏稅受罰。 

乙公司為合法登記工廠，持有直接供其生產使用之房屋 1棟，

原經稽徵機關核定按營業用稅率減半徵收房屋稅，而後於 107 年

11月 11日經查獲該公司自 106年 10月起，即將該房屋出租供丙

商號使用，未依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於變更使用之日起 30



6 

日內向稽徵機關申報，除應補徵 107年之差額房屋稅 1萬 8,000 

元外；依房屋稅條例第 16條及「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

參考表」之規定，應按其所漏稅額處 0.5 倍罰鍰計 9,000 元。 

八、線上申辦及房屋稅專區網址、QR-Code 

1.線上申辦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

004300.aspx?Type=8cb77641-cb5e-4c75-9b5a-8

e5548645a7f 

 

2.房屋稅專區 

https://www.changtax.gov.tw/TaxInformation

/HouseTax/HouseTaxinfo.htm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004300.aspx?Type=8cb77641-cb5e-4c75-9b5a-8e5548645a7f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004300.aspx?Type=8cb77641-cb5e-4c75-9b5a-8e5548645a7f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004300.aspx?Type=8cb77641-cb5e-4c75-9b5a-8e5548645a7f
https://www.changtax.gov.tw/TaxInformation/HouseTax/HouseTaxinfo.htm
https://www.changtax.gov.tw/TaxInformation/HouseTax/HouseTaxinf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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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申請書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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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工業用地特別稅率申請 

一、前言 

地價稅採累進稅率課徵，基本稅率千分之十，累進級距從千分之十

五至千分之五十五。工業用地多屬大面積，若採一般用地課徵，易高於

最低級距，工業用地可申請適用特別稅率，採千分之十課徵不累進，合

法工廠亦可大大減輕稅負負擔。 

二、法令規定 

1.土地稅法第 18條規定，供事業直接使用之工業用地土地，按千分之十

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 

2.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在非工業區或工業用地設立

之工廠，經政府核准有案者，其直接供工廠使用之土地，準按千分之十

計徵地價稅。 

3.凡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已按工業

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無論自有自用或出租與興辦工業人使用，均

得適用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 

4.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併購前，地價稅已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者，請於公

司進行併購後，重新提出申請。 

三、適用條件 

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或依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

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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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檢附證件 

 (一)建廠期間（依法核准設立，尚未開工生產者） 

1.建造執照影本。(建築物用途欄載明與物品製造、加工有關之用途) 

2.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如公司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使用

計畫書圖、申明書或切結書等） 

3.建廠前依法需先取得工廠設立許可者，應加附工廠設立許可證明文件。 

(二)建廠完成後（已開工生產者） 

1.已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者：工廠登記核准函及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未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者：使用執照或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影本。（文

件上用途載明與物品製造、加工有關之建築物） 

五、申請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 40日(即 9月 22日，如

適逢假日則遞延)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

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請。 

適用特別稅率或減免地價稅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主管稽徵機

關申報，並自原因、事實消滅之次年期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 

六、罰則 

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 30日內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報。未於期限內申報被查獲者，除追補應納差額部分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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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第 5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處短匿稅額 3倍以下之罰鍰。 

七、問答實例 

1.問:適用特別稅率之工業用地，如何申請？ 

答:應該在每年地價稅開徵 40日（即 9月 22日）前，填具申請書，應

附證件如下： 

(1)建廠期間：建造執照(建築物用途載明與物品製造、加工有關之用途)

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公司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使用

計畫書圖、申明書或切結書)。如建廠前依法需先取得工廠設立許可

者，應加附工廠設立許可文件。 

(2)建廠完成後：已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者，應檢附工廠登記核准函；

未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者，應檢附使用執照或其建物證明文件。 

2.問: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何時應恢復一般用地課徵？ 

答:(1)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期限尚未按核准計畫完成使用者。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4條） 

(2)停工或停止使用逾一年者。惟其在工廠登記證未被工業主管機關 

撤銷或廢止，且未變更供其他使用前，仍繼續按特別稅率計徵地 

價稅。 

3.問: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工廠登記被註銷，如被查獲，

除了補稅是否還會處罰呢？ 

答:原核准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廠地，工廠登記被註銷未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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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使用或工廠登記證被註銷另出租供其他廠商使用，已不符合課徵工

業用地稅率規定，應主動向稅捐機關申報，改按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

否則依土地稅法規定，除了追補應納稅額差額外，還會被罰 3倍以下

的罰鍰。 

八、線上申辦及地價稅專區網址、QR-Code 

1.線上申辦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

004300.aspx?Type=6c782d93-9ec5-4ce6-9834-3

10190546caf 

 

2.地價稅專區 

https://www.changtax.gov.tw/TaxInformation

/LandValueTax/LandValueTaxinfo.htm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004300.aspx?Type=6c782d93-9ec5-4ce6-9834-310190546caf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004300.aspx?Type=6c782d93-9ec5-4ce6-9834-310190546caf
https://www.changtax.gov.tw/ApplyFormListC004300.aspx?Type=6c782d93-9ec5-4ce6-9834-310190546caf
https://www.changtax.gov.tw/TaxInformation/LandValueTax/LandValueTaxinfo.htm
https://www.changtax.gov.tw/TaxInformation/LandValueTax/LandValueTaxinf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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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書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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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 

一、自營工廠用地重購退稅 

節稅項目 自 營 工 廠 用 地 重 購 退 稅 

適用要件 1.土地出售後 2年內重購或先購買土地 2年內再出售土地。  

2.重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仍有

餘額者。  

3.原出售及重購土地所有權人屬同一公司。  

4.自營工廠出售另於其他都市計畫工業區或政府編定之工業

用地內購地設廠者。 

檢附證件 1.原出售及重購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

本。  

2.重購土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3.原出售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本(如無法提

示，改立具切結書)。  

4.原出售及重購土地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5.重購土地其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或非都市土地之土

地登記謄本。  

6.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情形申明書。  

應注意事

項 

1.「自營工廠用地出售」，應以工廠遷移且工廠為自用為要

件，如出租他人工廠使用不符合規定。(財政部 90/12/28

台財稅字第0900457457號令及財政部93/2/16台財稅字第

0930450099號函) 

2.新購土地設廠完成取得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後，准予辦理或

2年內取得新工廠建造執照。 

申請期限 1.先賣後買者於重購後申請。 

2.先買後賣者於出售後申請。 

申請地點 原出售土地之地方稅稽徵機關。 

節稅情形 就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

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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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 

節稅項目 企業併購法第 39條 

適用要件 1.公司進行分割或依企業併購法第 27條至第 30 條規定收購

財產或股份，而以有表決權之股份作為支付被併購公司之

對價，並達全部對價 65%以上，或進行合併者。(105 年 1

月 8 日起，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分割，以有表決權之股

份作為支付被分割公司股東之對價，並達全部對價 65%以

上者，準用企業併購法第 39條第 1項租稅優惠規定。) 

2.須為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3.股份有限公司相互間合併，或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合

併者，存續或新設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合併雙方為

有限公司且採創設合併新設立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型態，

無本法條之適用。 

4.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其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以股份有限公

司為限。 

檢附證件 1.合併、收購契約書或分割計畫書影本。 

2.各公司同意併購之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紀錄影本。 

3.各公司章程影本。 

4.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5.分割、收購案件需再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司、收購公司以有表決權之股份作

為支付被分割公司或被分割公司股東、被收購公司之對

價，並達全部對價 65%以上之證明文件。(如：支付對

價發行股票之影本或股份等相關證明文件；未發行股票

者須以書面說明股務處理方式)。分割案件以有表決權

之股份作為支付被分割公司股東之對價者，另檢附分割

基準日取得股份對價之被分割公司股東名冊。 

(2)併購基準日之資產負債表(包括土地、房屋財產目錄及

承受擔保品明細)。 

6.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就本次

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審議結果。 

7.被併購公司如有併購前已記存之土地增值稅，承受公司應

檢附負責繳納之承諾書。 

8.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應注意事

項 

1.因收購或分割而記存土地增值稅案件，被收購公司、被分

割公司或被分割公司股東於該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日起 3 

年內，轉讓該對價取得之股份致持有股份低於原取得對價

之 65％時，被收購公司或被分割公司應補繳記存之土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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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稅，未繳清之補繳稅款，應由收購公司、分割後既存或

新設公司負責代繳。 

2.經核准記存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嗣後被徵收而移轉者，仍

屬「再移轉」，應補徵該記存之土地增值稅。 

申請程序 1.申請記存土地增值稅案件，應於申報書之第 9 欄勾選並於

土地移轉申報書上註明其申請記存之法條依據（例如依企

業併購法第 39條等），及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2.申請案件未依規定檢附相關書件或書件不齊者，於稽徵機

關通知後未於 15日內補送齊全，且屆期無正當理由而未補

齊者，不予適用記存土地增值稅之規定。 

節稅情形 1.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財產或股份時，而隨同移轉之土

地，享受記存繳納優惠。 

2.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分割或依規定收購財產或股份，以有表

決權之股份作為支付被併購公司之對價，並達全部對價 65

％以上或進行合併者，其所有之土地辦理移轉時，其應納

之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由併購後公司於該土地再移轉時

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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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一、前言 

為保障賦稅人權，維護人民基本生存權利，實現公平課稅及嚴守程序

正義，本局特別遴選 5位最優秀的同仁擔任「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人數居全國之冠，顯現本局對納稅者權利之重視。 

二、服務內容 

1.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 

   2.受理申訴或陳情 

   3.行政救濟之諮詢與協助 

三、申請方式 

多元管道申請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電話、網路、視訊（本縣 26 鄉

鎮市公所皆可視訊申請）、傳真等，免納稅者往返奔波，納稅者權利

保護官免費預約服務專線：0800-47-6969。 

四、本局納稅者權利保護專區網址、QR-Code 

www.changtax.gov.tw/ThemeServic

e/TaxpayerProtection.htm 

 

                              

 

 

                                                                                      

http://www.changtax.gov.tw/ThemeService/TaxpayerProtection.htm
http://www.changtax.gov.tw/ThemeService/TaxpayerProte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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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微電影 

本局以受理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之成功案例為腳本拍攝微電影，期使

納稅者了解本局之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均以愛心、同理心承辦納稅者權

利保護事項。 

 

六、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名冊 

姓名 
設置 

單位 
職務 職等 年資 專業 

主任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張仁旺 總局 秘書 9 20年 

稅務 

行政救濟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吳春秋 總局 科長 9 35年 
稅務、會計 

行政救濟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魏淑卿 總局 審核員 8 30年 
稅務、會計 

行政救濟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賴玉麟 
員林 

分局 
審核員 8 23年 

稅務 

行政救濟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林淑惠 
北斗 

分局 
審核員 8 32年 

稅務 

行政救濟 

 

 

 

  

微電影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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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宣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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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地價稅、房屋稅空白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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