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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規之處罰 

依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 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2 倍之罰鍰
（土稅§55-1）： 

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二、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旨者。 
三、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四、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明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

贈土地之利益者。 

伍、房屋稅 

一、房屋稅之意義 

政府以房屋現值為稅基，向房屋持有人逐年課徵之賦稅。其具有財

產稅、比例稅、地方稅之性質。 

二、房屋稅課徵之對象 

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

建築物，為課徵對象（房§3）。 
 
 

房屋，指固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供營業、工作或住宅用者（房

§2 ）。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房

屋之其他建築物，因而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值者（房§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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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 

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及代繳義務人如下： 
（一） 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4 I前）。 
（二） 其設有典權者，向典權人徵收之（房§4 I中）。 
（三） 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其不為

推定者，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房§4 I 後）；代繳之房屋
稅，在其應負擔部分以外之稅款，對於其他共有人有求償權

（房§4 II）。 
（四） 房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住址不明，或非居住房屋所在地者，

應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之。如屬出租，應由承租人負責代

繳，抵扣房租（房§4 III）。 
（五） 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

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

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

之（房§4 IV）。 
（六） 房屋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人為房屋稅

之納稅義務人。受託人為 2人以上者，準用前述（三）有關
共有房屋之規定（房§4 V）。 

四、房屋稅之稅基 

（一）房屋現值之核計 

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房屋現值

（房§10 I）；依前述核計之房屋現值，主管稽徵機關應通知納稅義務
人。納稅義務人如有異議，得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證
件，申請重行核計（房§10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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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各直轄市、縣（市）（局）應選派有關主管人員及建築技術專門

人員組織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房§9 I）。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應由

當地民意機關及有關人民團體推派代表參加，人數不得少於總額

五分之二。其組織規程由財政部定之（房§9 II）。 

 

（二） 房屋之標準價格 

1. 房屋標準價格之評定與公告 
房屋標準價格，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並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房§11 I）： 
一、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區分種類及等級。 
二、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 
三、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比

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 
2. 評定之時期與折舊之計算 
房屋標準價格，每 3 年重行評定一次，並應依其耐用年數予以折

舊，按年遞減其價格（房§11 II）。其計算公式如下： 
 
房屋課稅現值＝ 
核定單價×（1－經歷年數×折舊率）×地段調整率×面積 
 
 
 

豪宅稅：臺北市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103.02.11） 

房屋為鋼筋混凝土以上構造等級，用途為住宅，經按戶認定房地

總價在 8,000 萬元以上，且建物所有權登記總面積達 80 坪以上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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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每坪單價 100萬元（不含車位價）以上者，得酌參下列特徵，

認定為高級住宅（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

§15 I）： 

（一）獨棟建築（二）外觀豪華（三）地段絕佳（四）景觀甚好

（五）每層戶少（六）戶戶車位（七）保全嚴密（八）管理週全 

依前項認定為高級住宅者，其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按該棟房屋坐落

地點之街路等級調整率加成核計（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

值評定作業要點§15 II）。 

第 1項之價格，依市場行情定之；如查無市場行情者，得參考相

同路段或臨近區域之高級住宅市場行情（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

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15 III）。 

第 1 項認定標準，除已依第 14 點規定加成課徵之房屋外，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

業要點§15 IV）。 

 

五、房屋稅之稅率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房§5）3
： 

（一）住家用房屋 

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 1.2%；其他供住
家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1.5%，最高不得超過 3.6%。各地方
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房§5 I ）；供自住及

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定之（房§5 II）。 

                                                      
03 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房屋稅條例第 5 條，其修正目的是為了「擴大自用

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的差距，提高房屋持有成本，抑制房產炒作，並保障自住

權益」（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37 期，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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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住家用房屋 

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

其房屋現值 3%，最高不得超過 5%；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
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1.5%，最高不得超過 2.5%（房§5 I ）。 

（三）混合用房屋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

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

全部面積 1／6（房§5 I ）。 
 
 

現行房屋稅徵收率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在房屋稅條例第 5 條

規定稅率範圍內，分別規定房屋稅徵收率，提經當地民意機關通

過，報請或層轉財政部備案（房§6）。 

 

六、公有房屋之免徵 

公有房屋供下列各款使用者，免徵房屋稅（房§14）： 
一、各級政府機關及地方自治機關之辦公房屋及其員工宿舍。 
二、軍事機關部隊之辦公房屋及其官兵宿舍。 
三、監獄、看守所及其辦公房屋暨員工宿舍。 
四、公立學校、醫院、社會教育學術研究機構及救濟機構之校舍、

院舍、辦公房屋及其員工宿舍。 
五、工礦、農林、水利、漁牧事業機關之研究或試驗所所用之房屋。 
六、糧政機關之糧倉、鹽務機關之鹽倉、公賣事業及政府經營之自

來水廠（場）所使用之廠房及辦公房屋。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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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郵政、電信、鐵路、公路、航空、氣象、港務事業，供本身業

務所使用之房屋及其員工宿舍。 
八、名勝古蹟及紀念先賢先烈之祠廟。 
九、政府配供貧民居住之房屋。 
十、政府機關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所舉辦事業使用之房屋。 

七、私有房屋之免徵 

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房§15 I）： 
一、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

其供校舍或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 
二、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

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 
三、專供祭祀用之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但以

完成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且房屋為其所有者為限。 
四、無償供政府機關公用或供軍用之房屋。 
五、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

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除依

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准免徵外，不在此限。 
六、專供飼養禽畜之房舍、培植農產品之溫室、稻米育苗中心作業

室、人工繁殖場、抽水機房舍；專供農民自用之燻菸房、稻穀

及茶葉烘乾機房、存放農機具倉庫及堆肥舍等房屋。 
七、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五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

用之房屋。 
八、司法保護事業所有之房屋。 
九、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者。但房屋標準價格如依

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重行評定時，按該重行評定時
之標準價格增減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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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者，按千元計算。 
十、農會所有之倉庫，專供糧政機關儲存公糧，經主管機關證明者。 
十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公益信託，其受託人因該信

託關係而取得之房屋，直接供辦理公益活動使用者。 

八、私有房屋之減徵 

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房§15 II）： 
一、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宅。 
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 
三、農會所有之自用倉庫及檢驗場，經主管機關證明者。 
四、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三成以上不及五成之房屋。 

九、申報之期限 

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8 款、第 10 款、第 11 款
及第 2項規定減免房屋稅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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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
報日當月份起減免（房§15 III）。 

十、房屋稅之稽徵程序 

（一）申報房屋現值 

1. 房屋之新建、重建、增建或典賣移轉，主管建築機關及主辦登記機
關應於核准發照或登記之日，同時通知主管稽徵機關（房§23）。 

2. 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當
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

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房§7）。 
3. 房屋遇有焚燬、坍塌、拆除至不堪居住程度者，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
當地主管稽徵機關查實後，在未重建完成期內，停止課稅（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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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計房屋現值 

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房屋現值

（房§10 I），主管稽徵機關應通知納稅義務人核計結果。納稅義務人如
有異議，得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證件，申請重行核計
（房§10 II）。 

（三）填發稅單 

1. 房屋稅每年徵收 1次，其開徵日期由省（市）政府定之（房§12 I）。 
2. 新建、增建或改建房屋，於當期建造完成者，圴須按月比例計課，
未滿 1個月者不計（房§12 II）。 
 
 

繳納期間 5月 1日至 5月 31日止。 

 

（四）繳納房屋稅 

納稅義務人應按期繳納房屋稅款。 

十一、房屋稅之罰則 

（一）欠稅不得移轉及設定 

欠繳房屋稅之房屋，在欠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

權登記（房§22 I）；前述所欠稅款，房屋承受人得申請代繳，其代繳稅
額得向納稅義務人求償，或在買價、典價內照數扣除（房§22 II）。 

（二）逾期未申報 

納稅義務人未依房屋稅第 7條規定之期限申報，因而發生漏稅者，
除責令補繳應納稅額外，並按所漏稅額處以 2倍以下罰鍰（房§16）。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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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逾期未繳納 

納稅義務人未於稅單所載限繳日期內繳清應納稅款者，每逾 2日按
滯納數額加徵 1% 滯納金；逾 30 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房§18）。 

陸、契稅 

一、契稅之意義 

契稅係對因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占有而取得不動產所

有權者，所課取之不動產移轉稅。其具有財產稅、比例稅、地方稅之性

質。 

二、契稅之課徵時機 

（一）一般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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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2）。 

（二）領買、標購及法拍之情形 

依法領買或標購公產及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者，仍應申報繳納

契稅（契§11）。 

（三）變相方式之情形 

凡以遷移、補償等變相方式支付產價，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應照

買賣契稅申報納稅；其以抵押、借貸等變相方式代替設典，取得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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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照典權契稅申報納稅（契§12 I）。 

（四）建造完成前有變動時之情形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

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並取得使用執照者，應由使用執照

所載起造人申報納稅（契§12 II）。 

（五）信託財產之情形 

以不動產為信託財產，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財產與委託人以

外之歸屬權利人時，應由歸屬權利人估價立契，依契稅條例第 16 條規
定之期限申報繳納贈與契稅（契§7-1）。 

三、契稅之納稅義務人 

（一）買賣 

買賣契稅，應由買受人申報納稅（契§4）。 

（二）典權 

典權契稅，應由典權人申報納稅（契§5）。先典後賣者，得以原納
典權契稅額，抵繳買賣契稅。但以典權人與買主同屬一人者為限（契

§10）。 

（三）交換 

交換契稅，應由交換人估價立契，各就承受部分申報納稅。前述交

換有給付差額價款者，其差額價款，應依買賣契稅稅率課徵（契§6）。 

（四）贈與 

贈與契稅，應由受贈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契§7）。以不動產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