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署 108 年度自行管制個案計畫評核結果
主辦機關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單位)
1 財產稅組 健全稅制落實 一、本計畫達成預定目標，有助促進賦稅
租稅公平合理
法規合理化，建立優質賦稅環境。
二、請賡續就不合時宜法令，適時檢討，
期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促進徵納雙
方和諧，建立公平合理賦稅環境。
2 所得稅組 推動綜合所得 一、本計畫達成預定目標，本項措施具服
稅結算申報稅
務「主動化」、「宅配化」、「個人
額試算服務
化」及「效率化」之全程服務特性，
且擴大適用範圍並提供多元申報繳
稅管道，達到提升納稅服務品質之目
標。
二、請賡續規劃稽徵作業，精進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措施，提升納稅服務品質
及提高稅額試算正確性，以進一步提
升納稅服務品質。
3 所得稅組 反避稅制度推 一、本計畫完成預定目標，盡職審查檢查
動作業及宣導
作 業 及 裁罰 作業 (含 書 表 及作 業流
計畫
程)規劃分別於 108 年 7 月 11 日及 26
日完成核定，供稅捐稽徵機關與申報
金融機構共同遵循，亦完成共同申報
及盡職審查準則及移轉訂價三層文
據架構之訓練及宣導。
二、為利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
查作業辦法持續推行，請賡續完備實
務作業流程、強化執行能力及我國資
訊交換網絡；及持續辦理內部人員教
育訓練、對外宣導及講習，俾提升各
界遵循度，如期完成各項工作，並請
持續瞭解與掌握國際間「執行共同申
報及盡職審查準則」(CRS)實務運作
執行細節及同儕檢視要件，以助我國
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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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費稅組 執行稅捐稽徵 一、本計畫查核項目共 6 項，均達成年度
作業
預定目標值。
二、本計畫各項查核工作旨在維護租稅公
平與社會正義，確保庫收，相關查核
工作確有效遏止逃漏稅捐，強化租稅
依從度，增加國庫收入，應賡續落實
執行，並加強目標值訂定之挑戰性，
以達成租稅公平。
5 稽徵行政組 推動疏減訟源 一、各地區國稅局 108 年度復查新收件數
方案
較 107 年度減少 1,168 件，復查案件
辦結率 79%，為近 5 年(104 年度至 108
年度)最高，降低稅務救濟案件，有
效消弭爭訟。
二、為落實疏減訟源並兼顧納稅義務人權
益，請賡續提高課稅處分正確性，協
助納稅義務人就稅捐爭議案件之溝
通及協調，並加速清理未辦結復查案
件。
6 稽徵行政組 推動便利繳稅 一、本計畫作業涉及稽徵實務面、資訊技
機制
術面及相關業者等跨機關規劃協作
與溝通協調，經各機關積極戮力執
行，順利達成預定目標，如期如質完
成各項便利繳稅措施。
二、108 年 8 月 1 日起擴大開放綜合所得
稅核定補徵稅款、地價稅、使用牌照
稅及房屋稅之零星及展延案件使用
行動支付繳納稅款，提供納稅義務人
更快速及便利之繳稅方式。
三、請賡續研議推動各種便利繳稅機制及
督促各稽徵機關加強推廣及宣導行
動裝置繳稅服務，以提升線上繳稅量
能及行動支付普及率。
7 稽徵行政組 執行維護租稅 一、本計畫查核項目共 8 項，均訂定細部
公平重點工作
作業計畫供稽徵機關據以執行，並定
計畫
期彙整各查核項目之執行績效，維護
租稅公平，遏止逃漏稅，確保稅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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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稽徵行政組 統一發票給獎
及推行

9 稽徵行政組 財政部建構統
一發票兌獎多
元服務管道計
畫

10 稽徵行政組 財政部臺北國
稅局信義分局
辦公廳舍取得
計畫

支應施政所需。
二、108 年度各稽徵機關均依細部作業計
畫積極進行查核作業，有效維護租稅
公平，促進誠實申報納稅，執行績效
良好，請賡續落實執行。
一、本計畫各項目均達成預定目標。
甲等
二、請賡續妥適規劃各工作項目及目標，
落實執行並確實掌控統一發票給
獎、消費稽查及宣導等相關經費預算
編列與執行情形，以期經費預算有效
運用及管理；持續精進多元統一發票
推行及稅制稅政宣導方式，建立民眾
正確納稅觀念。
一、10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統一發票兌獎 甲等
多元服務措施，提供 24 小時網路 APP
兌領獎服務，截至 108 年底兌獎 APP
下載使用已超過 153 萬人次；提供 1
萬 3 千餘家實體兌獎通路據點，包括
第一商業銀行、彰化商業銀行、信用
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統一超
商、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
店、OK 便利商店、全聯及美廉社等，
方便民眾兌獎。
二、為提供更優質兌獎服務，請持續積極
優化統一發票兌獎 APP，強化操作介
面友善度與易用性，提升兌獎便利
性，以落實雲端發票從開立至兌獎全
程無紙化目標。
一、本計畫均達成各預定目標:
甲等
(一)密集參加各項工作進度報告會議，聽
取工程執行進度說明及估驗計價情
形，並瞭解各階段設計進度及成果。
(二)參加各項細部審查會議，與市政府及
統包設計團隊保持密切聯繫，務求相
關設計均能配合機關需求。
(三)整體規劃設計已取得綠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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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稽徵行政組 財政部臺北國
稅局萬華稽徵
所辦公廳舍整
修計畫

12 稽徵行政組 財政部北區國
稅局辦理羅東
稽徵所辦公廳
舍取得計畫

13 稽徵行政組 財政部中區國
稅局南投分局
興建辦公廳舍
計畫
14 稽徵行政組 財政部高雄國
稅局及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
署合署興建所
屬單位辦公廳
舍計畫

二、請賡續持續積極與市政府及信義區公
所保持密切聯繫，參與各項會議、隨時掌
握工程進度、適時表達需求，並依預算期
程準時支付應分攤工程款項，俾利工程順
利完成。
一、本計畫均達成各預定目標:
甲等
(一)行政院 108 年 11 月 21 日函准無償撥
用房地，並於同年月 29 日辦竣產權
登記。
(二)完成萬大路房舍耐震能力評估作業
及甄選建築師。
二、請賡續掌握工程進度，俾利工程順利
完成，提供民眾優質洽公環境與納稅
服務。
本計畫囿於新建工程招標作業，宜蘭縣政 乙等
府自 105 年 7 月迄今，歷經 8 次招標開標
結果，計 6 次流標、1 次廢標及 1 次撤標，
又該府組織調整與人員異動，及政府採購
法增訂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遴聘範
圍之限制等因素未決標，致無法撥付相關
應分攤經費及符合作業時程，預算未能依
規劃期程順利支用。仍建請主辦機關(北
區國稅局)賡續密切與宜蘭縣政府妥予研
商因應措施，隨時掌握執行進度。
本工程計畫於 108 年 8 月 31 日竣工並經 甲等
內政部營建署中區工程處備查，於同年 12
月 3 日、4 日進行驗收作業，並於 109 年
1 月 3 日完成驗收作業。
一、本計畫因專業代辦機構內政部營建署 乙等
考量工程規模，經陳報行政院 108 年
9 月 12 日院臺財字第 1080030294 號
函核准同意修正調整興建期程及總
經費。
二、請依照計畫進度賡續掌握施工進度及
撥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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