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稅租稅優惠你我受惠節稅大補帖
優惠及條件

地
價
稅

優惠項目
條件

自用住宅用地
一、地上的建物為土
地所有權人或其配
偶、直系親屬所有。
二、土地所有權人或
其配偶、直系親屬於
土地上的建物辦竣戶
籍登記。
三、無出租或無供營
業用。
四、都市土地以 300
平方公尺(約 90.75
坪)為限，非都市土地
以 700 平方公尺(約
211.75 坪)為限。
五、土地所有權人與
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
扶養親屬以一處為限

工業用地等
一、工業用地
（一）依法劃定之工業區土地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使用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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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證件如
下：
1、建廠期間：檢附建造執照（建築物用途載明與
物品製造、加工有關之用途）及興辦工業人等證明
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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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
工廠登記核准函等證明文件；未達申辦工廠登記標
準者，應檢附使用執照或其他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
（建物用途記載與物品製造、加工有關）。
二、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之私立公
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三、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

公共設施保留地

道路用地

騎樓用地

係指都市計畫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

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

更程序及同法第 42 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

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

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

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

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

部分，不予免徵。

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地，無建築改良物
者，應免徵地價稅，有建築改良物者，依
左列規定減徵地價稅。
一、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一層者，減徵二分
之一。
二、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二層者，減徵三分
之一。
三、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三層者，減徵四分
之一。
四、地上有建築改良物四層以上者，減徵
五分之一。
前項所稱建築改良物係指附著於土地之建

者而言。

築物或工事。

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
稅率(或稅額) 2‰
免徵
10‰
6‰
貼心小叮嚀
符合上開規定之土地，須於當年度 9 月 22 日前向本局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起方能適用；前經核准且用途未變更者，免再重複申請。

房
屋
稅

優惠項目
條件

稅率(或稅額)

合法登記工廠
1.自有房屋
2.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完成登記領有主管機關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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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毀損五成以上房屋

災害毀損三成以上不及五成房屋

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五成以

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三成以

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

上不及五成，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

營業用稅率減半

免徵房屋稅

優惠項目

新市鎮減免

條件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建築物興建完成後，於核發使用執照 5 年內，第 1 次買賣移轉。

稅率(或稅額)

第 1 年免徵
第 2 年減徵 80%
第 3 年減徵 60%
第 4 年減徵 40%
第 5 年減徵 20%

貼心小叮嚀
上述買賣契稅之減免以 1 次為限。

低收入戶房屋
1.低收入戶自有且供其居住之房屋
2.房屋所有人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貼心小叮嚀
房屋稅係按月核課，如房屋已變更使用，請立即提出申請，以節省稅負。

契
稅

免徵或減徵

減半徵收房屋稅

免徵房屋稅

地方稅租稅優惠你我受惠節稅大補帖
土
地
增
值
稅

優惠項目
條件

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
優惠稅率
1.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前
一年內未曾供營業或出
租之住宅用地。
2.地上建物須為土地所
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
親屬所有，並已在該地
辦竣戶籍登記。
3.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
積未超過 7 公畝部分。
4.一人一生享用 1 次為
限。
5.自用住宅建築完成 1

一生一屋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

農業用地移轉

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公共設施保留地

配偶相互贈與土地

移轉
1.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5 公畝部分
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5 公畝部分。
2.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包括土
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未辦保
存登記及信託移轉之房屋）。
3.出售前持有該土地 6 年以上。
4.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
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
用住宅連續滿 6 年。
5.出售前 5 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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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4.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地上房屋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
系親屬所有，並且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5.重購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
畝部分，出售土地則不受上開面積之限制。
6.出售土地於出售前 1 年內未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行為。
7.如為先購後售案件，應於重購土地時，已持有供自用住宅使用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

配偶相互贈與土地，

用地，移轉與自然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

人時，得申請不課

尚未被徵收前移

值稅。

徵土地增值稅。

轉。

之土地為適用範圍。

年內者，其房屋評定現
值須達所占基地公告現
值 10%。
稅率(或稅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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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課徵
10%
貼心小叮嚀
1.以「贈與」方式移轉土地，不能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2.土地所有權人適用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後，再出售土地，方可適用一生一屋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

使
用
牌
照
稅

優惠項目
條件
稅率(或稅額)

免徵

不課徵

供身心障礙者使用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
一、身心障礙者有駕駛執照：限本人所有車輛申請。
二、身心障礙者無駕駛執照：可以本人、配偶或同一戶籍 2 親等以內親屬或法院選定之監護人或輔助人所有車輛申請。
一、汽缸總排氣量超過 2400 立方公分(cc)者，其免徵金額以 2400 立方公分為限，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二、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汽、機車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免徵使用牌照稅。

貼心小叮嚀
應備文件為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行車執照車主印章戶口名簿（車輛為本人或配偶所有時得以身分證替代。）

娛
樂
稅

優惠項目

娛樂稅免稅

娛樂稅減免

條件

凡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免徵娛樂稅：
一、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或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
登記或立案者，所舉辦之各種娛樂，其全部收入作為本事業之用者。
二、以全部收入，減除必要開支外，作為救災或勞軍用之各種娛樂。
三、機關、團體、公私事業或學校及其他組織，對內舉辦之臨時性文康活動，不以任何方式收取費用者。
前項第二款准予減除之必要開支，最高不得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二十。

依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樂稅辦法，向文化部申請認可者。

稅率(或稅額)

娛樂稅免徵

營業稅免徵、娛樂稅減半課徵

地方稅租稅優惠你我受惠節稅大補帖
印
花
稅

優惠項目
條件

稅率(或稅額)

印花稅免稅
左列各種憑證免納印花稅：
一、各級政府機關及鄉 (鎮、市、區) 公所所立或使用在一般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
二、公私立學校處理公款所發之憑證。
三、公私營事業組織內部，所用不生對外權利義務關係之單據，包括總組織與分組織間互用而不生對外作用之單據。
四、催索欠款或核對數目所用之帳單。
五、各種憑證之正本已貼用印花稅票者，其副本或抄本。
六、車票、船票、航空機票及其他往來客票、行李票。
七、農民 (農、林、漁、牧) 出售本身生產之農產品所出具之收據。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易，由農產品批發市場代農民 (農、林、漁、牧) 或農民團體出具之銷貨憑證。
農民 (農、林、漁、牧) 或農民團體辦理共同供銷、運銷，直接供應工廠或出口外銷出具之銷貨憑證。
八、薪給、工資收據。
九、領受賑金、恤金、養老金收據。
十、義務代收稅捐或其他捐獻政府款項者，於代收時所具之收據。
十一、義務代發政府款項者，於向政府領款時所具之收據。
十二、領受退還稅款之收據。
十三、銷售印花稅票收款收據。
十四、財團或社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益或慈善團體領受捐贈之收據。
十五、農田水利會收取會員水利費收據。
十六、建造或檢修航行於國際航線船舶所訂之契約
印花稅免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