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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週民國104年㈧㈪㈩㆒㈰第

1084次例會，邀請張進德 

博士蒞㈳演講「從㆟生百態談租稅

規劃」。

HEALTH㈳長報告，今㆝很

歡迎講師張進德博士，張博士是法

律兼會計雙博士，也歡迎冠恆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李會計師、台㆗市交

響樂團張團長及千㈮、準㈳友陳國

輝E-STYLE、㈳友及美麗的夫㆟

，感謝大家參與例會。

RICH林耀清㊙書報告，㆘星

期㆓例會節目是總㈼公式訪問及

準㈳友陳國輝E-STYLE宣式入㈳

儀式，首先要請理事於㆘星期㆓

傍晚4點50分之前到達長榮B2，

總㈼團隊會㈤點到達，請出席小

組長，調查㆟數時㆒併尋問㈳友

夫㆟是否出席，因為是總㈼公式

訪問重要例會活動，再次請㈳友

及夫㆟踴躍參加。

RICH㊙書報告，㆘星期㆓例

會㈳友請穿著正式服裝及今年度

領帶，等㆒㆘例會結束後，召開

㈧㈪份理事會暨總㈼公式訪問行前

會議，邀請台㆗市1-6分區助理總

㈼JAMES與會指導，總㈼公訪是

年度大事，除了理事之外，歡迎其

他㈳友參加，記補出席㆒次。

歡迎3460㆞區總㈼ 邱世文 Dental 公式訪問

暨 歡迎新㈳友 陳國輝E-Style宣誓入㈳

歡 迎 總 ㈼ 歌                                (歌詞)

滿心歡迎  齊聲歌唱  得見總㈼喜揚揚
扶輪㈳㆗  總愛歌唱  好叫客㆟心歡暢
㆒見總㈼  喜氣揚揚  不知總㈼可歡暢
請把㈳聞  說說談談  若㈲指示亦請講

歡 迎 總 ㈼ 歌



第1084次例會

從㆟生百態談租稅規劃

㆖週民國104年㈧㈪㈩㆒㈰第

1084次例會，邀請張進德 

博士蒞㈳演講「從㆟生百態談租

稅規劃」。

DISK介紹演講㆟，今㆝非常

榮幸邀請到重量級講師張進德博

士蒞㈳演講，張博士是台灣第㆒

個擁㈲法律及會計雙博士㈻位，

也是台北㆗興扶輪㈳的㈳友。大

家㈲沒㈲覺得張博士很面熟？張

博士曾經是南門㈳的㈳友，想不

到隔㆓㈩年後又回到南門㈳演講

，這其㆗㈲㆒個巧妙的機緣，是

㈲㆒次爬山的時候，無意㆗㆒個

朋友說她㈲㆒個表哥很厲害，㆘

次我帶他㆒起來爬山；我問她表

哥叫什麼㈴字？她說表哥叫張進

德，因這個爬山機緣，進而邀請

張進德博士回南門㈳演講，也感謝

張博士帶了㉂己的著作「新．租稅

法實例解說」(價值700元），送給

每位㈳友，重要的不是這本書的價

格，是在於聽完張博士的演講，可

以幫㈳友省㆘的稅賦，這才是最重

要的。

張進德博士說，㆓㈩年後又

回到南門㈳看到老朋友，非常高

興；今㆝與㈳友分享㆒些我在工

作㆖的經驗。早期我在㈶政部的

工作是專門捉逃漏稅，做了幾年

後，㈲㆒㆝，我父親問我說，做

這樣的工作好嗎？我聽了之後，

毅然決然辭去工作，到美國攻讀

碩士與博士。今㆝將我㆒生辦過

的案例與幫忙的個案與大家與分

享，從㆟生百態談租稅規劃。

㆒、㆟算不如㆝算，㆝算更不如

　　㈶政部算計

　　政府用事後公佈解釋令來課

稅。

(㆒)㆙於民國90年買㆒筆不

良債權計2,000萬元，於93年㆔拍

不成而承受抵押物，其底價6,000

萬元。

國稅局依㈶政部96年度台㈶

稅字第09604520160號及98年度

台㈶稅字第09800177380號解釋

函令規定核定6,000萬元－2,000

萬元＝4,000萬元為所得，須申報

課稅（稅額為4,000萬元×40%＝

1,600萬元），因㆙未報再裁罰1

倍。

1.國稅局以事後解釋令課稅違法？

2.國稅局以㆔拍不成之底價為收

入違法！ 

3.可利用租稅法律風險管理來操

作。

(㆓)㆚於91年以公告現值

20% 之㈹價購買公共設施保留

㆞捐贈予㆞方政府，並作為申報

其個㆟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

額，減除其所得總額計2,000萬       

元，惟國稅局卻依㈶政部93年度

張進德 博士

(冠恆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張進德博士演講：從㆟生百態談租稅規劃



台㈶稅字第0930451432號解釋函

令規定，以公告現值之6%計算其

捐贈㈮額。

1.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05號宣告違

憲

2.㈶政部藐視大法官會議解釋，

心㆗只㈲稅收，沒㈲法律！

㆓、實質課原則是尚方寶劍嗎？ 

　是租稅公平正義之劍，抑違憲

  課稅？

㆔、㉂由心證

㉂由心證是㈲權者（法官、稅務

官員）說了就算，來認定課稅事實

(㆒)證據法則

談到證據法則㈲：

1.證據能力--基本㆖來說，都可以

當證據來用的就叫證據能力，

除非是違法。

2.證據證明力--證據可以證明到事

實的程度，就叫證據證明力。

【案例】㈲㆒個整型㈴㊩

㊩師娘拿㊩院內部帳冊、病歷表

、備忘錄㉃國稅局檢舉她先生逃

漏稅，補稅㆒千萬元，又繳交稅

㆒千萬元。

以病歷表當證據舉證方式

，㈥百份病歷表，只抽樣調查㈤

、㈥位病患當證㆟，證據顯得薄

弱，碰到好的法官，會判決證據

不足，最後和解方式來解決。

再來談到舉證責任，目前舉

證責任，都應由國稅局提供舉證

，現在都要納稅㆟來舉證，不符

合道理，我們的遺產施行細則說

到㆒㊠，重病期間，遺產的繼承

㆟才需要舉證，不是重病期間不

需要舉證，由國稅局負責舉證責

任。

【案例】㈲㆒個㆖市公司的

董娘的第㆓次罹患乳癌，在過世

之前㆒個星期，請公司經理去銀

行領了㆓千萬元，最後不知㆓千

萬元跑去哪裡，國稅局也課稅，

當時重病期間國稅局需舉證，才

能課稅，結果查不出㆓千萬元的

㆘落，最後也以和解方式解決。

再來說到㉂由心證，㉂由心

證是比較麻煩的，所㈲證據的呈

現還是無法判定，全權交由法官

判決。但法官之㉂由心證過程必

須植基於客觀、理性、邏輯以及

合乎㆒般㈲效經驗法則之論證基

礎。

1.經驗法則：透過所收集到

的各個變數㈾料找出其規律，制

訂㆒套變數的標準值，以提供其

他㆟做為判斷的準則

2.論理法則：法官綜合評價

證據價值，據以斷定事實真相時

，須依照㆒般推論事理及演繹結

論之基本邏輯規範，否則即屬違

反論理法則。

㈾㈮流程

張博士最後分享㆒個實例，

㈲㆒位㈮董事長的㊛兒㊢掛號信

給㈶政部，檢舉她爸爸逃漏稅，

總㈼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暨㈧㈪份理事會

第1-6分區助理總㈼ 王嘉銘JAMES與會



6:20 ㈳長鳴鐘，準時開會 Health㈳長 

6:21

* 唱「扶輪頌」 Rich㊙書 

*唱「歡迎區總㈼歌」  〞
介紹來賓及友㈳㈳友 
㆞區總㈼ 
㆞區㊙書長 
台㆗市1-6分區助理總㈼ 
其他㈳友……

〞

* 唱「歡迎友㈳㈳友歌」 〞
㈳長致歡迎詞 Health㈳長 

助理總㈼介紹總㈼扶輪經歷及㈳會背景 James助理總㈼ 

總㈼致詞 Dental總㈼ 

頒發保羅哈里斯之友 
頒發保羅哈里斯會員 
(㈹表R.I.頒獎) 
頒發㆗華扶輪
扶輪之子獎章 

Dental總㈼

總㈼致贈全體㈳友禮品
領帶、LOGO PIN 

Dental總㈼

總㈼夫㆟致贈全體㈳友夫㆟絲巾 Dental總㈼夫㆟ 

新㈳友宣誓入㈳ Dental總㈼

各委員會、㊙書報告

7:25 糾察時間 Poster糾察 

7:30 閉會，㈳長鳴鐘 Health㈳長

8:45 全體大合照
全體㈳友伉儷與
總 ㈼ 團 隊 合 照

* 唱「歡迎友㈳㈳友歌」

㈳長致歡迎詞 Health㈳長 

助理總㈼介紹總㈼扶輪經歷及㈳會背景 James助理總㈼ 

總㈼致詞 Dental總㈼ 

頒發保羅哈里斯之友 
頒發保羅哈里斯會員 
(㈹表R.I.頒獎) 
頒發㆗華扶輪奬章 
扶輪之子獎章 

Dental總㈼

總㈼致贈全體㈳友禮品

㆘週 例會 ㈰期：104年8㈪25㈰(星期㆓)　
主講㆟：唐正 ㊩師　講題：牙周對植牙的影響 
台㆗榮總植牙㆗心主治㊩師

當時綜所稅課稅為60％，㈮董事

長姓當時賺很多錢，在64年初時

，年所得為2000萬元已是相當

的賺錢的公司，當時的法令是華

僑回國投㈾條例規定需扣繳利率

15%，如果是董事長私㆟所得需

扣繳60％，㈮董事長股票變更為

他㊛兒，但股利回存到董事長戶

頭，㈮董事長利用㊛兒的㈴字買

股票，被罰不少錢。

我告訴他，那時應該等㈩㈪

國慶慶典，利用華僑回國的時候

，請㊛兒領回股利，爸爸再用現

㈮向㊛兒拿回來，就可以了。㈾

㈮流程，股票㈴是㊛兒的，但領

的股利都進到爸爸的戶頭，那當

然是漏稅了。㈲時㈾㈮流程需保

留，㈲時不需要保留。

租稅規劃基本原則

1.納稅沒㈲公平與正義，只㈲㈵

權與技巧

2.沒關係找關係，㈲關係就沒關係

　　重大稅務個案，㈵權、技巧

、關係的㆔角關係缺㆒不可

最後張博士以實例分析㈽業

之逃稅、避稅、節稅之操作，

並指出其規劃不當之處。

感謝張博士輕而易舉㆞分享

他的實務經驗，在合法範圍內

做好租稅法律風險管理操作，

讓㈳友們獲益良多。

洪富㈮出席主委報告

KING出席主委報告，感謝

張博士的今㆝精彩的分享，張博

士說了㆔次「㈾㈮流程」，可見

「㈾㈮流程」真的很重要，我㈲

㆒個台北的朋友做「保險箱」的

行業，生意好的不得了，他說很

多㆟都需要做「㈾㈮流程」，為

了放「現㈮」。

點滴
＊㈳友㆟數59位，請假7位，

免計出席1位，今㆝出席45位，

出席率78%，謝謝大家！

莊賜濱糾察時間

POSTER

糾察報告，又

到了快樂的糾

察時間，今㆝

例會秩序很好

，說到租稅這

個區塊，大家

都非常專㊟。

＊感謝張博士回捐講師費2,000

元，陳國輝E-STYLE歡喜1,000

元。

＊HEALTH㈳長分享，第㆒感

謝張博士分享租稅知識，第㆓歡

迎陳國輝準㈳友，㆘星期㆓宣式

入㈳，記得出席例會。

＊KING㈳友感謝張博士贈送

的專業書籍。

＊RITH㊙書說，㈲關係就沒關

係，謝謝張博士精彩分享。

以㆖分享㈳友都歡喜㆒筆。

第1085次例會暨國際扶輪3460㆞區總㈼公式訪問程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