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11月23日
台財稅字第11004583780號

主　　旨：預告修正「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財政部。

二、修正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條之一。

三、「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財政法規

－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s://law-out.mof.gov.tw/）「草案預

告」項下網頁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講」（網址：

https://join.gov.tw/policies/）。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財政部賦稅署。

（二）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6段142巷1號。

（三）電話：(02)23228000。

（四）傳真：(02)23921942。

（五）電子郵件：b0@mail.mof.gov.tw。

（六）「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講」。

部　　長　蘇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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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營業登記規則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訂定發布並自九十八年四月十

三日施行，歷經七次修正，並於一百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修正名稱為稅

籍登記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年十月

二十二日。本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明定營業人名稱及地址為營業人

申請稅籍登記之應登記事項，因應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

裝置應用程式(APP)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情形甚為普遍，其網

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如同營業人之營業地址，允屬重要資訊。為健全稅籍

及強化稅籍管理效能，有必要將該等資訊納入營業人申請稅籍登記之應

登記事項，並應於其網路銷售頁面與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程式揭露營業

人名稱及統一編號，俾利維護稅籍資料正確性，兼顧交易資訊透明度及

保障消費者權益，爰擬具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營業人申請稅籍登記及變更登記程序等有關事項。(修正條文第

三條、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 

二、增訂「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等經營資訊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稅

籍應登記事項。(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或其他電子方

式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於網路銷售頁面與相關交易應用軟

體或程式揭露相關資訊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四、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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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營業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於開始營業

前，填具設立登記申請

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稅籍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五、設立分支機構。 

公司、獨資、合夥及

有限合夥組織已向公

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

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登記

者，視為已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規定申請稅籍登

記。但專營或兼營以網路

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

物或勞務者，應於辦妥公

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設立

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補正

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

定之應登記事項。 

前項營業人之稅籍

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

據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

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

基本資料辦理。但專營或

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

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

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應併營業人依前項但

書規定補正資料辦理。 

      營業人之管理處、事

(現行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二

日修正發布條文) 

第三條 營業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於開始營業

前，填具設立登記申請

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稅籍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五、設立分支機構。 

      公司、獨資、合夥及

有限合夥組織之稅籍登

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

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

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

本資料辦理，並視為已依

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

請辦理稅籍登記。 

      營業人之管理處、事

務所、工廠、保養廠、工

作場、機房、倉棧、礦場、

建築工程場所、展售場

所、連絡處、辦事處、服

務站、營業所、分店、門

市部、拍賣場及類似之其

他固定營業場所如對外

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依

本規則規定，分別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

向營業人所在地之稽徵

機關申請稅籍登記，並申

報販賣機設備編號、放置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部分移列第

三項本文，並增訂但

書，理由如下： 

(一)按現行第二項規定公

司、獨資、合夥及有

限合夥組織已向公

司、商業或有限合夥

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設

立登記者，視為已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以下簡稱營

業稅法)第二十八條

申請辦理稅籍登記；

鑑於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新增第九款規

定之應登記事項，非

屬公司法、商業登記

法及有限合夥法所規

定應登記事項範圍，

是以，專營或兼營以

網路平臺、行動裝置

應用程式(APP)或其

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營業人，仍

應依限向主管稽徵機

關補正，爰增訂但書

規定，定明渠等營業

人應申請補正之期

限。 

(二)另為明確規範渠等申

請稅籍登記之程序及

依據，現行第二項有

關主管稽徵機關依據

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

記基本資料辦理稅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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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工廠、保養廠、工

作場、機房、倉棧、礦場、

建築工程場所、展售場

所、連絡處、辦事處、服

務站、營業所、分店、門

市部、拍賣場及類似之其

他固定營業場所如對外

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依

本規則規定，分別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

向營業人所在地之稽徵

機關申請稅籍登記，並申

報販賣機設備編號、放置

處所及營業台數，免就販

賣機放置處所逐一申請

稅籍登記。但販賣機放置

處所設有專責管理處所

或以販賣機收取停車費

者，不適用之。 

      外國之事業、機關、

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應向

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稅籍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於辦

理稅籍登記後，應以書面

通知營業人。非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辦理稅籍

登記者，並應副知建築管

理、消防、衛生等相關單

位。 

處所及營業台數，免就販

賣機放置處所逐一申請

稅籍登記。但販賣機放置

處所設有專責管理處所

或以販賣機收取停車費

者，不適用之。 

      外國之事業、機關、

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應向

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稅籍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於辦

理稅籍登記後，應以書面

通知營業人。非依第二項

規定辦理稅籍登記者，並

應副知建築管理、消防、

衛生等相關單位。 

登記之規定，移列第

三項本文並配合增訂

但書規定及酌作文字

修正。 

(三)營業人開始營業前申

請稅籍登記有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九

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

且未依限向稽徵機關

補正者，稽徵機關逕

依第三項本文規定資

料認定其無從事網路

銷售，嗣後經稽徵機

關查獲其於設立時即

有從事網路銷售，應

按營業稅法第四十六

條第二款規定申請營

業登記事項不實處

罰。 

三、現行第三項至第五項移

列第四項至第六項，內

容未修正。 

四、現行第六項移列第七

項，並配合項次調整予

以修正文字。 

第四條  營業人稅籍登

記，應登記事項如下： 

一、營業人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出生年

月日、身分證統一編

第四條 營業人申請稅籍

登記，應登記事項如下： 

一、營業人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出生年

月日、身分證統一編

一、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

正並增訂第九款，按營

業稅法第三十條之一

規定，稅籍登記事項由

財政部定之。鑑於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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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戶籍所在地地

址。 

三、組織種類：公司、獨

資、合夥、有限合夥

或其他組織。 

四、資本額。 

五、營業種類。 

六、合夥組織者，合夥人

之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出資種類、數

額。 

七、有限合夥組織者，合

夥人之姓名或名

稱、身分證或法人統

一編號、住所、居

所、出資額、出資種

類及責任類型。 

八、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

場所，其總機構之名

稱、地址及其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但總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者，免予載明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 

九、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

臺、行動裝置應用程

式或其他電子方式

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其網域名稱及網

路位址；向網路服務

提供業者或其他提

供虛擬主機之中介

業者申請會員加入

賣家者，併含其向各

業者申請之各該會

員帳號。 

      非依前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辦理稅籍登

號及戶籍所在地地

址。 

三、組織種類：公司、獨

資、合夥、有限合夥

或其他組織。 

四、資本額。 

五、營業種類。 

六、合夥組織者，合夥人

之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出資種類、數

額。 

七、有限合夥組織者，合

夥人之姓名或名

稱、身分證或法人統

一編號、住所、居

所、出資額、出資種

類及責任類型。 

八、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

場所，其總機構之名

稱、地址及其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但總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者，免予載明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 

      非依前條第二項辦

理稅籍登記之分支機構

申請稅籍登記時，其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應登記

之名稱，除應表明總機構

名稱外，尚須附記其為分

支機構之明確字樣。另外

國公司之分支機構名稱

應標明國籍，並置於地區

名或特取名稱之前。 

人利用自行或他人網

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

程式(APP)或其他電子

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

情形甚為普遍，其網域

名稱及網路位址如同

實體固定營業場所之

營業地址，屬重要資

訊，為健全稅籍及強化

稅籍管理效能，爰定明

營業人稅籍登記，應登

記有無從事網路銷

售，且如係自行以網路

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

式(APP)或其他電子方

式銷售貨物或勞務，應

登記其網域名稱及網

路位址；其係利用他人

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

用程式(APP)或其他電

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

務，應併同登記其向各

業者申請加入賣家之

各該會員帳號。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條文第

三條項次調整予以修

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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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分支機構申請稅籍

登記時，其依前項第一款

規定應登記之名稱，除應

表明總機構名稱外，尚須

附記其為分支機構之明

確字樣。另外國公司之分

支機構名稱應標明國

籍，並置於地區名或特取

名稱之前。 

第四條之一 營業人專營

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

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

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

務，應於其網路銷售頁面

及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

程式之明顯位置清楚揭

露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名稱。 

 一、本條新增。 

二、按營業稅法第三十條之

一後段規定，稅籍登記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則，由財政部定之。基

於稅籍管理需要，爰規

範專營或兼營以網路

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

式(APP)或其他電子方

式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營業人應於其網路銷

售頁面及相關交易應

用軟體或程式之明顯

位置清楚揭露其統一

編號及名稱，俾利維護

稅籍資料正確性，兼顧

交易資訊透明度及保

障消費者權益。 

第六條 營業人申請稅籍

登記時，除適用第七條規

定者外，應檢送下列文

件：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

影本、戶口名簿影本

或其他有效證明文

件。 

二、公司組織者，其公司

章程。 

三、合夥組織者，其合夥

第六條 營業人申請稅籍

登記時，除適用第七條規

定者外，應檢送下列文

件：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

影本、戶口名簿影本

或其他有效證明文

件。 

二、公司組織者，其公司

章程。 

三、合夥組織者，其合夥

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四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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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副本；合夥人

為未成年人者，並應

檢送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之證件，但已婚

者免附。 

四、有限合夥組織者，其

有限合夥契約書及

選任代表人之普通

合夥人同意書；合夥

人為未成年人者，並

應檢送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之證件，但已

婚者免附。 

五、其他組織者，其主管

機關核准成立之證

照影本及組織章程。 

六、分支機構負責人與

總機構不同時，應加

附授權書。 

七、以自動販賣機銷售

貨物或勞務且適用

第三條第五項本文

規定者，應加附自動

販賣機設備編號、放

置處所及營業台數

明細資料。 

      依第三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辦理稅籍登

記者，免檢送前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文件。但稽徵機

關得視需要向營業人要

求提示前項第一款文件

之正本。 

契約之副本；合夥人

為未成年人者，並應

檢送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之證件，但已婚

者免附。 

四、有限合夥組織者，其

有限合夥契約書及

選任代表人之普通

合夥人同意書；合夥

人為未成年人者，並

應檢送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之證件，但已

婚者免附。 

五、其他組織者，其主管

機關核准成立之證

照影本及組織章程。 

六、分支機構負責人與

總機構不同時，應加

附授權書。 

七、以自動販賣機銷售

貨物或勞務且適用

第三條第四項本文

規定者，應加附自動

販賣機設備編號、放

置處所及營業台數

明細資料。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稅籍登記者，免檢

送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文件。但稽徵機關得視需

要向營業人要求提示前

項第一款文件之正本。 

第八條 稅籍應登記事項

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變

更登記申請書，檢同有關

證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第八條 稅籍登記事項有

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十五日內，填具變更

登記申請書，檢同有關證

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定明公

司、獨資、合夥及有限

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僅

就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行政院公報　　　　　　　　　　　　　　　　　　　第027卷　第222期　　20211123　　財政經濟篇



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

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獨資、合夥及

有限合夥組織之營業人

對於稅籍應登記事項申

請變更登記者，應於辦妥

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變

更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

為之。但僅對於第四條第

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

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

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

貨物或勞務者，其自動販

賣機營業台數增減、放置

處所變更時，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營

業人所在地稽徵機關報

備。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三月一日前，營業人已

辦妥稅籍登記且有專營

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

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

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應於一百十一年三月

十五日以前，依第四條第

一項第九款規定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

記，經核准後並應依第四

條之一規定辦理。 

       

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

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獨資、合夥及

有限合夥組織之營業人

對於已登記之事項申請

變更登記者，應於辦妥公

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變更

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為

之。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

貨物或勞務者，其自動販

賣機營業台數增減、放置

處所變更時，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營

業人所在地稽徵機關報

備。 

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規定之應登記事項申

請變更登記，或同時就

同條項第九款規定之

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

登記者，均應於辦妥公

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變

更登記之日起十五日

內為之。至修正條文第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八款規定之應登記

事項無須異動，僅同條

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

記事項須異動者，因非

屬公司法、商業登記法

及有限合夥法規定應

登記事項範圍，無須向

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

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變

更登記，爰仍應依第一

項規定時限向稽徵機

關申請變更稅籍登記。 

三、第三項未修正。 

四、增訂第四項，定明本次

修正條文施行(一百十

一年三月一日)前已辦

妥稅籍登記且有專營

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

動裝置應用程式(APP)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營業

人，應於修正條文施行

之日起十五日內依修

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

第九款規定向稽徵機

關申請變更登記，經核

准後並應依修正條文

第四條之一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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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利依循。至本次

修正條文施行前已辦

妥稅籍登記之營業

人，於修正條文施行後

始專營或兼營以網路

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

式(APP)或其他電子方

式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基於稅籍登記屬行

政管理事項，依程序從

新原則，應依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

變更登記，經核准後並

應依修正條文第四條

之一規定辦理，併予敘

明。 

第十一條 營業人之設立

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

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

決確定者，主管稽徵機關

得依檢察機關通知，撤銷

其稅籍登記。 

營業人登記事項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

徵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

關係人申請，廢止其稅籍

登記： 

一、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

開始營業，或開始營

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達六個月。但有正當

理由經核准延展

者，不在此限。 

二、遷離原址，逾六個月

未申請變更登記，經

稽徵機關通知仍未

辦理。 

三、登記後經有關機關調

第十一條 營業人之設立

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

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

決確定者，主管稽徵機關

得依檢察機關通知，撤銷

其稅籍登記。 

營業人登記事項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

徵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

關係人申請，廢止其稅籍

登記： 

一、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

開始營業，或開始營

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達六個月以上。但有

正當理由經核准延

展者，不在此限。 

二、遷離原址，逾六個月

未申請變更登記，經

稽徵機關通知仍未

辦理。 

三、登記後經有關機關調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第一款酌作文

字修正。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四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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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發現無營業跡

象，並經房屋所有權

人證明無租借房屋

情事。 

依第三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辦理稅籍登

記者發生前二項應撤銷

或廢止登記情事，主管稽

徵機關應通報登記主管

機關，經其辦理撤銷或廢

止登記後，始得為之。但

經登記主管機關通報營

業人解散或歇業登記

者，不在此限。 

查，發現無營業跡

象，並經房屋所有權

人證明無租借房屋

情事。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稅籍登記者發生

前二項應撤銷或廢止登

記情事，主管稽徵機關應

通報登記主管機關，經其

辦理撤銷或廢止登記

後，始得為之。但經登記

主管機關通報營業人解

散或歇業登記者，不在此

限。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一

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

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

三條自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一百十一年〇

月〇日修正發布條文自

一百十一年三月一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一

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

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

三條自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規定涉及營業人專營

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

動裝置應用程式(APP)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

貨物或勞務資訊作業

之修正，爰修正第二

項，定明本次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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