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08：30 報到 
09：00－ 
09：10 

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開幕貴賓致詞開幕貴賓致詞開幕貴賓致詞開幕貴賓致詞）））） 前司法院院長 翁岳生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曾宛如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 洪家殷教授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吳德豐會計師 武漢大學法學院 熊偉教授 全體與會貴賓大合照 
09：10－ 
09：40 2017臺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選 最佳稅法判決評選委員會召集人 顏慶章教授 上午場上午場上午場上午場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9：：：：40－－－－10：：：：50 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11：：：：00－－－－12：：：：10 
09：40－ 
09：45 主持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吳德豐會計師 11：00－

11：05 主持人： 武漢大學法學院 熊偉教授 
09：45－ 
10：05 報告人： 武漢大學法學院 熊偉教授 題目： 公共財政視角下的納稅人權利保護

—中國大陸的問題與對策 11：05－
11：25 報告人： 東吳大學法學院 葛克昌客座教授 題目： 台灣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之評析 

10：05－ 
10：15 與談人：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盛子龍教授 11：25－11：35 與談人： 中國政法大學 翁武耀副教授 
10：15－ 
10：35 報告人： 司法院大法官 黃茂榮教授 題目： 房地產稅之建制及其對房地產業之調控 11：35－

11：55 報告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 葉姍副教授 題目： 房地產保有環節的可稅性研究 
10：35－ 
10：45 與談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 葉姍副教授 11：55－

12：05 與談人： 東吳大學法學院 范文清副教授 
10：45－ 
10：50 提問與討論 12：05－

12：10 提問與討論 
10：50－ 
11：00 中場休息 12：10－

13：30 中午休息（敬備午餐） 
  



 

下午場下午場下午場下午場（（（（13:30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A場第三場 13:30－14：40 B場第三場 13:30－14：40 
13：30－
13：35 主持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 葉姍副教授 13：30－

13：35 主持人：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蔡茂寅教授 
13：35－
13：55 報告人：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盛子龍教授 題目： 萬年稅單之困境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之回應 13：35－

13：55 報告人： 東吳大學法學院 陳清秀教授 題目： 國際稅法上財產課稅之探討 
13：55－
14：05 與談人：西南政法大學 胡元聰教授、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廖欽福副教授 13：55－

14：05 與談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姚海放副教授、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謝如蘭副教授 
14：05－
14：25 報告人：中國政法大學 翁武耀副教授 題目：意大利《納稅人權利憲章》評析及其對中國大陸的啓示 14：05－

14：25 報告人：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法學院 王旭副教授 題目：大陸房地產稅制改革的頂層目標與策略路徑的思考 
14：25－
14：35 與談人：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施清火檢察官、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藍元駿副教授 14：25－

14：35 與談人：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鍾騏助研究員、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 邱晨助理教授 
14：35－
14：40 提問與討論 休息時間 14：40－14：50 
A場第四場 14:50－16：00 B場第四場 14:50－16：00 
14：50－
14：55 主持人： 中正大學法律學院 黃俊杰教授 14：50－

14：55 主持人： 中國政法大學 翁武耀副教授 
14：55－ 
15：15 報告人： 西南政法大學 胡元聰教授 題目： 納稅信用修復制度的理論解析與制度優化 14：55－

15：15 報告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姚海放副教授 題目： 社會共治理念與中國房産稅法治改革 
15：15－ 
15：25 與談人：中正大學法律學院 劉建宏院長、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蔡朝安主持律師 15：15－

15：25 與談人：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陳明燦終身榮譽特聘教授、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副營運長 許祺昌會計師 
15：25－ 
15：45 報告人： 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 黃士洲副教授 題目： 納稅者權利保護專法落實關鍵 15：25－

15：45 報告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 洪連盛會計師 題目： 房產稅是否需考量持有人之負擔能力? 
15：45－ 
15：55 與談人：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張永明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 彭禮堂教授 15：45－

15：55 與談人：東吳大學法學院 陳清秀教授、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法學院 王旭副教授 
15：55－ 
16：00 提問與討論 

  



 

茶敘 16：00－16：20 
A場第五場 16:20－17：30 B場第五場 16:20－17：30 
16：20－
16：25 主持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營運長 郭宗銘會計師 16：20－

16：25 主持人： 財政部吳自心次長 
16：25－
16：45 報告人：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李益甄律師 題目： 從納稅者權利保護看解釋函令的形成及效力 16：25－

16：45 報告人：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法學中心主任 柯格鐘副教授 題目： 依法課稅與核實課稅－以台北市豪宅稅為例 
16：45－
16：55 與談人：最高行政法院 帥嘉寶法官、中正大學法律學院 黃俊杰教授 16：45－

16：55 與談人：最高行政法院 劉介中法官、武漢大學法學院 熊偉教授 
16：55－
17：15 報告人：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 彭禮堂教授 題目： 論納稅人權利視域中的稅刑法完善 16：55－17：15 報告人： 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 何錦前博士 題目： 反思房產稅改革的公平性質疑 
17：15－
17：25 與談人：最高行政法院 林文舟法官、臺灣稅法協會 林子傑顧問 17：15－

17：25 與談人：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 蔡孟彥兼任助理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袁義昕副教授 
17：25－
17：30 提問與討論 
17：30－ 
17：50 閉幕式（A場)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營運長 郭宗銘會計師 東吳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暨臺灣稅法學會理事長 葛克昌教授 北京大學法學院 葉姍副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法學中心主任 柯格鐘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