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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租稅請求權之成立，係在使國家依法獲取租稅收入，故租稅請求權存

在之最終目的，亦在使本身因清償而消滅1。屬於查定課徵之租稅請求權，

須先作成課稅處分，始有清償之必要；反之，屬於自動報繳之租稅請求權，

在稽徵機關作成課稅處分前，可能已因租稅債務人之自動繳納而消滅，故

稽徵機關嗣後所作成之課稅處分，有時僅就補繳之部分為之，或僅在確認

租稅債務人已無租稅債務。綜此，租稅請求權雖依法而成立，但租稅請求

權之清償，並不以作成課稅處分為必要2。 

所謂課稅處分，係指稽徵機關為決定租稅請求權之金額或數額所為之

行政處分。換言之，即對於租稅債務人是否因實現租稅構成要件而成立租

稅債務，由稽徵機關作成有拘束效力之確認3。課稅處分通常係稽徵機關就

相關事實澄清後，所為之租稅核定，除非法律有例外規定，否則稽徵機關

對於租稅請求權有核定義務，而無裁量權4。稽徵機關所發出之有關稅捐文

書，若未特別指明為核定稅額通知書，通常係綜合各種意思表示之綜合處

分，又稱為稅單。在稅單中，僅涉及租稅請求權之核定表示，始得稱為課

稅處分5。 

基本上，課稅處分包括狹義課稅處分與無稅處分兩種，前者係確認相

對人負擔一定之稅額；後者係確認相對人並無租稅債務存在6。狹義課稅處

分並非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換言之，即非設定或確認一項權利或具有法

律上重要性之利益之行政處分，而為非授益處分或負擔處分；反之，無稅

處分既在確認相對人並無租稅債務，具有授益處分性質7。另外，在稽徵作

業程序中，常有對某項租稅預計不予核定之註記，該註記僅為稽徵機關內

部之表示，並不對外生效，故一般稱為不核課處置，而與課稅處分有別8。 
                                                 
1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之說明。 
2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之說明。 
3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二款之說明。 
4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說明。 
5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之說明。 
6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說明。 
7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之說明。 
8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三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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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處分之作成，既不在設定租稅債權，亦不在使租稅債權消滅，性

質上屬於確認處分9。此外，除非法律另有規定，否則課稅處分須作成書面，

課稅處分以書面作成者，應依稅捐稽徵法第１６條規定，記載法定應記載

事項10。 

課稅處分若要對當事人發生效力，須依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０條第１項

規定，對當事人進行合法通知。在所有通知形式中，以送達最為正式。原

則上書面課稅處分均以送達作為通知方式11。而通知之時點，是指稽徵機

關將意思表示送至應受通知人之管領範圍時而言12。因通知須以受通知人

具有行為能力為前提，故欠缺行為能力之相對人，須另有代受通知之人作

為應受通知人。此外，非欠缺行為能力之相對人，亦得設置通知代領人或

送達代收人，以擴大其活動範圍13。 

課稅處分之發生效力，係指課稅處分一方面對外存在，一方面規制內

容對稽徵機關及當事人發生拘束性而言。前者可稱為形式有效性，後者可

稱為實質有效性14。原則上，實質有效性係以形式有效性作為發生要件15。

至於實質有效性之範圍，應依通知之內容而定，未經通知之內容，並無實

質有效性。所謂通知之內容，係指主文所載之內容而言，惟對於主文理解

具有重要性之理由，亦可能發生有效性16。課稅處分嗣後若經撤銷，其有

效性亦隨之消失，當事人及稽徵機關不再受其拘束17。 

課稅處分常因稅法規定過於複雜、核定時間過於短暫、調查程序過於

倉促、租稅事件過於大量等因素而容易發生違法瑕疵。具有違法瑕疵之課

稅處分仍為有效，稽徵機關若有意改正其瑕疵，則須先排除其效力。然而，

課稅處分因不可爭訟而確定時，課稅處分是否亦具有「廢棄禁止與偏離禁

止」之存續力，則有爭議。 

                                                 
9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四項之說明。 
10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五項第二款之說明。 
11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六項第一款之說明。 
12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六項第二款之說明。 
13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一節第六項第三款之說明。 
14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說明。 
15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之說明。 
16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二節第三項之說明。 
17 請參照本文第一章第二節第四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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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普魯士時代，並未認識課稅處分存續力之存在。故在租稅請求權

存在期間內，稽徵機關無須法律特別授權，即可自由撤銷。此從當時稅法

規定僅有補徵或退還用語，而無排除課稅處分效力之用語，例如撤銷、廢

止或變更等，即可得知18。須至１８７０年左右，德國立法者始認識存續

力之存在19。德國立法者並於１９７６年制定新租稅通則時，於該法第四

章第三節第一款第三目以存續力為名，並依存續力理論制定法定排除事

由。故課稅處分經確定而發生存續力者，嗣後若發現有違法瑕疵，須符合

法定排除存續力事由，始得排除之20。 

我國早期學者對於行政處分之存續力（確定力），已有一定之認識。

但清楚表現於法律文字上者，並不多見。例如１９７６年制定稅捐稽徵法

時，仍於該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及第２８條使用補徵或退還，而非使用廢棄

或變更，足見當時立法者仍忽略課稅處分存續力之存在21。甚至在制定行

政程序法時，亦未以行政處分之存續力為名，而僅概括稱為行政處分之效

力22。 

從學說之角度而言，傳統見解認為，存續力可分成形式存續力與實質

存續力。前者係指課稅處分已不可爭訟；後者係指課稅處分之內容，具有

廢棄禁止及偏離禁止之效力23。而且實質存續力係以形式存續力為發生要

件。反之，有新近見解認為，探究課稅處分之規制、有效性、拘束性或存

續力，甚至要件事實效力或確認效力等，無非皆有拘束效力之成分。而拘

束效力本身即有廢棄禁止與偏離禁止之意義24。就原本存續力所適用情形

而言，真正影響撤銷與否之關鍵，應是信賴保護原則，而非存續力。因此，

此說認為，應放棄存續力概念，改以拘束效力稱之即可25。此外，尚有融

合傳統見解與前述拘束效力說，而提出互補概念說者，亦可供參考26。 

                                                 
18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之說明。 
19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之說明。 
20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之說明。 
21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之說明。 
22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之說明。 
23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一項之說明。 
24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之說明。 
25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之說明。 
26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三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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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務上對此一問題，並無一致之見解27。例如有認為公益應優先，

而無存續力或信賴保護者。或有認為課稅處分為負擔處分，而無存續力或

信賴保護原則者。或有藉由爭點主義，而迴避存續力或信賴保護者。或有

強調爭點主義，且承認存續力或信賴保護者。或有認為應同時適用稅捐稽

徵法及行政程序法，並承認信賴保護原則者。因此，課稅處分有無存續力，

在學說及實務上仍無一定見解。本文在此建議應採傳統見解，並由此建構

存續力之發生、範圍與排除存續力之體系，以兼顧課稅合法性、課稅公平

性、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則28。 

課稅處分在形式上，依時間之進行，可分成對外存在階段、可爭訟階

段、不可爭訟階段與不可變動階段29。在不可爭訟階段與不可變動階段之

間，仍有相當大之改正可能性。基本上，可將此時期之存續力，分成受限

制、未受限制及完全確定三個層次。所謂受限制存續力，係指存續力不發

生。例如附調查保留課稅處分或暫時性課稅處分等。所謂未受限制存續

力，係指實質存續力正常發生。例如終局性課稅處分。所謂完全確定存續

力，係指因判決確定力或租稅請求權消滅等，而使存續力具有絕對性30。 

在實際操作上述體系前，因稅法具有優先性，而行政程序法僅有補充

性，故須先對稅法及行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整合，始能得出正確之適用結

果31。就受限制存續力之課稅處分而言，須先整合限制存續力之合法要件，

即稽徵機關得依職權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合法要件。其次，再據此撤

銷受限制存續力之課稅處分32。就未受限制存續力之課稅處分而言，須先

整合排除實質存續力之一般要件，即一般職權撤銷要件，始得據此配合各

稅法之特別職權撤銷要件撤銷課稅處分33。 

在進行整合時，亦須就「爭點更正」與「全部重核」說明。蓋行政程

序法諸多規定，例如第１１７條及第１２２條等，均容許行政機關撤銷或

                                                 
27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四節之說明。 
28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五節之說明。 
29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七節之說明。 
30 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七節之說明。 
31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之說明。 
32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四節之說明。 
33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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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行政處分之全部34。惟課稅處分受課稅合法性與公平性以及金錢處分

之影響，往往不必且不得撤銷課稅處分之全部，而僅須就違法部分撤銷，

即為已足35。行政程序法之改正模式，可稱為總額主義或全部重核；稅法

之改正模式，則可稱為爭點主義或爭點更正。關於爭點更正之闡述，國內

文獻尚未完備，故本文參考德國相關理論，提出若干看法36。 

就附調查保留與暫時性課稅處分相關規定之整合而言，稅法及行政程

序法均無添加調查保留與暫時性之一般規定。惟行政程序法第９３條第２

項得由行政機關添加之附款中，有「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一類（同項

第４款）。因此，該類附款是否得為稽徵機關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依

據，即有研究必要。本文認為，上開附款，既對信賴保護程度最高之合法

授益處分，尚且能適用，對於信賴保護程度較低之其他行政處分，更是能

適用，即所謂之更是原則。而且行政處分既得添加無添加目的與無添加原

因之一般廢棄權保留，自得添加有特定添加目的之調查保留與有特定添加

原因之暫時性37。據此，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３條第２款，亦得作為撤銷附

調查保留或暫時性行政處分或課稅處分之依據。 

基於存續力理論，撤銷終局性課稅處分，須有法律授權依據，否則不

得為之。因現行稅法並無一般職權撤銷規定，故行政程序法之一般職權撤

銷規定，在此即有適用。惟行政程序法所規定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適用

於各種行政領域之行政處分。因此，稽徵機關在適用行政程序法之一般職

權撤銷規定前，須先比較及整合稅法與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始得

據此為之。 

例如各稅法關於違法性之規定，係採個別授權；反之，行政程序法關

於違法性之規定，則係採概括授權。因此，終局性課稅處分之違法瑕疵，

若未經各稅法所列舉者，仍可依行政程序法撤銷之38。至於違法性之判斷

時點，一般均以處分作成時為準39。但事實基礎若由法律事項所構成，於

                                                 
34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之說明。 
35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之說明。 
36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之說明。 
37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項第二款之說明。 
38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之說明。 
39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三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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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效果發生溯及變更時，則可能因採溯及觀察或不採溯及觀察而影響違

法性之認定。本文認為，在此應採溯及觀察，故法律事項嗣後溯及變更而

成為違法者，稽徵機關仍得撤銷之40。 

又因各稅法通常採個別授權，故一般亦採義務撤銷，而未賦予稽徵機

關裁量權；反之，行政程序法對於行政處分之職權撤銷，係採裁量撤銷，

故賦予行政機關裁量決定權。基本上，除依各稅法之個別事由撤銷課稅處

分，須適用義務撤銷外，依行政程序法之概括事由撤銷課稅處分，則應適

用裁量撤銷，始符合行政程序法之意旨41。至於撤銷範圍之選擇裁量，因

各稅法通常係採個別授權，故亦僅得就授權範圍為一部撤銷，而無選擇裁

量權；反之，因行政程序法規定行政機關得為全部或一部撤銷，故行政機

關享有撤銷範圍之選擇裁量權。惟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特別

規定爭點更正，而排除全部重核，且因稅捐稽徵法優先適用於行政程序

法，故稽徵機關縱使依行政程序法之概括授權撤銷課稅處分，亦不得為全

部重核，而僅得為爭點更正42。 

另外，德國租稅通則有關租稅裁決職權撤銷之規定，僅採存在保護（不

撤銷），而未採財產保護（撤銷但給予財產補償）；反之，我國行政程序法

有關行政處分職權撤銷之規定，原則上採財產保護，而以存在保護作為極

端例外。蓋行政程序法所涉及之行政處分，未如租稅裁決僅涉及國家與私

人間之金錢利益，尚可能涉及國家與公眾間之非金錢利益，此部分縱使受

益人對違法處分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亦往往無法堅守存在保護，而仍須撤

銷，但為彌補受益人之信賴損失，始改以財產補償。 

惟一旦撤銷課稅處分須適用行政程序法時，即須面對應如何適用財產

保護規定之問題，本文在此認為：㈠信賴利益若大於撤銷利益者，則不得

撤銷。㈡信賴利益若小於撤銷利益，得為一部撤銷。蓋此為相抵之結果。

㈢若無信賴利益，則應撤銷。㈣但必要時，不排除改為財產保護43。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及第２２條關於核課期間之規定，究為除斥期間

                                                 
40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四項之說明。 
41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五項之說明。 
42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及第五節第六項之說明。 
43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八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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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滅時效，亦會影響與行政程序法之整合。蓋若為撤銷權之除斥期間，

則可能須與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１條第１項撤銷期間整合；反之，若為租稅

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則可能須與行政程序法第１３１條消滅時效規定整

合。在此，本文認為，稅捐稽徵法關於核課期間之規定，應屬租稅請求權

之消滅時效，而有行政程序法第１３１條至第１３４條規定之適用44。 

在本文第四章中，係就附調查保留與暫時性課稅處分及其撤銷說明。

所謂附調查保留課稅處分，係指租稅事件，未經終結調查前，先由稽徵機

關核定租稅，並依法律規定或依職權保留其事後調查權45。多數說認為，

附調查保留為不具有獨立性之附款46。附調查保留之目的，主要在配合自

動報繳制，以及加速租稅核定47。原則上，附調查保留之效力，及於課稅

處分之全部。因此，稽徵機關須撤銷課稅處分之全部，而不得僅撤銷課稅

處分之一部48。 

所謂暫時性課稅處分，係指稽徵機關於事實不明，或應適用之法律不

明確時，所為之暫時性核定49。所謂不明，係指某項租稅成立要件是否發

生，或在如何範圍內發生，有所不明而言。因此，暫時性核定僅對不明之

點發生，至於其他已明朗之部分，仍應為終局性核定。暫時性課稅處分不

僅與附調查保留課稅處分不同，亦與推計核定不同50。原則上，暫時性核

定僅發生於所註記之點，因此，稽徵機關在事實或法律明朗後，僅須就該

點為撤銷51。 

在本文第五章中，係就終局性課稅處分之職權撤銷說明。終局性課稅

處分之實質存續力，原則上未受限制。因此，為突破實質存續力之限制，

以利終局性課稅處分違法瑕疵之改正，須有法定職權撤銷規定作為撤銷依

據。行政程序法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係依行政處分是否授予當事人利

                                                 
44 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九項之說明。 
45 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之說明。 
46 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之說明。 
47 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二項之說明。 
48 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五項之說明。 
49 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之說明。 
50 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之說明。 
51 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六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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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而區分為負擔處分撤銷規定與授益處分撤銷規定52。因此，稽徵機關

在撤銷課稅處分前，須先判斷課稅處分究負擔處分或授益處分，始能適用

正確之撤銷規定。至於撤銷狹義課稅處分，重為更不利之狹義課稅處分，

是否須適用授益處分撤銷規定，則非無疑。目前新近見解多採肯定見解，

惟論述理由各有不同。本文認為，要使負擔處分得適用授益處分之職權撤

銷規定，須該負擔處分嗣後另外含有授益成分，因構成混合效力處分，而

須適用授益處分之職權撤銷規定53。 

稽徵機關之職權撤銷，並非取決於人民之申請。人民若提出職權撤銷

之申請，該申請亦僅有促使稽徵機關注意是否須依職權撤銷之用，一般稱

此為單純申請，在性質上僅屬建議54。蓋職權撤銷規定之存在，係以公益

為目的，而非為當事人利益而存在，因此，職權撤銷宜與申請撤銷及行政

救濟相區別55。因此，稽徵機關依職權撤銷課稅處分，並不受當事人意願

影響，而有撤銷裁量權。 

所有課稅處分之撤銷，均有一般職權撤銷要件之適用56。所謂一般職

權撤銷要件，有：㈠核課期間未屆滿。㈡實質存續力。㈢違法性。㈣無一

般失權事由57。課稅處分之職權撤銷範圍，係依違法瑕疵之類型及違法瑕

疵在規制上之影響範圍而定58。稽徵機關對於撤銷若有決定裁量權，在行

使時，不僅不得逾越法定裁量範圍，亦須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即所謂之

合義務裁量59。稽徵機關嗣後為補稅而作成課稅處分，可能須撤銷原確定

處分，亦可能不須撤銷原確定處分。後者係對漏未核定部分為首次核定或

補行核定，即所謂之職權補充，而與職權撤銷不同60。 

無稅處分係確認當事人之應納稅額為零，為授益處分，撤銷無稅處

分，固須適用授益處分撤銷規定。狹義課稅處分，係在確認當事人租稅債

                                                 
52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之說明。 
53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之說明。 
54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之說明。 
55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說明。 
56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之說明。 
57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三項之說明。 
58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四項之說明。 
59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五項之說明。 
60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六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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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存在，本身為負擔處分，自無授益處分撤銷規定之適用，例外則因稽

徵機關已放棄再核定，或基於比例原則，或稽徵機關已發動全面、完整及

終結之調查等，而嗣後不得再核定，始可能依混合效力處分理論適用授益

處分撤銷規定61。授益處分之職權撤銷規定，主要為信賴保護、財產補償

及撤銷期間規定。 

凡受益人已信賴課稅處分之存在，且其信賴值得保護，稽徵機關即須

保護受益人之信賴。因此，信賴保護之一般要件，為：㈠信賴表現及㈡利

益衡量。前者係指在事實面上，受益人將其信賴對外呈現，或因此有所財

產處置而言62。後者係指在法律面上，經稽徵機關權衡私益與公益之輕重

後，認為私益應優於公益者，受益人之信賴值得保護63。此外，為減少利

益衡量之困難，仍可列出信賴值得保護之成立要件，即：㈠瑕疵非由受益

人所造成。㈡受益人不知悉瑕疵之存在。㈢經由特別救濟程序所作成。㈣

財產處置。㈤受益人與社會之關係64。反之，具有以下之信賴值得保護排

除要件者，受益人之信賴不值得保護，在法定排除要件方面，有：㈠詐欺、

脅迫或賄賂方法。㈡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㈢違法之明知或因

重大過失而不知。在非法定排除要件方面，有：㈠受益人未履行負擔。㈡

保留授益處分之撤銷權。㈢違背專屬管轄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㈣受益人

同意。㈤其他非法定排除要件65。 

目前在課稅處分之職權撤銷上，最高行政法院９４年判字第１３８２

號判決亦承認有撤銷期間之適用。違法授益處分之撤銷期間規定，可使撤

銷可能性明確化，並藉此建立法和平性，而有助於程序經濟66。行政程序

法第１２１條第１項所謂之撤銷原因，係指得使撤銷違法授益處分具有正

當性之原因，除事實錯誤外，亦包括法律錯誤67。所謂知有撤銷原因，不

以知悉所有撤銷原因為必要，但至少須知悉對撤銷具有重要性之所有撤銷

                                                 
61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之說明。 
62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之說明。 
63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之說明。 
64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之說明。 
65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三款之說明。 
66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一款之說明。 
67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三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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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68。依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１條第１項規定，只要稽徵機關知悉所有對

撤銷具有顯著性之撤銷原因，撤銷期間即可開始起算，而不須迨至課稅處

分完全不得撤銷時，始開始起算其期間。撤銷期間一旦屆滿，撤銷權即歸

於消滅69。 

本文認為，稽徵機關適用財產補償規定，乃屬例外。惟儘管如此，相

關之財產補償規定，仍有研究之必要。依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０條第１項規

定，凡受益人之信賴值得保護者，不論信賴利益是否顯然大於或大於撤銷

公益，撤銷機關均應給予合理之補償。因此，財產補償之要件，為：㈠授

益處分已撤銷及㈡受益人遭受財產上損失70。關於補償範圍，係以「存在

利益之損失」作為補償上限。所謂存在利益，又稱為積極利益或履行利益，

與民法第２１６條第１項之所失利益同義 71。關於補償請求權之行使期

間，依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１條第２項規定：「自行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

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處分撤銷時起逾五年者，亦同。」72

 

    本論文之內容，簡要表示於下頁之圖３： 

 

                                                 
68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三項第四款之說明。 
69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五款之說明。 
70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二款之說明。 
71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三款之說明。 
72 請參照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四項第四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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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論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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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附調查保留 

一、容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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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銷範圍 

貳、附暫時性 

一、容許性 

二、添加要件 

三、撤銷範圍 

（第五章） 

壹、一般職權撤銷規定 

一、撤銷要件 

㈠核課期間未屆滿 

㈡實質存續力 

㈢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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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一般失權 

    二、撤銷裁量 

三、撤銷範圍–爭點更正 

四、撤銷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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