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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問題提出 
 

課稅係典型之干涉行政1，故為使課稅行為符合權力分立及法治國原

則，稽徵機關原則上須以課稅處分作為主要手段2。惟課稅處分於不可爭訟

後，稽徵機關始知悉違法瑕疵之存在，可否再改正其瑕疵？在此不僅涉及

法正確性（Rechtsrichtigkeit）、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等原則之衝突，亦涉及

存續力、職權撤銷規定競合、時間限制及撤銷範圍等諸問題。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即以《課稅處分職權撤銷之研究》為題，並按

章節順序依次討論下列問題： 

﹣課稅處分之概念為何？何謂課稅處分之生效？ 

一般認為，所謂之課稅處分，係指稽徵機關就租稅債務人之租稅債務所

為之確認，並依通知之內容，對處分相對人，直接發生租稅法律效果之

行為（行政程序法第９２條第１項、第１１０條第１項）。惟稽徵機關

在作成課稅處分前，是否須先經由調查程序？是否有作成課稅處分之義

務？課稅處分有何性質？是否須以書面為必要？課稅處分經內部程序

擬定後，如何對外發生效力？多數說所稱之內部效力又為何？若所發生

之效力可分成形式有效性及實質有效性，則兩者之意義為何？兩者有何

關連性？為第一章所要研究之問題。 

﹣課稅處分是否具有存續力？若有，是否得排除？ 

存續力（Bestandskraft）概念，在目前已眾說紛紜，而成為「意見迷宮」

或「巴比倫之語言混亂」3。惟存續力之歷史發展，在德國稅法及行政法

上究係如何演變？在我國稅法及行政法上又係如何演變？自我國行政

                                                 
1 所謂干涉行政（Eingriffsverwaltung），係指干涉人民之權利，對人民課加義務及負擔，

限制其自由權或財產權，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14 頁。 
2 Vgl. Michael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Bd. 2, München 
1992, S. 410. 
3  Vgl. Hermann-Josef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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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第１１７條以下規定制定後，是否還有存續力存否之爭議？何以

國內多數說傾向於否認存續力之存在？是否得傾向於承認存續力之存

在？若承認存續力之存在，存續力之範圍為何？存續力是否得依其效力

強弱而區分？存續力是否得嗣後排除？又應如何排除？為第二章所要

研究之問題。 

﹣稅法之職權撤銷規定與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有何關係？兩者可

否整合？ 

課稅處分通常因確定而發生實質存續力，即所謂之終局性（endgültig）

課稅處分。因此，若欲使課稅處分不因確定而發生實質存續力，即須事

先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使課稅處分保持可變更性。對此，稅法或行

政程序法有無授權稽徵機關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規定？相關之規

定可否整合？反之，未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課稅處分，即因發生實

質存續力而禁止稽徵機關再撤銷。除非另有排除存續力之法定依據，即

所謂之職權撤銷規定，始得撤銷之。在我國稅法中是否有職權撤銷規

定？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是否得補充適用？稅法與行政程序法

之職權撤銷規定可否整合？為第三章所要研究之問題。 

﹣課稅處分若有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需要，稽徵機關應如何添加？課

稅處分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後，稽徵機關得為如何之撤銷？ 

租稅事件常因大量性、倉促性、複雜性等因素，而使稽徵機關無法在課

稅處分作成前經由全面、完整且終結之調查，或雖經調查，但仍有若干

事實或應適用法律不明。為不違反職權主義之真實原則，即有允許稽徵

機關事先於課稅處分中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需要，以保持課稅處分

之可變更性。在此，稽徵機關應如何依法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對於

附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課稅處分，應如何撤銷？為第四章所要研究之問

題。 

﹣未經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課稅處分，於不可爭訟後，即有實質存續

力。但於一定之法定要件下，仍准許稽徵機關再為廢棄或偏離之行為，

則該法定要件之具體內容為何？ 

課稅處分若未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即因形式上確定，而在實質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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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確定，原則上禁止稽徵機關再有廢棄或偏離行為。惟所謂之「廢棄與

偏離禁止」（Aufhebungs- und Abweichungsverbot），並非毫無例外。為維

護課稅之合法性及公平性，有時仍須准許稽徵機關得廢棄或偏離具有實

質存續力之課稅處分。但此時仍須有法定職權撤銷規定作為依據。關於

稅法及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於第三章中已有說明及整合，在第

五章則就其一般法定職權撤銷要件說明之。此外，稽徵機關撤銷課稅處

分之目的，若在作成更不利之課稅處分，是否有授益處分職權撤銷規定

之適用？為第五章所要研究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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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概念說明 
 

第一項  職權撤銷 
 

所謂之撤銷，係指處分機關、訴願機關或行政法院為排除違法行政處

分之法律效力所為之行為。學理上稱為職權撤銷者，係由行政機關在法律

救濟程序外所為之撤銷。以與行政救濟程序內，由訴願機關對違法或不當

行政處分所為之撤銷，或由行政法院對違法行政處分所為之撤銷相區別4。

因此，所謂課稅處分之職權撤銷，係指為排除違法課稅處分之法律效力，

由稽徵機關於法律救濟程序外所為之行為而言。此外，職權撤銷，並不限

於全部內容之撤銷，亦包括一部內容之撤銷5。 

 

 

 

第二項  職權變更 
 

第一款  意義 
 

相較於撤銷概念之單純，變更概念則較多義。例如行政程序法第１２

８條將變更與撤銷、廢止並列，其意義原應有別於撤銷、廢止。但因行政

程序法第１２８條所認識之變更，受不利益變更禁止原則影響（同條第１

項第１款至第３款），結果上卻又如同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中之變更概

念，而等於「一部撤銷」。倘若職權變更不受不利益變更禁止原則限制，

在概念上則應包含內容之縮減（Einschränkung）以及內容之擴張

（Erweiterung）。此從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但書第２款規定亦可推知。蓋

行政機關在信賴利益未顯然大於撤銷利益時，仍得為不利於受益人之撤銷

或變更。從而，所謂課稅處分之職權變更，乃指稽徵機關為縮減或擴張課

                                                 
4 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48 頁至第 449 頁。 
5 Vgl. Rolf Ax, in Rolf Ax/Thomas Große/Jürgen Melchior, AO/FGO18, Rn. 1971; Heinrich 
Wilhelm Kruse, in Klaus Tipke/Heinrich Wilhelm Kruse, § 130 AO Rz.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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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處分之效力內容，而於法律救濟程序外所為之行為而言。 

 

 

第二款  術語或口語名稱6

 

一、從比較法而言 
㈠德國法 

    德國之行政程序，係採三軌制度，分由行政程序法、租稅通則及社會

法典第１０編所構成，三軌平行，互不干涉。德國行政程序法並未為行政

處分內容擴張而使用職權變更術語。因此，德國行政機關為擴張原處分之

內容，須撤銷原處分之全部，再作成包含原處分內容之新處分，即所謂之

取代處分7或替換處分（Ersetzung VA）8。例如德國行政機關為重核更高之

工程受益費，須撤銷原工程受益費核定處分之全部，再作成更高金額之核

定處分。德國社會法典第１０編與該國行政程序法相同，亦僅有職權撤

銷，並無職權變更9，故處理上，亦與德國行政程序法一致。 

    反之，德國租稅通則關於違法租稅裁決之改正，除使用職權撤銷（即

職權廢棄）外，亦使用職權變更10。因職權變更涵蓋處分內容之縮減及擴

張，故使用職權變更時，可指「一部廢棄」，亦可指「內容擴張之變更」11，

而不必另外作成取代處分。 

㈡日本法 
                                                 
6 術語（Terminus）與口語名稱之差別，在於術語係學術上之語言（Fachsprache），而作

為學術字（Fachwort），而口語名稱則否。請參照，Hans Blasius/Hans Büchner, 
Verwaltungsrechtliche Methodenlehre2, S. 148 ff. 
7 Vgl. Marcus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58. 中文譯稱，請參照，陳清秀，稅法總

論4，台北：2006 年，第 564 頁；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48 頁。 
8 請參照，蔡志方，論訴願與行政訴訟程序標的之更新與消滅，載於：行政救濟與行政

法學（三），台北：2004 年，第 122 頁。 
9 請參照，德國社會法典(SGB)第 10 編第 44 條與第 45 條之規定。 
10 請參照，德國租稅通則(AO)第 172 條至第 177 條之規定。德國租稅通則之所以有職權

變更術語，主要係因襲威瑪租稅通則而來，請參照，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56. 
11 Vgl. Kruse, in Tipke/Kruse, Vor § 130 AO, Rz. 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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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關於課稅處分與「變更處分」之關係，有並存說及消滅說之爭。

持並存說者認為，「變更處分」有別於原處分，為另一獨立之行政處分，

因「變更處分」僅對原核定之稅額為追加或減少，故仍與原處分並存，而

得作為增加稅額之課稅基礎。持消滅說者認為，因「變更處分」已取代原

處分之地位，故原處分不再發生效力，有關納稅義務之具體內容，專以「變

更處分」為準，但嗣後「變更處分」若遭廢棄，原處分仍可再生效12。 

在此之「變更處分」，係從廣義上而言，不僅包括擴張性變更，亦包

括撤銷處分及取代處分之結合。因此，並存說所強調之「變更處分」，乃

「擴張性變更處分」與原處分之關係；消滅說所強調之「變更處分」，乃

「撤銷–取代處分」與原處分之關係。因日本多數說係採消滅說13，故日

本對於課稅處分內容之擴張，似亦藉由撤銷與取代過程之結合而達成。 

 

二、從本國法而言 
㈠稅法規定 

    我國稅法若有職權變更術語，理應優先使用；若無，則應適用行政程

序法，而使用職權撤銷術語。因我國稅法提及「變更」者，多指變更登記、

變更會計年度、變更為列舉扣除額、減免稅之原因事實發生變更、土地變

更、受託人變更、契約變更等情形，而與課稅處分之職權變更無涉。其他

例如稅捐稽徵法第２３條第２項規定，雖涉及繳納期間變更14，但係指給

付命令（Leistungsgebot）內容之變更而言，亦與課稅處分內容變更無關。

少數與課稅處分內容有關者，例如稅捐稽徵法施行細則第１５條第２項之

規定15。惟該規定所指之應繳稅捐變更，乃指行政救濟程序之變更而言，

                                                 
12 請參照，陳清秀，稅法總論4，台北：2006 年，第 550 頁至第 554 頁；金子宏著／蔡

宗羲譯，租稅法，台北：1985 年，第 334 頁至第 335 頁。 
13 請參照，金子宏，租稅法8，東京：2001 年，第 590 頁至第 591 頁；金子宏著／蔡宗

羲譯，租稅法，台北：1985 年，第 335 頁；請參照，陳清秀，稅法總論4，台北：2006
年，第 559 頁。 
14 請參照，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第 2 項：「應徵之稅捐，有第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

六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情事者，前項徵收期間，自各該變更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15 請參照，稅捐稽徵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受處分人如僅對於應繳稅捐不服提起

行政救濟，經變更或撤銷而影響其罰鍰金額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本於職權更正其罰鍰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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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此處之職權變更。故我國稅法並無職權變更術語，原則上仍應使用行

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 

㈡補稅重核 

在核課期間為「除斥期間」之前提下16，原核定稅額若核定過低，而

須依職權重核更高稅額時，稽徵機關所為之「重核」，是否因事前使用職

權撤銷或職權變更術語之不同，而影響核課期間是否屆滿或是否得重核？

１、使用職權撤銷術語者：因稽徵機關於撤銷原課稅處分全部時，核課期

間已屆滿，故稽徵機關不得再補稅重核。２、使用職權變更術語者：因稽

徵機關僅須變更原處分內容之部分，不須撤銷原課稅處分之全部，故在此

即可能認為，原課稅處分仍存在，而無是否逾核課期間之問題。 

惟基於以下理由，應認為稽徵機關不得藉由職權變更術語以迴避核課

期間之屆滿，遂行其補稅之意：１、在此所作成之「擴張性變更處分」，

係不利於當事人之變更處分，與財政部若干見解17，係基於退稅之目的，

得為有利於當事人之「縮減性變更處分」不同，因此，不得從財政部之見

解得出可採職權變更術語之結論。２、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後段既

已規定：「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不得再補稅處罰。」執法者即

不得牴觸法律文義，另設核課期間之例外。 

 

三、小結 
因：㈠德國租稅通則雖有職權變更術語，但此係基於威瑪租稅通則而

                                                 
16 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之核課期間，究為除斥期間抑或消滅時效，目前仍有爭議，我國

實務係採除斥期間；反之，學說則有採消滅時效者。對此，請參照，本文第三章第五節

第九項之說明。 
17 例如財政部 71 年 8 月 30 日台財稅第 36419 號函：「納稅義務人○○○於繳納期間申

請更正稅額，而稽徵機關延至繳納期限屆滿後，始予核准更正，按其情形，應改訂繳納

期限。又本案遺產稅既已於核課期間內發單開徵，嗣後因更正稅額，於核課期間屆滿後，

予以改訂繳納期間，應不發生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規定有關核課期間之適用問題。」請

參照，稅捐稽徵法令彙編，台北：2007 年，第 63 頁。或如財政部 85 年 5 月 24 日台財

稅第 850204330 號函：「已於核課期間內發單開徵，嗣後因更正稅額，重新發單並改訂

限繳日期，係屬就原繳納通知書之應納稅額作一部撤銷通知之性質，依本部 71/08/30 台

財稅第 36419 號函釋，應不發生核課期間之適用問題。」請參照，稅捐稽徵法令彙編，

台北：2007 年，第 38 頁。 

 - 7 -



緒  論 

來，況且，德國行政程序法亦僅有職權撤銷術語。㈡日本多數說亦傾向職

權撤銷術語。㈢我國稅法並無職權變更術語，而行政程序法又已使用職權

撤銷術語，故基於法統一性目標，在稅法中亦應使用職權撤銷術語。㈣雖

然使用職權變更術語有利於補稅重核，惟此已超出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

２項後段文義，且非財政部相關函釋之真正意旨。故在我國稅法中，使用

職權撤銷術語即可，無須再使用職權變更術語。縱使目前常因行文需要而

須使用職權變更，亦應認為此係基於口語說明方便而使用。 

 

 

 

第三項  職權補充 
 

所謂職權補充（Ergänzung），係指於第一個處分外，另外作成與其並

存之第二個處分，以增加第一個處分之規制內容。第一個處分，既未由第

二個處分所撤銷，亦未由第二個處分所涵蓋18。一方面因租稅請求權係由

可分之課稅基礎所構成，另一方面，課稅處分之效力又以主文為範圍，因

此，課稅處分主文所未涵蓋之租稅請求權部分，不受課稅處分實質存續力

影響，稽徵機關仍得於核課期間內依職權作成補充處分，就漏徵之餘額補

徵之。 

 

 

 

第四項  職權改正 
 

    （職權）改正（Korrektur）並非法律用語，而是在學說上作為職權撤

銷、職權廢止、職權廢棄、職權變更、職權更正 19 等術語之上位概念

                                                 
18 Vgl. Hans Helmschrott, Hans Helmschrott/Jürgen Schaeberle, AO13, S. 280. 
19 例如行政程序法第 101 條之顯然錯誤更正，或稅捐稽徵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之

本於職權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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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rbegriff）20。此外，改正不僅不包括補正（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４條）
21與轉換（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６條）22在內。亦不包括職權補充在內。蓋補

充處分並未涉及原課稅處分效力之排除或改變。多數說以改正作為上位概

念，係因：㈠改正並非法律上術語，屬於中性（neutral）名詞，以改正作

為上位概念，可避免不必要之混淆。㈡雖然實務早期多以更正

（Berichtigung）作為上位概念23，惟行政程序法第１０１條既已使用更正

術語，故為避免兩者混用，應另以其他術語作為上位概念24。 

                                                 
20 Vgl. Alexander von Wedelstädt, in Albert Beermann/Dietmar Gosch, Vor §§ 172-172 AO 
Rz. 24. 
21 立法者為減輕行政機關對於行政處分程序瑕疵之改正負擔，特於行政程序法第 114 條

列出得補正之情形，冀望藉由補正以修補違反程序規定之輕微瑕疵。因此，補正之目的，

既在於避免再次進行改正程序，即非屬改正之類型。請參照，Tipke, in Tipke/Kruse, § 126 
AO, Rz. 1. 
22 行政處分違法瑕疵之情形，若超過行政程序法第 114 條與第 115 條所列者，即屬於較

嚴重之瑕疵。立法者為使該處分不因此立即遭受撤銷，遂於行政程序法第 116 條制定轉

換規定。轉換之目的，係希望違法處分能經由轉換之過程而成為合法處分，即如同在新

程序所作成之既新且無瑕疵之合法處分般。因此，轉換並不使原處分消失，亦不使新處

分出現，而非改正之類型。請參照，Birk, Steuerrecht8, Rn. 365. 
23 在目前財政部之解釋函令中，仍常以更正泛指各種改正行為，例如財政部 78 年台財

稅第 781143812號函、財政部 74年台財稅第11695號函、財政部 88年台財稅第 881173281
號函。 
24 Vgl. Helmschrott, in Helmschrott/Schaeberle, AO13, S. 281; Ax, in Ax/Große/Melchior, 
AO/FGO18, R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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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稅捐稽徵法第２條雖規定：「本法所稱稅捐，指一切法定之國、省（市）

及縣（市）稅捐。但不包括關稅及礦稅。」但本文為達成法理一致性，認

為宜將關稅課稅處分一併處理25。但因關稅法有關課稅處分撤銷之規定，

係側重於實質存續力受限制之課稅處分，而有其特殊性，故討論上仍以具

通則性質之稅捐稽徵法為主。此外，因地方稅法通則並無關於課稅處分之

規定，故依地方稅法通則第１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課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依稅捐

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地方稅之課稅處分及其撤銷，仍應以適

用稅捐稽徵法為原則。 

一般而言，所謂之租稅稽徵程序，包含租稅核定準備程序、租稅核定

程序及租稅徵收程序26，其中又以租稅核定程序最重要。租稅核定程序原

則上因課稅處分作成而終結，並因課稅處分確定而不再開啟。惟例外時，

仍可能依人民之申請或依稽徵機關之職權而重新進行。其中依人民之申請

而重新進行者，在此稱為租稅核定程序之申請重新進行；由稽徵機關依職

權重新進行者，在此稱為租稅核定程序之職權重新進行，而本文係以租稅

核定程序之職權重新進行作為研究範圍。進一步說明如下。 

 

 

 

第一項  租稅稽徵程序 
 

租稅稽徵程序之最終目標，係在實現國家租稅債權27。我國不僅在稅

                                                 
25 因礦（區）稅目前已停徵，故暫不討論。 
26 亦有將稅捐稽徵程序分成稅捐調查程序、稅捐核定程序、稅捐徵收程序與稅捐執行程

序者，請參照，葛克昌，行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台北：2002 年，第 7 頁。或將租

稅稽徵程序分成租稅核課程序、徵收程序、強制執行程序與法院外行政救濟程序者，請

參照，羅子武，租稅稽徵程序舉證責任之研究，中興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第 3 頁。 
27 請參照，鄭邦琨，租稅法概要，台北：1971 年，第 66 頁；張松，租稅法概論，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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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稽徵法中設有通常租稅稽徵程序28，在各稅法中亦設有特別租稅稽徵程

序。依租稅稽徵程序所追求之目的，可分成以下三種類型29： 

﹣租稅核定準備程序： 

租稅核定準備程序（Vorbereitung der Steuerfestsetzung）之目的，係為使

核定程序得以順利進行，例如調查程序或職務協助程序等，皆屬於準備

程序。 

﹣租稅核定程序： 

租稅核定程序（Steuerfestsetzung）之目的，係在確認租稅請求權是否存

在，以及存在多少數額。 

﹣租稅徵收程序： 

租稅徵收程序（Steuererhebung）之目的，係為使租稅核定內容得以實現，

例如催繳程序、緩期繳納程序、移送執行程序等。 

 

 

 

第二項  租稅核定程序 
 

所謂租稅核定程序（Steuerfestsetzungsverfahren），係指稽徵機關為對

租稅請求權作成有對外拘束效力之決定，而依其職權所進行之程序30。簡

言之，租稅核定程序即作成課稅處分之程序。此外，今日所謂之核定

（Festsetzung），亦與核課（Veranlagung）意義相同31。在德國亦是如此。

蓋 昔 日 德 國 學 者 ， 習 慣 將 因 核 課 所 成 立 之 租 稅 稱 為 核 課 稅

                                                                                                                                            
1966 年，第 139 頁；王士麟，租稅法規4，台北：1983 年，第 103 頁。 
28 例如大法官釋字第 622 號解釋理由書：「稅捐稽徵法為稅捐稽徵之通則規定」。 
29 Vgl. Joachim Lang, in Klaus Tipke/Joachim Lang, Steuerrecht18, § 2, Rz. 20 ff.  
30 Vgl. Christoph Trzaskalik,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 155 AO Rz. 5; Klaus Tipke, in 
Tipke/Kruse, § 155 AO Rz. 1; Gerrit Frotscher, in Bernhard Schwarz, Vor § 155 AO Rz. 1. 
在我國稅捐稽徵法中，有關租稅核定程序之規定並不多見，僅有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1 條與第 22 條等規定。 
31 例如稅捐稽徵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21 條等規定。各稅法中有關查定之概念，亦與核

課有關，例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0 條等規定。 

 - 11 -



緒  論 

（Veranlagungssteuer），將因實現租稅構成要件所成立之租稅稱為到期稅

（Fälligkeitssteuer）。惟時至今日，所有租稅之成立，均因實現租稅構成要

件而成立，不再因核課而成立，故核課與核定之區別，亦不再必要32。 

    與租稅核定程序須區別者，尚有以下之程序： 

﹣課稅基礎個別確認程序： 

原則上，課稅基礎（Besteuerungsgrundlagen）僅構成課稅處分之理由，

不具有獨立性33。即使稽徵機關對個別課稅基礎有所確認，亦不成為獨

立之行政處分34。除非法律對此另有特別規定，該個別確認始可能成為

獨立之行政處分35，此時該確認程序即此處所指之課稅基礎個別確認程

序（Feststellungsverfahren），而與租稅核定程序有別。 

﹣預估核定程序： 

所謂預估核定，係指對於內容尚未確定之租稅，先依預估

（voraussichtlich）情況所為之核定36。因此，當租稅之內容確定後，預

估核定通常即由課稅處分所取代。有關暫繳稅額核定之程序，即屬預估

核定程序，而與租稅核定程序有別。 

﹣扣繳核定程序： 

所謂扣繳（Steuerabzug），係指立法者為確保稅收與方便稽徵，規定扣

繳義務人給予給付受領人款項時，須扣繳一定比率之稅額37。扣繳義務

                                                 
32 但目前德國實務，仍習慣將核課指稱涉及一定期間或一定時點之核定，請參照，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55 AO Rz. 4.  
33 例如大法官釋字第 625 號解釋之情形，稽徵機關依土地稅法第 15 條規定，按照地政

機關所編送之地價歸戶冊及地籍異動通知資料，對於土地所有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

所有土地，所為地價總額之計算，雖然該地價總額之計算係課稅基礎之個別確認，惟因

法律未賦予其獨立地位，故仍非獨立之確認處分。 
34 Vgl. Holger Stadie, Allg. Steuerrecht, Rn. 545. 
35 例如稽徵機關依房屋稅法第 10 條規定所為之房屋現值核計，納稅義務人尚可對此表

示不服，該核計即可視為獨立之課稅基礎個別確認處分。 
36 例如所得稅法第 68 條第 2 項規定：「營利事業逾十月三十一日仍未依前項規定辦理暫

繳者，稽徵機關應按前條第一項規定計算其暫繳稅額，並依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之存款

利率，加計一個月之利息，一併填具暫繳稅額核定通知書，通知該營利事業於十五日內

自行向庫繳納。」 
37 Vgl.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55 AO Rz. 8. 例如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納稅義務

人有下列各類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率或扣繳辦法，扣取稅

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相關文獻，請參照，陳敏，扣繳薪資所得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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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若有未扣繳之情形，原則上稽徵機關係向扣繳義務人作成扣繳核定，

而非向租稅債務人為之，故與租稅核定程序有別。 

﹣責任債務核定程序： 

原則上，負有租稅債務者，始負有租稅清償責任。惟立法者為確保租稅

債務之完全清償，又規定第三人有為租稅債務人履行租稅債務之義務，

該第三人即所謂之責任債務人38。對責任債務人所為之核定，即所謂之

責任債務核定（Haftungsbescheid），而與租稅核定有別。 

﹣內部程序： 

租稅核定程序係稽徵機關之外部程序（äußere Verfahren），而與稽徵機

關之內部程序（interne Verfahren）有別。內部程序雖未直接影響人民權

益，但隨著租稅事件之日趨複雜，往往內部查核、內部證據取捨等內部

程序，亦益形重要39。 

 

 

 

第三項  租稅核定程序之職權重新進行 
 

所謂租稅核定程序之重新進行，係指稽徵機關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

後，再度開啟租稅核定程序，以便對課稅事實重新審查，而可能作成與原

核定相異之決定40。蓋原有之租稅核定程序，既因課稅處分之作成而終結，

稽徵機關嗣後若須撤銷課稅處分，則須另外開啟新程序。重新開啟租稅核

定程序之方法，可依當事人之申請（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８條、稅捐稽徵法

第２８條等），亦可依稽徵機關之職權（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等）。因

此，關於程序開啟之原則，前者係依處分主義（Dispositionsmaxime），後

                                                                                                                                            
律關係，政大法學評論，第 51 期（1994 年 6 月），第 45 頁至第 71 頁。 
38 Vgl. Lang, in Tipke/Lang, Sterrecht18, § 7, Rn. 51 ff. 國內文獻，請參照，陳敏，扣繳薪

資所得稅之法律關係，政大法學評論，第 51 期（1994 年 6 月），第 64 頁至第 67 頁。 
39 Vgl.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55 AO Rz. 20 ff. 
40 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88 頁至第 489 頁；Michael Sachs, 
in Paul Stelkens/Heinz Bonk/Michael Sachs, VwVfG7, § 51, 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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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係依職權主義（Offizialmaxime）41。 

學說上認為，違法課稅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稽徵機關若再依

職權撤銷該處分，則撤銷處分已包含程序重新進行之決定42，因此，亦有

將職權撤銷程序之進行，稱為廣義之程序重新進行（Wiederaufgreifen im 

weiteren Sinne）者43。因廣義之程序重新進行係依職權主義所開啟，故在

此亦可稱為租稅核定程序之職權重新進行。相對地，所謂狹義之程序重新

進行，即一般所稱之程序重新進行類型，例如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８條之規

定情形44。因狹義之程序重新行係依當事人之申請（Antrag）所開啟，故

在此亦可稱為租稅核定程序之申請重新進行。本文之研究範圍，僅限於租

稅核定程序之職權重新進行，而未及於租稅核定程序之申請重新進行，特

此說明之。 

 

 

                                                 
41 Vgl. Wolfgang Clausen, in Hans Joachim Knack, VwVfG7, § 22, Rn. 3. 
42 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88 頁。 
43 Vgl. Hans-Uwe Erichsen, in Hans-Uwe Erichsen/Dirk Ehlers, Allg. VwR12, § 20, Rn. 15.  
44 Vgl. Sachs,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7, § 51, Rn. 86; Hubert Meyer, in Knack, 
VwVfG7, § 51, R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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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第一項  初期 
 

民國早年，對於行政處分之職權撤銷，已有相當認識，例如學者白鵬

飛先生認為：「確定力亦稱為既判力。…即一經判決之後。不許加以變更

之力之謂也。…實質的確定力。一旦既經決定之事件。即為最終之決定。

對於同一之事件。不許再審理之之謂也。此種意義之實質的確定力。在行

政行為。僅屬於例外而已。原則上得因情形之變更。或官廳意見之變更。

取消或變更其行為也。45」 

其後，范揚先生認為：「行政處分與司法判決不同，不適用一事不再

理之原則，因之其得撤消變更與否，亦不能與判決同斷。然就此問題學說

尚未一致。或以行政處分與法院判決不同，全然不有實質上之確定力。或

以行政處分，與判決同，不得再為撤消變更。或以判決決定，雖不得再為

撤消變更，而行政處分，則未必盡有實質上之確定力。以上三說，當以第

三說即折衷說，為較妥當。蓋行政處分，有實質上確定力，未可一概而論。

如有瑕疵之行政處分，除因爭訟結果，已得形式上之確定力外，行政機關，

得為撤銷或停止，故無待論。46」。另外，馬君碩47、陳鑑波48、史尚寬49、

林紀東50、管歐51、應式文52等先生，對於行政處分確定力、撤銷或廢止等

情形，亦有說明。 

在課稅處分職權撤銷方面，因政府倉促來台，百廢待舉，故中央與地

方租稅，依「臺灣省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例」，暫由臺灣省

統一稽徵，惟上開條例對課稅處分並無規定。但當時仍有商樵先生認為：

                                                 
45 請參照，白鵬飛，行政法總論

再
，上海：1928 年，第 66 頁至第 67 頁。 

46 請參照，范揚，行政法總論
台 5 版

，台北：1973 年，第 255 頁。 
47 請參照，馬君碩，中國行政法總論

台增訂 1 版
，台北：1970 年，第 285 頁以下。 

48 請參照，陳鑑波，行政法學
增訂 8 版

，台北：1977 年，第 404 頁以下。 
49 請參照，史尚寬，行政法論

台北重刊
，台北：1978 年，第 36 頁以下。 

50 請參照，林紀東，行政法新論31，台北：1991 年，第 236 頁以下。 
51 請參照，管歐，中國行政法總論18，台北：1981 年，第 459 頁以下。 
52 請參照，應式文，論行政處分之確定力，法令月刊，第 10 卷第 4 期（1959 年 4 月），

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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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課稅命令而言，如原核定課征之稅額較少，則原則上原處分應有實質

上確定力，稽徵機關不得就同一課稅客體，對納稅義務人更為較原處分不

利之課稅命令。…財政部（四五）臺財稅發字第０七二一號令…不論原課

稅命令是否有利於納稅義務人，在原課稅「錯誤」之情形下均不具有實質

上之確定力，…對於何謂錯誤？錯誤以外之情事可否變更原課稅額？變更

有無時間限制？均乏詳細闡釋，適用不免爭執。53」此外，商樵先生並列

舉五種情形，僅於符合所列舉之情形，始不論為納稅義務人之利益或不利

益，皆不發生實質確定力，而可變更課稅命令54。 

 

 

 

第二項  中期 
 

租稅法教科書於此時期開始出現，以張松先生為例：「對於課稅標準

及稅額之決定，為求公平確實起見，不宜具有確定不得更動之效力。得於

決定之後，隨時根據新發現之事實與證據，予以變更或補課。唯有稅法有

時效之規定者，如所得稅法第一一五條，則僅能在規定期間內得予變更。

有人主張已經稽徵機關核定稅額發單開徵，具有行政處分之實質確定力，

縱發現有應行補課之新資料，亦不得再行發單補徵，誤也。55」。當時研究

稅法者，尚有鄭邦琨56、鄧海波57、關吉玉58、高永長59、田璧雙60、王士

麟61、張則堯62等先生。惟除張松先生外，其他先生幾乎未論及此類問題。 
                                                 
53 請參照，商樵，論課稅命令之確定力，稅務旬刊，第 244 期（1958 年 7 月 10 日），

第 3 頁至第 4 頁。 
54 請參照，商樵，論課稅命令之確定力，稅務旬刊，第 244 期（1958 年 7 月 10 日），

第 4 頁。 
55 請參照，張松，租稅法概論

初
，台北：1966 年，第 155 頁至第 156 頁。 

56 請參照，鄭邦琨，租稅法總論
初
，台北：1964 年；鄭邦琨，租稅法概要，台北：1971

年。 
57 請參照，鄧海波，賦稅法概論

初
，高雄：1974 年。 

58 請參照，關吉玉，租稅法規概論3，台北：1972 年。 
59 請參照，高永長，現行稅法概要7，台北：1980 年。 
60 請參照，田璧雙，租稅法概要

修訂版
，台中：1984 年。 

61 請參照，王士麟，稅務法規4，台北：19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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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文獻方面，當時康炎村先生認為：「綜上所述，具見租稅行政

處分經核定生效後，即有拘束納稅義務人之效力，依法可據以執行，…；

即使訴願再訴願決定確定後，發現錯誤或因有他種情事，而撤銷原處分另

為新處分，仍不能使訴願人再訴願人之權益受有損害，…，租稅行政之處

分，於未經訴願決定之前，原處分機關得自行撤銷變更，於經訴願程序駁

回確定後，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如認租稅行政處分顯屬違法或不當，

尚得依職權撤銷或變更，使租稅行政處分合於法律之要求。63」。 

民國６５年稅捐稽徵法公布時，甚至有讀者投書提及：「記得去年十

月公布施行稅捐稽徵法後，主管稽徵機關曾向營利事業大事查帳，追征五

年之內的營業稅，並予處罰，…造成營利事業財務調度失常，主持人惶惶

不可終日的不安局面。這是稅捐得予補征正式納入法律條文後，所曾帶給

營利事業的困擾。…補征追征，為了財政目的，自無話可說。不過，為何

不曾征足，責任應非屬營利事業之一方。營利事業根據核定額（即使申報，

也須核定）繳稅，稽征法明定不得異議，倘有不服，另訂有行政救濟程

序；…，既告『確定』，而無異議繳了稅的那種，何有再追補之舉？64」 

後來林喬讚先生質疑實務否認實質存續力之作法，而認為：「稽徵權

之行使關係人民之權益及國庫之收入至鉅，其影響之重大，不下於法院之

審判權，…司法判決固應具有實質之確定力，有效成立之稽徵處分亦應具

有確定力，而賦予其不可變性，故宜採肯定說，以求實務與理論之一致。
65」 

另外，湯金全先生亦對此認為：「所幸學者之一般結論，…，力主行

政行為之撤銷，公益與私益不可偏廢之原則，誠屬難能可貴，可惜未完全

為我國行政法院採行。…此判例66不分負擔行為或授益行為，凡行政機關

認為處分違法時，即可隨時依職權撤銷，不受限制，既不考慮公益上有無

                                                                                                                                            
62 請參照，張則堯，現行稅法概要

再增訂版
，台北：1980 年。 

63 請參照，康炎村，論租稅行政處分及其救濟之效力，稅務旬刊，第 746 期（1972 年 6
月 20 日），第 8 頁。 
64 請參照， 金台，已告確定之稅不應再有「追補」之舉，稅務旬刊，第 949 期（1978
年 2 月 10 日），第 13 頁。 
65 請參照，林喬讚，賦稅稽徵權與司法權

初
，台北：1985 年，第 54 頁。 

66 請參照，行政法院 24 年判字第 4 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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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或瑕疵是否重大？亦不顧慮因撤銷對信賴該處分之相對人可能造成

之損害，…此判例專重公益，漠視私益，有失事理之平與法之安定性，使

民莫知所從。67」 

在行政法文獻上，因行政程序法草案開始研擬，故有關行政處分撤銷

之問題，逐漸引起注意，例如學者翁岳生先生認為：「行政處分之撤銷…

應以處分相對人對行政處分之信賴是否值得保護為標準，…同時，違法行

政處分應否撤銷，亦應重視行政處分撤銷對公共福祉之影響。…受益人之

信賴仍值得保護時，應賦予受益人就其因該處分撤銷所受之財產上損失，

有請求行政機關補償之權利。68」 

此外，林合民先生以公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為軸心，探討相關之抽象案

型與具體案型，包括對違法授益行政處分之撤銷，進行體系性研究69。另

外，學者洪家殷先生以行政處分撤銷之研究作為博士論文，在架構上，以

德國法為主體，以日本法為輔助，逐步澄清相關問題70。基本上，由於林

合民與洪家殷先生之努力，有關行政處分撤銷之相關研究，至此已相當完

整。此外，此時期尚有蔡志方71、吳信華72、陳傳宗73、曾昭愷74、吳坤城75

等先生之論文，可供參考。 
                                                 
67 請參照，湯金全，論行政行為之確定力，法令月刊，第 31 卷第 4 期（1985 年 2 月），

第 11 頁至第 12 頁。 
68 請參照，翁岳生，論行政處分，載於：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台北：1994 年，

第 20 頁至第 21 頁；翁岳生，論行政處分之概念，載於：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台北：

1990 年，第 1 頁至第 36 頁；翁岳生，論西德一九六三年行政手續法草案–行政法法典

化之新趨勢–，載於：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台北：1990 年，第 183 頁至第 225 頁；

翁岳生，行政程序法的理念與立法，載於：法律哲理與制度–公法理論，馬漢寶教授八

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台北：2006 年，第 229 頁以下。 
69 請參照，林合民，公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85 年。 
70 請參照，洪家殷，行政處分撤銷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2 年。 
71 請參照，蔡志方，行政法三十六講

增訂再版
，台南：1997 年。 

72 請參照，吳信華，德國聯邦行政程序法最新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17 期（1996 年

10 月），第 134 頁至第 137 頁。 
73 請參照，陳傳宗，論暫時性行政處分與行政法上承諾，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0 年。 
74 請參照，曾昭愷，德國行政法上情事變更理論–以行政契約、行政處分為中心，台北

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 年。 
75 請參照，吳坤城，公法上信賴保護原則初探，行政法之一般法律原則（二），台北：

1997，第 235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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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有關課稅處分職權撤銷之研究上，例如楊得君先生曾簡要說明課

稅處分之不可爭力與不可變更力，惟其論述內容，仍與行政法學說一致76。

相較而言，學者陳清秀先生參酌德國租稅通則之規定，另行認為：「在課

稅處分確定之後，即不得任意對於納稅人為不利益之撤銷或變更，此即所

謂課稅處分的存續力。…就此違法課稅處分之撤銷變更，於下述情形，應

為法之所許（參照德國稅捐通則第一七二條至第一七五條）。…77」惟作者

僅作條列式說明。另外，當時之租稅法教科書，或因偏重稅額計算，略而

不談，例如王建煊78、張進德79、吳金柱80先生等所著；或因承襲舊日學說，

僅簡短論及，而未觸及課稅處分職權撤銷問題，例如康炎村81、張昌邦82、

顏慶章83、林進富84等先生等所著。 

 

 

 

第三項  近期 
 

行政程序法公布後，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０條至第１３０條，將行政處

分之效力明文化，行政法教科書85也隨之翻新。對於行政處分之確定力，

                                                 
76 請參照，楊得君，論稅捐債務之成立、確定與清償，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5 年，第 106 頁至第 109 頁。 
77 請參照，陳清秀，課稅處分（中），植根雜誌，第 13 卷第 12 期（1997 年 12 月），第

531 頁至第 532 頁；陳清秀，課稅處分（上），植根雜誌，第 13 卷第 8 期（1997 年 8 月），

第 315 頁以下；陳清秀，課稅處分（下），植根雜誌，第 14 卷第 1 期（1998 年 1 月），

第 32 頁以下。 
78 請參照，王建煊，租稅法30，台北：2006 年（初版刊行於 1980 年）。 
79 請參照，張進德，租稅法與實例解說5，台北：2006（初版刊行於 1996 年）。 
80 請參照，吳金柱，租稅法要論15，台北：2002 年。 
81 請參照，康炎村，租稅法原理

初
，台北：1987 年。 

82 請參照，張昌邦，稅捐稽徵法
修正版

，台北：1991 年。 
83 請參照，顏慶章，租稅法

初
，台北：1994 年。 

84 請參照，林進富，租稅法新論
初
，台北：1999 年。 

85 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4，台北：2004 年；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增訂 10，台

北：2006 年；翁岳生，行政法3，台北：2006 年；李震山，行政法導論6，台北：2005
年；林錫堯，行政法要義3，台北：2006 年；李惠宗，行政法要義3，台北：2007 年；同

作者，行政程序法要義
初
，台北：2006 年；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與周志宏，行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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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說改稱為存續力，對於行政處分可否撤銷，討論亦更加體系化，信賴

保護原則對於撤銷之影響，亦逐漸重要，近十年來，學者對此之研究倍增，

以下舉其要者，例如李元德86、李建良87、林三欽88、林明昕89、洪家殷90、

張文郁91、陳淳文92、陳愛娥93、董保城94、盛子龍95、謝榮堂96等先生所著。 

                                                                                                                                            
序法實用3，台北：2006 年；陳新民，行政法總論8，台北：2005 年；湯德宗，行政程序

法論2，台北：2003 年；陳慈陽，行政法總論2–基本原理、行政程序及行政行為，台北：

2005 年；李建良、陳愛娥、陳春生、林三欽、林合民與黃啟禎，行政法入門3，台北：

2006 年；黃異，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5 年；黃俊杰，行政法
初
，台北：2005 年；同

作者，行政程序法
初
，台北：2006 年；林騰鷂，行政法總論2，台北：2002 年；羅傳賢，

行政程序法論3，台北：2002；吳志光，行政法
初
，台北：2006 年。 

86 請參照，李元德，論違法授益行政處分之撤銷及其救濟方法（上）、（中）、（下），司

法周刊，第 988 期（2000 年 7 月 12）、第 989 期（2000 年 7 月 19 日）、第 990 期（2000
年 7 月 26）。 
87 請參照，李建良，行政處分之撤銷與信賴保護原則，月旦法學教室公法學篇，台北：

2002 年，第 180 頁至第 181 頁；李建良，行政處分的更正與撤銷，月旦法學教室公法

學篇，台北：2002 年，第 182 頁至第 183 頁。 
88 請參照，林三欽，論授益行政處分之撤銷–思考層次與考量因素的探索，台灣本土法

學，第 28 期（2001 年 11 月），第 15 頁至第 33 頁；林三欽，「行政爭訟制度」與「信

賴保護原則」之課題，台北：2008 年。 
89 請參照，林明昕，行政處分之「撤銷」–一個法制繼受譯語上的問題，民主、人權、

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台北：2005 年，第 707 頁至第 725 頁。 
90 請參照，洪家殷，信賴保護及誠信原則，行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台北：2000 年，

第 117 頁第 138 頁；洪家殷，行政處分之顯然錯誤，月旦法學，第 88 期（2002 年 9 月），

第 18 頁；洪家殷，行政處分之內容即組成要件與撤銷及廢止之概說，月旦法學教室，

第 47 期（2006 年 9 月），第 32 頁至第 42 頁；洪家殷，行政處分之撤銷及廢止、補正

及轉換、附款，月旦法學教室，第 49 期（2006 年 11 月），第 32 頁至第 44 頁。 
91 請參照，張文郁，行政處分之形式存續力和依法行政原則之維護，月旦法學，第 88
期（2002 年 9 月），第 20 頁至第 21 頁；張文郁，於課稅處分之撤銷訴訟，原行政處分

和復查決定及訴願決定之關係，載於：訴願專論選輯–訴願新制專論系列之七，台北：

2006 年，第 44 頁至第 60 頁。 
92 請參照，陳淳文，違法授益行政處分與信賴保護，2006 行政管制與行政爭訟，台北：

2007 年，第 1 頁至第 43 頁。 
93 請參照，陳愛娥，信賴保護原則在授益性行政處分時的適用–行政法院八十六年判字

第一二三二號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第 8 期（2000 年 3 月），第 15 頁至第 29 頁。 
94 請參照，董保城，行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行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台北：2000
年，第 473 頁第 493 頁。 
95 請參照，盛子龍，授益處分附款之爭訟手段，行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台北：2000
年，第 421 頁第 472 頁。 
96 請參照，謝榮堂，行政行為明確性原則與信賴保護之實例探討，台灣本土法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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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法公布後，對於課稅處分及其撤銷之影響為何？論者開始有

所討論，如包國祥先生認為：「除另有排除適用或各別稅法另有規定外，

應優先適用本法（按：稅捐稽徵法）。…至本法未規定事項，行政諸法（含

行政程序法）本應均具補充適用之效力。97」 

後來，學者葛克昌先生認為：「對於稅捐債務人核定其金錢給付義務，

此種核定基於稽徵機關之單方行為，法律性質上為行政處分，…此一原則

（按：信賴保護原則）表現在行政處分之職權撤銷廢止之限制、稽徵機關

承諾之效力，法律不溯及既往以及法律適用之不利益禁止。…稅捐稽徵法

與行政程序法亦有競合之處，稅捐稽徵法是否優先於行政程序法，…宜由

納稅人程序基本權觀點，個別認定。98」 

學者陳清秀先生認為：「稅捐行政處分為考慮人民的信賴保護，應儘

可能提高其存續力，另一方面為使稅捐稽徵機關早日核定稅額，則有必要

承認迅速概略核定稅捐的制度，…。有關違法課稅處分的職權撤銷，可分

下述情形說明之：１﹒溢繳稅款之課稅處分的撤銷變更：…。２﹒短徵稅

款之課稅處分的撤銷變更（補稅處分）：於此情形，原則上應適用信賴保

護原則，於納稅義務人善意信賴課稅處分的合法性時，其信賴利益可認為

大於撤銷所欲維護公益，不宜撤銷。…此外，如稽徵機關事後才發現應補

稅之新事證，則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仍可撤銷變更原來

的課稅處分，進行補稅。99」另外，林金榮先生之有關論述，並未觸及課

稅處分之撤銷100。 

近期對於課稅處分職權撤銷有研究者，例如學者洪家殷先生認為：「當

核課處分作成並生效後，即對作成該處分之稽徵機關發生實質存續力，即

該機關亦應受到核課處分之拘束，不得再任意變更或撤銷原核課處分。…

                                                                                                                                            
64 期（2004 年 11 月），第 147 頁至第 155 頁。 
97 請參照，包國祥，行政法制革新對稅捐稽徵程序之影響，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 期

（1999 年 10 月），第 19 頁至第 21 頁。 
98 請參照，葛克昌，納稅人之程序基本權–行政程序法在稽徵程序之漏洞，月旦法學雜

誌，第 72 期（2001 年 5 月），第 29 頁至第 36 頁。 
99 請參照，陳清秀，行政程序法在稅法上的運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72 期（2001 年 5
月），第 39 頁至第 45 頁。陳清秀，稅法總論4，台北：2006 年，第 551 頁。 
100 請參照，林金榮，試論行政程序法在個別行政領域中之適用–以租稅行政之適用為

例，律師雜誌，第 277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6 頁至第 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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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若變更對相對人會較為不利者，信賴保護將優先被考量，反之，

若對相對人較為有利者，則依法行政原則將可被貫徹。其次，在核課期間

內若另發現有應徵之稅捐，稽徵機關得依法予以補行課徵，為稅捐稽徵法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明定，此時係作成新的核課處分，並非變更原處分，

故不受原處分之拘束。101」 

莊柏毅先生認為：「在尚未修法賦與稅捐稽徵機關有依法『更正』之

權前，稅捐稽徵機關雖無依法『更正』之權，惟現行法令中並無拘束稅捐

稽徵機關『職權更正』課稅處分『非顯然錯誤』之具體方法。因此，就稅

捐稽徵機關『職權更正』課稅處分『非顯然錯誤』之案件，…應認為…『更

正處分』係違法（違反依法行政原則）而無效，…102」作者基於我國稅法

基礎，提出頗具意義之說明，惟若干說明仍與行政法法理相違。 

張百祐先生於其碩士論文「已確定稅捐處分程序重新進行之研究」

中，「就稅捐稽徵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參考現行規定及稽徵實務相關見

解，說明稅捐處分之確定情形；再…說明課稅處分之意涵及違法課稅之效

力，並從課稅處分重新進行之分類，進一步分別按『補徵稅額』及『減少

稅額』兩大類型，分析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第 122 條、第 128 條、第 131

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所規定已確定稅捐處分重新進行之要件。103」 

其他對此有相關研究者，除學者陳清秀所著之稅法總論104外，尚有吳

金柱先生所發表之「行政程序法在所得稅核定程序上之適用–所得額及稅

額等核定之效力與其他法律問題」105、學者林昱梅女士所發表之「地價稅

之回溯補徵與信賴保護原則」106、學者盛子龍先生所發表之「租稅核課處

                                                 
101 請參照，洪家殷，論核課處分，載於：當代公法新論（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

壽論文集，台北：2002 年，第 176 頁。 
102 請參照，莊柏毅，論課稅處分之更正，稅務旬刊，第 1939 期（2005 年 8 月 10 日），

第 21 頁；莊柏毅，析論課稅處分之「更正」與「變更」，財稅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2007
年 5 月），第 155 頁至第 167 頁。 
103 請參照，張百祐，已確定稅捐處分程序重新進行之研究，東海大學公共事務在職專

班碩士論文，2007 年，論文摘要。 
104 請參照，陳清秀，稅法總論4，台北：2006 年。 
105 請參照，吳金柱，行政程序法在所得稅核定程序上之適用–所得額及稅額等核定之效

力與其他法律問題，財稅研究，第 39 卷第 5 期（2007 年 9 月），第 175 頁至第 200 頁。 
106 請參照，林昱梅，地價稅之回溯補徵與信賴保護原則，月旦法學教室，第 53 期（2007
年 3 月），第 26 頁至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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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變更與信賴保護–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字第九七六號判決、高

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訴字第八九一號判決試評」107。 

 

                                                 
107 請參照，盛子龍，租稅核課處分之變更與信賴保護–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字第

九七六號判決、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訴字第八九一號判決試評，載於：2008
行政管制與行政爭訟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會議時間：2008 年 5 月 31 日，第 1 頁至第

28 頁。本文尚未發表，在此列出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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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途徑 
     

十七世紀，專制君主為應付軍隊、公務員、宮廷等開銷，戮力於經濟

發展，以便獲取更多財政收入，於是，在商業與經濟政策方面，出現一批

行政學者。十八世紀，行政學者之研究領域，逐漸遍及各個重要領域，例

如管理、經濟、警察、財政、地方經濟、採礦、手工業等，儘管各學門蓬

勃發展，行政法學仍不受重視，蓋當時之君主或領主，仍擁有不受限制之

權力，在立法及行政上尚稱自由，至於人民之權利是否應區分、保障或體

系化，自非君主或領主之關注焦點108。十九世紀，歐洲在歷經美國獨立運

動與法國大革命後，人類進入理性主義時代109，因市民法治國家思維之興

起，權力分立、法律至上及保障個人自由等思想亦接踵而至，凡此皆對行

政法學體系化，提供有利發展條件。經由公行政之法律化，國家與人民之

法律關係得以確立，行政行為亦須以合法性為前提，行政法學於焉獨立110。 

在此所謂之法學方法（Juristische Methode），係指以法律本身為對象，

而進行體系性研究，即基於法治國理念，運用法律解釋，在現實背景下，

發展出一般法律概念及制度，期使所有事項皆能由法律所涵蓋，並逐步建

立起行政法體系(System)與一般理論（Allgemeine Lehren）111。本文之研究

途徑，在此亦係採此方法，著重現行稅法之釋義與體系化，與德國租稅通

則（Abgabenordnung）之比較與評論，說明於下： 

﹣現行稅法之釋義與體系化 

  現行有效之法律規範，為釋義（Dogmatik）所要處理之對象。釋義係將

法律內容體系化。釋義者並不在於創造（erfinden）法律，而是在發現

（auffinden）法律112，並致力於意義之探索。釋義所受限制為現存之法

                                                 
108 Vgl. Hans J. Wolff/Otto Bachof/Rolf Stober, VerwR Ⅰ11, § 14 Rn. 2 f. 
109 請參照，李建良，歷史‧國家‧行政‧法律—歐洲近代前期行政法史汎論，載於：

法律哲理與制度–公法理論：馬漢寶教授八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台北：2006 年，第 89
頁。 
110 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R Ⅰ11, § 14 Rn. 4. 
111 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R Ⅰ11, § 14 Rn. 7. 
112 關於法律發現之討論，可參照，陳妙芬，Rechtsfindung：「法律發現」的正確性與真

實性（一）、（二）、（三），月旦法學雜誌，第 64 期（2000 年 9 月）、第 65 期（2000 年

10 月）、第 67 期（2000 年 12 月），第 172 頁以下、第 194 頁以下、第 188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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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而非先驗存在之體系。釋義不僅為規範之集合、法律之描述與中

立之概念，亦包含法規範構造之研究，認識其整體關連性。釋義之任務，

係在可能範圍內，獲致意義一致性、思想合理性、無矛盾性、關連性及

概念明確性，甚至亦對評價性概念作填補113。 

在多稅制國家，稅法規定複雜，彼此重疊，屢見不鮮。以某稅法作為釋

義對象者，難免與稅法整體釋義（steuerrechtliche Gesamtdogmatik）有所

矛盾。釋義若要涵蓋所有稅法，又不出現歧異，實非易事。惟釋義者仍

應致力於稅法規範之統一（Einheit der Steuerrechtsordnumg），以整體性

演繹作為目標114，藉由理性思考，使各原則得在稅法整體中推演而出。 

﹣德國租稅通則之比較與評論 

  比較法（Rechtsvergleichung）係掙脫內國法羈絆115，探究不同國家法

秩序之異同，了解其形成原因，進而解決內國法問題，而與釋義不同116。

透過比較法研究，得拓寬法學視野，認識世界並無普世性稅法之存在，

以及稅法之大部分差異性，主要來自於國家之不同歷史傳統或社會背景
117。比較法有微觀比較與宏觀比較118。本論文係採微觀比較，以德國租

稅通則作為對象。藉此，希望對我國稅法有關課稅處分職權撤銷之問題，

提供新認識、論證與解答。 

                                                 
113 Vgl. Klaus Tipke,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Bd. 1, Köln 1993, S. 12 ff；程明修，行政法

釋義學，載於：行政法之行為與法律關係理論2，台北：2006 年，第 1 頁至第 23 頁。 
114 Vgl. Tipke,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Bd. 1, Köln 1993, S. 14. 
115 Vgl. Tipke,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Bd. 1, Köln 1993, S. 15. 
116 請參照，黃舒芃，比較法作為法學方法：以憲法領域之法比較為例，月旦法學雜誌，

第 120 期（2005 年 5 月），第 185 頁。 
117 Vgl. Tipke,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Bd. 1, Köln 1993, S. 15. 
118 微觀之比較，係在同一法系下，分析不同之國家法律，通過觀察其分歧點，決定其

合理性；而宏觀之比較，係以差異性極大之法系為對象，了解一般人所不熟悉之法律制

度及思想。前者之主要任務，係在於搜集資料；後者之主要任務，則在按照新標準，進

行思維。請參照，比較法的方法，大英百科全書，繁體中文線上版，2007 年 5 月 28 日

造訪： http://wordpedia.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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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限制 
 

    首先，我國公法學者，一向較關注行政處分之撤銷，而較少討論課稅

處分之撤銷。其次，我國行政程序係採單軌制度，而未如德國係採三軌制

度，故不論一般行政程序、租稅程序或社會程序，均有行政程序法之適用。

復次，行政法涉及各種專業領域，雖然理想上尚須針對不同行政領域而制

定相應之行政程序規定，但實際上並未如此。綜此，本文在論述時，不得

不受到國內法制與文獻之限制，而須借用行政處分之理論與概念，說明課

稅處分之相關事項。換言之，本文在論述時，有時會將德國學者或我國學

者就行政處分之相關說明，引用於課稅處分。實際上，對於所引用之德國

或我國文獻而言，該文作者可能未曾對課稅處分有所說明，而純由本文作

者援引其意，試行於課稅處分之中。對此研究之限制，在緒論中有先予以

說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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