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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稅處分之存續力及其排除 

第二章  課稅處分之存續力及其排除 
 

 

第一節  憲法基礎 
 

稅捐稽徵機關身為國家之機關，必須維護憲法上之法安定性

（Rechtssichheit）及信賴保護原則，蓋保障人民權益，正是國家機關存在

之目的。然而，稽徵機關作成課稅處分，亦須遵守課稅合法性及課稅公平

性，以追求法之正確性（Rechtsrichtigkeit），以及立法者客觀意志之實現1。

因此，為妥適解決課稅合法性、課稅公平性、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等

憲法原則之衝突2，立法者與稽徵機關皆須在個別情況中，權衡公益與私益

之輕重3，謀求兩者之平衡。一般認為，公益與私益平衡之處，即存續力

                                                 
1 Vgl.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1. 
2 此四者之共同上位原則，乃法治國原則(Rechtsstaatsprinzip)。所謂法治國，係指國家為

合法性問題之領域，而非人民之內在自由、道德或信仰領域。我國憲法雖無法治國原則

之明文，但可從相關條文中得知，例如憲法第 7 條、第 8 條、第 18 條、第 20 條、第

23 條、第 80 條、第 170 條、第 171 條、第 172 條等。以往行政法學者對於法治國原則，

常以依法行政稱之。惟目前已普遍使用法治國（家）之概念，例如釋字第 629 號解釋：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利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

之遵守。 」因此，法治國原則為我國憲法之基本原則，已無疑義。法治國源自於德文

Rechtsstaat，而非法文之憲政國家(état constitutionelle)或英文之依法而治(the rule of 
law)。在德國，首先使用法治國(Rechtsstaat)者，為 1798 年J. W. Placidus所著之國家學文

獻(Literatur der Staatslehre)。其後，經由學者不斷提倡與闡述，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德

國基本法第 20 條第 3 項始將之明文化，請參照，陳新民，法治國家論1，台北：2001
年，第 3 頁以下。 
3 判決確定力亦有類似之衝突，尤其再審制度即為此衝突而設，例如釋字第 393 號解釋

林永謀大法官協同意見書：「訴訟法上之再審制度乃屬非常程序，本質上係為救濟原確

定判決之事實認定錯誤而設之制度，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亦因其為非常程序，自不免

與判決確定力，即法的安定性之要求相違背。本來判決一經確定，基於法的安定性之要

求暨判決權威性之維護，原不許其再事爭執，亦即於此應重視實質的確定力，以一事不

再理原則強化實體判決之終局性，否則有關之權義非特不能確定，且判決亦將不能獲得

信賴而失其應有權威性；然判決所認定之事實若不符合客觀存在之事實，而猶欲強調法

的安定與判決之權威以致犧牲法的正義，反將使人民喪失對判決之信賴，從而亦將使判

決之權威由是失落，此際，正義之要求當應甚於法的安定；然雖如此，亦非謂判決之確

定力可隨意予以推翻，立法者因是乃訂定較通常訴訟程序為嚴格之要件，雖有合乎此等

要件始准許其提起再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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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andskraft）存在之處。 

所謂存續力，又稱為確定力4或公定力5，早先係參考判決確定力而來，

因此，存續力本身亦有終結爭端之意。惟行政程序與訴訟程序在程序法結

構（verfahrensrechtliche Ausgestaltung）上有所差異，致使存續力無法如同

確定力般具有強大效力6。尤其在租稅法領域中，因稅法規定過於複雜、作

業時間過於短暫、調查程序過於倉促、租稅事件過於大量等因素7，亦使課

稅處分之存續力無法等同行政處分之存續力，而必須在不同租稅核定類型

中，調整其課稅合法性、課稅公平性、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所占之比

重。 

                                                 
4 請參照，白鵬飛，行政法總論2，上海：1928 年，第 67 頁；范揚，行政法總論5，台北：

1973 年，第 255 頁；林紀東，行政法新論31，台北：1991 年，第 237 頁；管歐，中國行

政法總論27，台北：1991 年，第 459 頁。 
5 早期存續力理論，受到日本公定力理論影響，故亦有採日本公定力之看法者。惟公定

力理論因過度強調國家權威之重要性，違背現代憲法之精神，故已遭捨棄，請參照，吳

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增訂 10，台北：2006 年，第 378 頁，註 104。有關公定力理論，

請參照，森田寬二，黃如流譯，行政行為之「特殊效力」–以公定力及其界限為中心–，
憲政時代，第 12 卷第 1 期（1986 年 7 月），第 78 頁至第 88 頁；林永頌，論日本行政

處分對法院之拘束，憲政時代，第 12 卷第 3 期（1987 年 1 月），第 60 頁至第 64 頁。 
6 V gl.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2; Peter Badura,in Erichsen/Ehlers, 
Allg. VerwR12, § 38, Rn 45. 
7 Vgl. Kruse, in Tipke/Kruse, Vor §§ 130 AO Rz.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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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歷史發展 
 

第一項  德國 
 

第一款  德國行政程序法與租稅通則制定以前 
 

德國早期著重於行政處分（Verwaltungsakt）之概念（Begriff）及內容

（Inhalt）之說明，而無存續力（Bestandkraft）之討論。例如在１８１０年

普魯士稅法改革（Preußische Steuerreform）以前，稅法並無改正規定

（Korrekturregeln）。蓋當時稅法規定，只要在一般時效期間（allgemeine 

Verjährungsfristen）內，稽徵機關即得為租稅之補徵（Nachforderungen）與

返還（Erstattungen），例如補徵之期限為３０年，請求返還之期限為４４

年8。普魯士稅法改革以後，例如１８１８年關稅及消費稅法（Zoll- und 

Verbrauchsteuerordnung）第１０８條第２項之規定，雖已粗具改正規定之

外觀，但仍無租稅裁決存續力之認識，至多僅為改正規定之先驅9。 

按今日之理解，課稅處分具有存續力後，租稅之補徵及返還請求，即

受到存續力或拘束效力（Bindungswirkung）之限制。稽徵機關須先廢棄或

變更既存之租稅裁決，始得為租稅之補徵或返還10。因此，僅提及應補稅

或應退稅之規定，尚無法認為是排除存續力或拘束效力之規定。真正之改

正規定（Korrekturvorschriften），並非規定稽徵機關對原核定金額，得偏離

（abweichen）多少範圍，而是規定稽徵機關對於瑕疵裁決（fehlerhafter 

Steuerbescheid）之效力，得排除或改正（korrigieren）多少範圍11。因此，

僅強調是否應補徵或返還之規定，而忽略是否係在排除存續力之規定，即

                                                 
8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0. 
9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1. 
10 請參照，陳敏，租稅法之返還請求權，政大法學評論，第 59 期（1998 年 6 月），第

73 頁至第 76 頁。 
11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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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稱為真正之改正規定12。 

    在德國稅法中，稱得上是真正之改正規定者，須溯至１８７６年有關

地方工商稅（Gewerbesteuer）之規定，例如該法第７條第１項規定，經營

範圍或型態嗣後若有改變，地方工商經營者應向政府報告，若改變已影響

稅額之增減，應依該法第７條第２項規定：「政府應將當年度已納稅額計

入，並同時核定其他應納稅額（zugleich den zu entrichtenden Steuersatz,…, 

anderweit festzusetzen ）。」因首次考慮租稅裁決之拘束效力，故學者認為

是最早之改正規定13。 

在德國行政法中，稱得上是真正之改正規定者，須溯至１８６４年

Großherzogthums Baden關於行政執行之法律，該規定提及，在某些行政及

警察事項（Verwaltungs- und Polizeisachen），行政機關得於法律救濟程序

（Rechtsschutzverfahren）外，變更或廢棄原處分（Verfügung）或原決定

（Entscheidung）。故此時之立法者已承認行政處分具有一定之效力

（Wirkung），行政機關若欲偏離既存處分之效力，即須先廢棄既存處分之

效力。該規定亦提及，廢棄須以當事人依原處分合法所取得之請求權未受

侵害為限，而成為今日授益處分撤銷規定之開端14。 

在行政法理論中，有關存續力理論之闡述，應首推Otto Mayer於１８

９５年出版之德國行政法（Deutsches Verwaltungsrecht）。Mayer將民事判

決之「違法但仍有效」概念帶入行政法，並據此認為，除非以其他處分廢

棄原處分，否則違法行政處分之效力仍存在，行政機關及人民仍須受其效

力拘束。因此，在行政處分存續力或拘束效力下，行政機關若欲偏離既存

違法處分之規制內容，則須先撤銷既存違法處分之規制內容15。在該書之

                                                 
12 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  

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不得再補稅處罰。」第 28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五

年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逾期未申請者，不得再行申請。」是否仍停留在百年前

之普魯士稅法時代？ 
13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1 f. 
14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3. 
15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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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救濟章中，Mayer亦認為，於無損人民之權益下，行政機關之決定

（Beschlüsse），仍可變更（abänderbar）。反之，法律若已排除撤銷可能性，

或某項權利係由法律所規定者，則無法再變更16。 

１９１９年德國威瑪租稅通則（Reichsabgabenordnung）開始施行，雖

然該法第７４條至第７８條之規定中，大量使用租稅裁決撤銷

（Zurücknehmen）、限制（Einschränken）、變更（Ändern）、取代（Ersetzen）

或更正（Berichtigen）等術語，但在第７６條第２項仍使用租稅之補徵

（Nachforderung）。故學者認為，德國威瑪租稅通則仍非真正認識到存續

力之存在17。此外，德國威瑪租稅通則第２１２條第１項之所以使用補徵，

亦有意與舊式用法（Sprachgebrauch）相聯結18。因此，在德國，須遲至１

９７７年租稅通則制定後，租稅通則始有真正之改正規定19。 

在德國行政法方面，雖然１９３１年普魯士警察行政法（preußisches 

Polizeiverwaltungsgesetz ） 及 １ ９ ２ ６ 年 圖 林 根 之 邦 行 政 法

（Landesverwaltungsordnung für Thüringen），對於行政機關所發出之許可

（Erlaubnis）或證明（Bescheinigung），賦予行政機關撤銷權，惟仍須受到

一定之限制。最完整之行政處分撤銷及廢止體系，應首推１９３１年符騰

堡邦行政法草案（Entwurf einer württembergischen Verwaltungsordnung），

但該法案並未通過。因此，須至戰後１９６０年代，因各類行政法規不斷

相繼出現，加上立法者又習慣將撤銷或廢止規定視為附屬規定，安插於實

體法中，導致法律適用之複雜性，始促使德國學者開始研究如何統一行政

處分撤銷及廢止規定，隨後並引起立法者重視而著手制定新法20。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4. 
16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4. 
17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5. 
18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6. 
19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35 f. 
20 請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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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北：1990 年，第 183 頁至第 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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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德國行政程序法與租稅通則制定以後 
 

１９６０年代以後，行政程序法統一化逐漸在進行，威瑪租稅通則亦

感受到統一化之壓力，惟因：㈠１９１９年威瑪租稅通則即已存在。㈡威

瑪租稅通則適用五十多年以來，尚符合實務運作。㈢租稅行政有其特殊

性，並非一般行政法所能掌握。㈣稅法一向獨立於行政法之因素，使租稅

通則有關租稅裁決廢棄或變更之規定，並未受到統一化影響而遭到廢止。

但為使租稅通則可與行政程序法一致，立法者一面保持租稅通則之獨立性

（德國行政程序法第２條第２項第１款），一面在制定租稅通則時，盡量

融入行政程序法之規定21，例如租稅通則第三章之一般程序規定，有關行

政處分撤銷或廢止之規定（租稅通則第１３０條與第１３１條），幾乎仿

效德國行政程序法之規定。至於今日租稅通則第１７２條至第１７７條有

關租稅裁決廢棄或變更之規定，亦已認識到存續力之存在，並以排除存續

力或拘束效力，作為制定廢棄與變更規定之目的，而與威瑪租稅通則有所

差異。 

    現行德國行政程序法，亦已配合行政處分存續力或拘束效力而為規

定。惟所配合者究為存續力或拘束效力，則有爭議。蓋行政程序法第４８

條與第４９條規定，與租稅通則第１３０條與第１３１條規定，均有「違

法（或合法）之行政處分，即使已不可爭訟（auch nachdem er unanfechtbar 

geworden ist），行政機關仍得為全部或一部撤銷（廢止）…22。」因條文明

文規定「即使已不可爭訟，仍得撤銷（廢止）」，使形式存續力與實質存續

力之聯結關係，不再存在。學者遂有認為，立法者不再承認存續力之存在，

而改以拘束效力作為排除對象23。故德國至今仍有存續力存否之爭辯。 

                                                 
21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cheiden, Berlin 1998, S. 40. 
22 Vgl.VwVfG § 48 : 「(1) Ein rechtswidriger Verwaltungsakt kann, auch nachdem er 
unanfechtbar geworden ist, ...」; VwVfG § 49 :「 (1) Ein rechtmäßiger nicht begünstigender 
Verwaltungsakt kann, auch nachdem er unanfechtbar geworden ist,...」; AO § 130 :
「 (1)Ein rechtswidriger Verwaltungsakt kann, auch nachdem er unanfechtbar geworden 
ist,...」; AO § 131 :「 (1)Ein rechtmäßiger nicht begünstigender Verwaltungsakt kann, auch 
nachdem er unanfechtbar geworden ist,....」 
23 雖然法律標題仍使用存續力，但學者亦認為此乃立法文字錯誤，可不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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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我國 
 

第一款  行政程序法施行前 
 
一、實務上 

中國自古雖有行政法典24，但須至西元１９１１年民國成立後，中華

民國臨時約法第１０條始規定：「人民對於官吏違法損害權利之行為，有

陳訴於平政院之權。25」並隨１９１４年平政院在中國成立後26，開始有人

研究行政處分之確定力或存續力。反之，臺灣在日治時期，人民僅能透過

請願，促請官署取消或變更原處分27，並無訴訟權利，故官署事後取消或

變更原處分，縱使不利於人民，人民亦無權反對。 

司法院早期認為，原處分經訴願決定，未再提起再訴願或行政訴訟，

因而確定者，「該原處分或原決定之官署，均應受拘束，不得由原決定官

署自動撤銷其原決定。…惟訴願再訴願，均為人民之權利或利益因官署之

違法或不當處分致受損害而設之救濟方法，苟原處分原決定或再訴願官

署，於訴願再訴願之決定確定後，發見錯誤或因有他種情形，而撤銷原處

分另為新處分，倘於訴願人、再訴願人之權利或利益并不因之而受何損

害，自可本其行政權或監督權之作用另為處置。28」至於另發生新事實者，

司法院亦認為：「當然得由該管官署另為處分。倘僅發現新證據，在現行

訴願法，并無再審之規定，原處分及原決定官署，自仍應受其拘束。29」 

    至於未經訴願決定之案件，行政處分對原處分官署、或直接上級官署

之拘束力為何？前揭司法院解釋並無說明，行政法院在成立初期，立場則

不一致，持肯定說者認為：「行政官署以行政處分為人民設定之權利，事

                                                 
24 光緒 25 年（西元 1899 年）所完成之光緒會典，是至今世界上最有系統，且最完備之

封建行政法典，請參照，張晉藩，中國法制史，台北：1992，第 546 頁。 
25 請參照，黃源盛，平政院裁決錄存（上冊），台北：1999 年，第 13 頁。 
26 請參照，黃源盛，平政院裁決錄存（上冊），台北：1999 年，第 16 頁。 
27 請參照，王泰升，行政組織及作用（下）–台灣近代行政法史，月旦法學雜誌，第 70
期（2001 年 3 月），第 171 頁。 
28 請參照，司法院 25 年院字第 1557 號解釋。 
29 請參照，司法院 25 年院字第 146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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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非具有法令上之原因或本於公益上之必要，原不得任意撤銷。30」持否

定說者認為：「未經訴願決定之案件，原處分官署既自覺其處分為不合法，

本於行政上之職權作用，原得自動的為撤銷原處分之處分或另為處分。31」

後來最高行政法院逐漸傾向否定說，例如２５年判字第４號判例：「上級

官署對於下級官署所為之行政行為，如認為違法或不當，自得以監督權之

行使而停止或撤銷之。又行政官署之設權行為，其後依職權變更或撤銷，

受益人祇得提起訴願。32」 

民國３４年１０月２５日臺灣光復後，中央及地方各稅目，皆暫由臺

灣省代徵，並以「臺灣省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例」作為課徵

依據，簡稱為統一稽徵條例。所謂之統一稽徵，係指除關、鹽兩稅外，其

他各項稅捐之稅目、起徵點、稅率、課稅對象、課徵標準、免稅範圍、罰

則、救濟程序、有效期間等，均統一納入該條例稽徵33。統一稽徵條例原

為過渡性法律，以一年為一期。惟因融合各稅、稅目簡化、分類明確、稅

率減低、罰則劃一等優點，而一再延長其適用期限34。直到民國５６年底，

因各類稅法已完備，始予以廢止35。 

在統一稽徵條例中，對於課稅處分是否有確定力或存續力，或對於確

定課稅處分是否得為撤銷等，均未規定。值得注意的是，統一稽徵條例曾

經增訂第３２條36，對於已確定之處罰裁定，若發現有違法或錯誤者，徵

                                                 
30 請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23 年判字第 3 號判例，本判例已不再援用。 
31 請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24 年判字第 4 號判例。 
32 請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25 年判字第 4 號判例。 
33 臺灣剛光復時，中央對臺灣省採特別預算制。並由財政部頒布臺灣省徵收國稅暫行辦

法，作為稽徵之依據。民國 39 年 12 月 30 日，則由行政院核定公布戡亂時期臺灣省內

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暫行辦法代替之，於民國 40 年 6 月 16 日，始由立法院通過臺灣省內

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例，請參照，孔一諤，統一稽征條例之遞嬗，稅務旬刊，

第 226 期（1958 年 1 月 10 日），第 12 頁。    
34 請參照，白寶瑾，統一稽征條例之演變，稅務旬刊，第 73 期（1953 年 10 月 10 日），

第 37 頁；鮑亦榮，論稅捐統一稽征條例之特質與亟待修正改進之我見，稅務旬刊，第

75 期（1953 年 10 月 31 日），第 4 頁。 
35 民國 56 年 12 月 29 日，該條例廢止，請參照，稅務旬刊，第 586 期（1968 年 1 月 10
日），第 21 頁。 
36 統一稽徵條例第 32 條規定（民國 43 年 8 月 12 日經總統公布）：「已確定之處罰裁定，

有違法或錯誤者，主管徵收機關或受處分人於裁定確定後十四日內，為受處分人之利

益，得聲請原裁定法院更正之。 有更正之聲請時，關於聲請更正部分，停止強制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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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機關或受處分人得於裁定確定後１４日內，為受處分人之利益，聲請原

裁定法院更正之37。財務罰鍰裁定雖與課稅處分不同，但兩者仍有相通之

處，故當時之立法及相關研究38，仍值得參考。 

民國５６年底，統一稽徵條例因期滿不再延長而失效，即進入分稅立

法時期，當時各稅法僅有租稅應如何補徵或返還之規定，而無課稅處分應

如何撤銷或變更之規定，例如所得稅法第１１５條及營業稅法第４１條，

即為此時之代表性規定。另外，根據學者記載，關於租稅補徵之規定，尚

有：遺產稅法第３０條，對虛偽申報或隱匿遺產之行為，照補稅額；證券

交易法第９條，對於短徵、漏徵情形者，規定稽徵機關應發單補徵；印花

稅法第２６條、第２７條、第４０條，關於另貼，加貼及補貼印花稅票；

外銷品退還稅捐辦法，有關外銷品稅捐記帳原料，由於免稅原因消滅，依

法應行補徵等規定39。 

當時之財政部認為：「縣市稽征機關核定稅額，經發現錯誤後，雖已

征繳，或已逾申請復查期限，但為求課征正確起見，該管稽徵機關可依據

原案，自動更正。」不論原課稅處分是否有利於納稅義務人，在課稅錯誤

之情形下，均不具有實質上確定力40。財政部後來受到司法院２５年院字

第１５５７號解釋影響，在財政部４７年台財參發第８３２６號令中，則

認為若經訴願程序實體審理者，仍有實際上之確定力，若發現錯誤或其他

情形者，僅於訴願人之權益並不因之受有何損害時，始得撤銷原處分，而

另為新處分，至於未經訴願程序實體審理者，則仍無實質之確定力41。 

                                                                                                                                            
聲請更正之裁定，應於接受聲請後十日內為之。 關於更正之裁定，原裁定法院為地方

法院時，得於裁定送達後七日內提出抗告，但不得再抗告。 在抗告期間，不停止強制

執行。」請參照，法令附載，稅務旬刊，第 104 期（1954 年 8 月 20 日），第 4 頁。 
37 本條之出現，係因當時在擬定財務案件處理辦法時，曾作成一項結論，即確定裁定之

更正，應另於統一稽徵條例處理，故增定之，請參照，張博明，財務案件處理辦法之制

定原則及其審定之經過，稅務旬刊，第 111 期（1954 年 10 月 31 日），第 4 頁。 
38 例如，高嵩，統一稽徵條例修正條文之研究，稅務旬刊，第 111 期（1954 年 10 月 31
日），第 8 頁至第 9 頁。 
39 請參照，張松，租稅法概論，台北：1966 年，第 207 頁。 
40 請參照，財政部 45 年臺財稅發字第 0721 號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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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司法院 25 院字第 1557 號及第 1461 號解釋，與財政部 47 年台財參發第 8326 號令，

請參照，稅捐稽徵法令彙編，台北：2007 年，第 195 頁至第 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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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最高行政法院５８年判字第３１號判例亦認為：「納稅義務人

依所得稅法規定辦理結算申報而經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案件，如

經過法定期間而納稅義務人未申請復查或行政爭訟，其查定處分，固具有

形式上之確定力，惟稽徵機關如發現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為維持課稅公

平之原則，基於公益上之理由，要非不可自行變更原查定處分，而補徵其

應繳之稅額。」對於未申請復查或行政爭訟之查定處分，否認其有實質存

續力之存在，甚為明白。 

民國６５年代，學說對於行政處分或課稅處分確定力（存續力）已有

認識42，認為稽徵機關若須偏離既存核定之內容，即須先排除該核定之效

力，待原核定效力消失後，始得為租稅之補徵或退還。然而，當時所制定

之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或第２８條，對於應在如何之範圍內排除課

稅處分之效力，卻隻字未提，顯見當時之立法者僅認識租稅之補徵或退

還，而未認識到在補稅或退稅以前，須先排除課稅處分之效力。因此，稅

捐稽徵法之制定，對於課稅處分確定力（存續力）存否之問題，仍未觸及，

似仍停留於百年前普魯士稅法時代。 

民國８０年代前後，實務上仍逕將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或第２

８條規定作為補稅或退稅之依據，至於補稅或退稅前，是否須先排除課稅

處分確定力（存續力），則未敘及。雖然當時最高行政法院８３年判字第

１５１號判例43，甚至已承認信賴保護原則得限制行政機關之撤銷權，但

最高行政法院８７年判字第１２７９號判決仍認為：「依稅捐稽徵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應課之稅捐，五年內均可補徵，本件原告進口系爭牧草自民國

八十年起，迄原告接受上開八十四年八月十六日八四處分稅一字第 0 一四

一 0 二號函止，未逾五年，亦難謂有違誠信及信賴保護之原則，原告縱然

受到難以回復之財產上損害，乃原告違章之結果，咎由自取，猶推諉於被
                                                 
42 請參照，下述「二、學說上」之說明。 
43 請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83 年判字第 151 號判例：「行政機關於審酌是否撤銷授予利益

之違法行政處分時，除受益人具有：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

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

處分、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等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外，依行政法上

信賴保護原則，為撤銷之行政機關固應顧及該受益人之信賴利益，但為撤銷之行政機關

行使裁量權之結果，倘認為撤銷該授予利益之違法行政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顯然大於受

益人之信賴利益者，該機關仍非不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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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亦不足採。」 

當時之最高行政法院，有時則認為課稅處分為負擔處分，撤銷確定課

稅處分，既對當事人有利，難謂有信賴保護或實質存續力之問題，例如最

高行政法院８９年判字第１１０５號判決：「茲原告起訴仍執前詞外，並

指被告之重核有違信賴保護及誠實信用原則云云。除原決定業已論明，不

予贅述外。查所謂信賴保護原則，係指人民因信賴授益處分之存續力，就

生活關係已作適當之安排，嗣該授益處分縱經撤銷，人民之信賴利益亦應

受保護者而言。本件被告核定稅額行為，屬負擔處分，並無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且原告以非屬本業損失，予以列報，被告核實否准認列，亦與誠

實信用原則無涉。原告起訴意旨執以指摘，難謂有理。」 

 

二、學說上 

民國２０年代前後，學者白鵬飛先生認為：「凡有效成立之行政行為

（按：行政處分）。一面有拘束受其效果之相對人之力。一面有拘束國家

自身之力。…行政行為之拘束力。與其確定力之意義不同。確定力亦稱為

既判力。其觀念主由裁判判決而發達者。即一經判決之後。不許加以變更

之力之謂也。通常分之為形式的確定力。與實質的確定力。…實質的確定

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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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官廳意見之改變。取消或變更其行為44。有確

定力之行政行為，僅屬於例外。…但一切國家之行為。其屬於有確定力者。

必須其內容雖違法。然仍不得變更。而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其行為。須得

利害關係人之參與。其關係者對於其行為之不可變更。固有主張之權利者

也。45」後來，范揚46、馬君碩47、陳鑑波48、史尚寬49、管歐50、應式文51

                                                 
44 請參照，白鵬飛，行政法總論2，上海：1928 年，第 66 頁至第 67 頁。 
45 請參照，白鵬飛，前揭書，第 83 頁至第 84 頁。 
46 請參照，范揚，行政法總論5，台北：1973 年，第 254 頁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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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歐，中國行政法總論18，台北：1981 年，第 459 頁以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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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 -



第二章  課稅處分之存續力及其排除 

等先生，對於行政處分之確定力，亦有說明。 

另外，學者林紀東先生認為：「實質的確定力，對官署言，謂一旦決

定之事件，視為就其內容已為最終之決定，官署對於同一事件，不得再為

審理變更之效力，學理上稱為一事不再理之原則，亦稱不可變更力。行政

處分，是否有實質的確定力，學說頗不一致：㈠有倡否定說，…。㈡有倡

肯定說，…。㈢亦有折衷於前列二說之間，…此又可分二說：（a）此說將

行政法院之判決，與其他處分相區別，認為前者有實質的確定力，後者是

否有實質的確定力，又應視情形而異，如有為命人民以義務，或使其發生

不利益結果之處分，不具實質的確定力，如為授予人民利益之行為，則具

有實質的確定力，行政官署不得將其撤銷變更。蓋…以免朝令夕改，損害

人民之權利也。（b）此說謂應視羈束處分與自由裁量處分而不同，前者有

實質之確定力，後者無之，因前者為依法執行行為，不容行政官署擅自變

更，後者則為法規授權行為，具有彈性，行政官署自可因時勢之必要，自

由變更之也。以上四說，以折衷說之（a）說為通說，多數學者皆崇之，然

吾人甯贊同否定說之結論，…惟其理由與論者不甚相同耳。蓋…公益宜重

於私益，…適應變化無常之情勢，…仍斤斤於個人私益（既得權）之保護，

忽視社會大眾之公益，殊非現代行政所宜有者也。52」 

當時之租稅法學者，例如張松先生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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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另外，康炎村先生曾

整理相關實務見解54。其他例如鄭邦琨55、鄧海波56、關吉玉57、高永長58、
                                                                                                                                            
第 9 頁。 
52 請參照，林紀東，行政法新論31，台北：1991 年，第 237 頁至第 239 頁。 
53 請參照，張松，租稅法概論

初
，台北：1966 年，第 155 頁至第 156 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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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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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請參照，鄧海波，賦稅法概論

初
，高雄：197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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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璧雙59、王士麟60、張則堯61等先生，則甚少論及課稅處分之確定力。 

惟當時亦有先進見解者，例如商樵先生認為：「假設曾有此事：納稅

義務人依限繳納後，時過數月，忽奉稽徵機關通知，謂原課徵有誤，應予

補徵稅款若干。某納稅義務人大為不服，…問題於焉發生：稽徵機關之課

稅命令（按：課稅處分）有無確定力？如有，原課稅命令是否可予變更？

在何種情形下始可變更？…依實質確定力之通說，行政處分於人民有利者

應具有實質上確定力。…惟行政處分是否只須有利於相對人，不論任何情

形均有實質上確定力，殊屬疑問。…就刑事訴訟言，對已經確定之判決，

以原判決認定事實之不當，不論為受判決人之利益或不利益，均得聲請再

審以撤銷或變更已確定之判決。…行政處分較司法裁判更具有機動性，故

縱使原行政處分係有利於相對人，在若干情形下，似仍應認為其不具有實

質上確定力。…下列情事之一者，無實質上確定力（即不論為納稅義務人

之利益或不利益，均可變更課稅命令）：㈠…提供核稅之帳簿文具為虛偽

不實之記載，…。㈡…經辦人員，…因該課稅案件，犯職務上之罪，…。

㈢納稅義務人對…經辦人員犯行賄罪…妨害自由罪者…。㈣原課稅命令所

依據之課稅資料變更者…。㈤…對課稅客體認識錯誤，或適用法令有誤

者，…上列幾種情形…宜加以時間限制。62」至於有利於納稅義務人之已

確定課稅處分，若無上述所列之情形，則應依多數說見解，承認其有實質

之確定力，不宜再撤銷或變更之63。 

 

 

第二款  行政程序法施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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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版
，台中：1984 年。 

60 請參照，王士麟，稅務法規4，台北：1983 年。 
61 請參照，張則堯，現行稅法概要

再增訂版
，台北：1980 年。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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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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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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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程序法之立法者，僅將第２章第３節命名為行政處分之效力，而

未如德國行政程序法命名為行政處分之存續力，且依該法第１１７條規

定：「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

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

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列信

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利益之行政處分，其信賴利益顯然大於

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僅於信賴利益顯然大於所欲維護之公益時，行

政機關始不得撤銷授益處分，似乎我國立法者有意否認實質存續力之存

在。 

惟參酌同法第１１７條之立法理由：「基於依法行政原則，行政機關

本應依職權撤銷違法之行政處分，即使該處分已發生形式上之確定力，亦

然。惟若如此，將使法定救濟期間之規定喪失意義，且使法律狀態長期處

於不安定的爭議中，而使行政機關及法院疲於應付。…此外，為免公益遭

受重大損害，以及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行政機關之撤銷權應予限制，爰設

但書規定64。」立法者在此表明，除法安定性外，公益原則及信賴保護原

則均得限制撤銷權。因實質存續力之憲法基礎，正是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

原則，故立法者似又隱約承認實質存續力之存在。 

因此，行政程序法制定後，立法者是否承認或反對行政處分之實質存

續力？從立法條文與立法理由中，均無法確定。尤其我國論者在行政程序

法第１１７條之註釋中，對於實質存續力是否存在，亦眾說紛紜，例如有

認為，既然得隨時撤銷，即無實質存續力可言65。亦有認為，雖有實質存

續力，但仍得於一定要件下撤銷66。另有認為，不可一概而論，應視其內

容而定，如為授予人民權益者，應具有實質確定力67。因此，對於行政處

分實質存續力存否之爭議，並未因行政程序法之制定而休止，加上行政程

序法之適用範圍，亦未排除租稅行政處分之適用（行政程序法第３條），

從而，課稅處分是否有實質存續力？至今仍維持著百年來之爭議。 
                                                 
64 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3 頁至第 195 頁。 
65 請參照，李惠宗，行政法要義3，台北：2007 年，第 333 頁。 
66 請參照，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與周志宏，行政程序法實用2，台北：2001 年，第

218 頁。 
67 請參照，羅傳賢，行政程序法論3，台北：2002 年，第 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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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稅處分之存續力及其排除 

第三節  學說理論68

 

第一項  傳統見解 
 

第一款  形式存續力與實質存續力 
 
一、形式存續力 

傳統見解認為，依各稅法所成立之租稅請求權，經作成課稅處分後，

始具體化成特定稅額。經合法通知後，始依其內容對當事人發生效力。除

非課稅處分無效，否則課稅處分之內容，即經過第一次之效力加強

（Verfestigung）69。效力加強之依據，為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０條第１項後

段規定：「…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力。」與行政

程序法第１１０條第３項：「行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

失效者，其『效力繼續存在』。」惟此時，課稅處分仍具有可爭訟性，其

內容可能因爭訟而有變動。 

課稅處分須至無法再提起通常行政救濟（ordentliche Rechtsbehelfen）

後，始可能形式上確定，即具備所謂之不可爭訟性（Unanfechtbarkeit）或

形式存續力。原則上，課稅處分之內容，因形式存續力之第二次效力加強
70，而產生實質存續力。所謂形式存續力，係指課稅處分無法再依通常救

濟手段廢棄或變更而言71。蓋在實務上，稽徵機關因租稅事件不可爭訟而

                                                 
68 本文論述課稅處分之存續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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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上，對於所引用之德國或我國

文獻而言，該文作者可能未曾就課稅處分說明，而純由本文作者援引其意，而試行於課

稅處分之中，對此合先敘明。 
69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10; Ferdinand O. 
Kopp/Ulrich Ramsauer, VwVfG7, § 35, Rn. 4 ff. 
70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5. 
71 Vgl. Wolff/Bachof/Stober, VerwR Ⅱ6, § 50, Rn. 7; Badura, in Erichsen/Ehlers, Allg. 
VerwR12, § 38, Rn. 47; Kopp/Ramsauer, VwVfG7, § 43, Rn. 29;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10; Seer, in Tipke/Lang, Steuerrecht18, § 
21, Rz. 83；范揚，行政法總論5，台北：1973 年，第 254 頁；林紀東，行政法新論31，

台北：1991 年，第 2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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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檔後，除非日後再因他人之檢舉，或稽徵機關之主動發現，否則在稽徵

資源有限下，稽徵機關亦不會輕易再開啟調查。因此，在形式上，形式存

續力確實能使課稅處分具有一定之穩定性（Stabilisierung）。 

關於形式存續力發生之原因，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雖列有法定救濟

期間經過後，但實際上並不限於此72。例如稅捐稽徵法第３４條第３項規

定：「第一項所稱之確定，係指左列各種情形：一、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之案件，納稅義務人未依法申請復查者。二、經復查決定，納稅義務人未

依法提起訴願者。三、經訴願決定，納稅義務人未依法提起再訴願者。四、

經再訴願決定，納稅義務人未依法提行政訴訟者。五、經行政訴訟判決者。」

其他尚有：當事人為訴訟之捨棄、訴訟之撤回、或是透過其他終結訴訟之

表示等。惟課稅處分不因尚有非常救濟手段，例如再審訴願或再審訴訟，

而阻止形式存續力之發生73。同理亦可得知，課稅處分之形式存續力，亦

不因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等關於職權撤銷規定而不發生74。 

 

二、實質存續力 

今日之傳統見解，雖然仍認為形式存續力為實質存續力之發生要件
75，但課稅處分實質存續力與判決實質確定力已完全不同，實質存續力應

有其獨立意義76。因此，持傳統見解之早期學者，雖將課稅處分實質存續

力與判決確定力相同處理，但今日持傳統見解之學者，已揚棄此一觀念，

在此先予以敘明。 

課稅處分之所以有實質存續力，係因從通知至不可爭訟過程中，課稅

                                                 
72 最高行政法院 93 判字第 1639 號判決：「…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五年者，不

得申請，為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所明定。本條所謂『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係

指行政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不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加以撤銷或變更，而發

生形式確定力者而言。」亦對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從寬解釋。 
73 Vgl.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3. 
74 Vgl. Kopp/Ramsauer, VwVfG7, § 43, Rn. 31. 
75 請參照，白鵬飛，行政法總論2，上海：1928 年，第 67 頁；范揚，行政法總論5，台

北：1973 年，第 254 頁至第 255 頁；林紀東，行政法新論31，台北：1991 年，第 237
頁。 
76  Vgl. Badura, in Erichsen/Ehlers, Allg. VerwR12, § 38, Rn. 45; Matthias Loose, in 
Tipke/Kruse, Vor § 172 AO R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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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之規制內容，已歷經兩次之效力加強，因此，該規制內容對稽徵機關

及當事人而言，即發生最終之拘束，即傳統見解所謂之實質存續力。實質

存續力使課稅處分之規制內容具有安定性，原則上，任何人均應予以尊

重，而不應反駁，稽徵機關亦不應再隨意排除課稅處分之效力。除非例外

因法律之特別授權，例如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或第１２８條等規定，始

得排除之77。 

依傳統見解認為，所謂之實質存續力，係指課稅處分發生該效力後，

課稅處分在內容上即有廢棄禁止（Aufhebungsverbot）及偏離禁止

（Abweichungsverbot）之適用78。所謂廢棄禁止，係指稽徵機關不得再排

除課稅處分之效力79。所謂偏離禁止，係指對於已經決定之內容，稽徵機

關下次亦須予以注意，對於已經決定之事項，下次亦不得偏離80。而且下

次若涉及已決之同一事項，稽徵機關及當事人均應以之作為決定前提81。

故課稅處分已決之問題，即有已決效力（präjudizielle Wirkung）82，稽徵

機關下次即不必重新再調查。就此而言，實質存續力即有程序經濟

（Verfahrensökonomie）之功能83。 

昔日傳統見解常將一事不再理原則作為實質存續力之內涵，惟今日傳

統見解已不採此看法。學說上認為，所謂一事不再理（ne bis in idem），係

指禁止重覆審理（Wiederholungsverbot），此原則因與稽徵程序之職權主義

有違，故實質存續力並無一事不再理之特性84。高雄高等行政法院９２年

度訴字第２７０號判決亦認為：「法律救濟期間經過後，基於法律安定之

要求，不許人民再主張不服，行政處分即具有存續力。然而存續力並不能

                                                 
77 Vgl. Kopp/Ramsauer, VwVfG7, § 43, Rn. 31. 
78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11. 
79 Vgl. 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17. 
80 Vgl.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4. 
81 Vgl. 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39.  
82 Vgl. 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44 f. 「已決效力」原是法院判決

確定力之特徵，例如最高行政法院 29 年判字第 13 號判例：「司法機關所為之確定判決，

其判決中已定事項，若在行政上發生問題時，行政官署不可不以之為既判事項，而從其

判決處理。」 
83 Vgl.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4. 
84 Vgl. 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44 f. 

 - 64 -



第二章  課稅處分之存續力及其排除 

絕對妨阻對行政處分再為審查。縱然法院之判決，亦可經由再審而重為審

查，如有違法，並得予以廢棄。行政處分之作成，通常未經正式之程序，

其正確性亦不如法院之判決，尤應給與重新審查之機會。」 

 

 

第二款  實質存續力與存在信賴之區別 
 

實質存續力常與存在信賴（Bestandsvertrauen）相聯結，但兩者仍有差

異85。蓋實質存續力雖以不可變更性為特徵，但亦非完全不可突破。至於

在何種情形下，可以突破實質存續力？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依行

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本文規定，應由行政機關依其職權為合義務之裁量。

此外，在出現極端例外之情形時，例如受益人之信賴利益顯然大於撤銷所

欲維護之公益，此時因裁量縮減至零，課稅處分即有最穩固之實質存續力

（同法第１１７條但書）。 

由此可知，存在信賴為突破實質存續力之限制要件，而非實質存續力

之發生要件86。因此，不宜將實質存續力與存在信賴混淆。國內常有將兩

者混淆者87。將實質存續力與存在信賴混淆在一起，則有以下之缺點：㈠

實質存續力之意義將不明確，蓋實質存續力之意義，為行政處分內容之拘

束效力，不宜將行政處分之存在保護（Bestandsschutz）視為實質存續力之

內涵。㈡將實質存續力視為存在保護，易使實質存續力陷入循環論證。 

 

 

第三款  存續力與自我拘束效力 
 

因實質存續力以形式存續力作為發生要件，因此，在形式存續力發生

                                                 
85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2. 
86 例如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判字第 328 號判決亦認為：「至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但書各款

所規定者，乃阻卻撤銷權發生之事由，而非『撤銷原因』，…」。 
87 請參照，林錫堯，行政法要義3，台北：2006 年，第 313 頁；陳新民，行政法總論8，

台北：2005 年，第 3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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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實質存續力亦不存在。惟稽徵機關在課稅處分生效至不可爭訟期間，

仍受課稅處分之自我拘束效力（Selbstbindungswirkung）限制。所謂自我拘

束效力，係指無論存續力是否存在，作成處分之機關，在所自為之處分未

撤銷前，皆不得作成偏離該處分之規制88。因自我拘束效力僅有偏離禁止，

而無廢棄禁止，又與實質存續力有所重疊，故其重要性並不高。但在多階

段行政程序中，為維持決定之一致性，仍有承認自我拘束效力之必要89。  

 

 

 

第二項  拘束效力說 
 

第一款  概說 
 

德國因行政程序法第４８條、社會法典第４４條及租稅通則第１３０

條規定：「違法行政處分，即使已不可爭訟，亦得…撤銷。」因此，常有

學者認為，不可爭訟性之有無，與行政機關之撤銷權無關。此外，德國關

於存續力之概念，自古以來即眾說紛紜，成為「意見之迷宮」或「巴比倫

之語言混亂」90。因此，不少學者開始力倡，應放棄存續力概念，改認為

行政處分或課稅處分經通知生效後，行政處分或課稅處分即有拘束效力

（Bindungswirkung）91。換言之，應以拘束效力取代實質存續力，並以拘

束效力作為前後一貫性之概念。 

 

 

第二款  拘束性與拘束效力 
 

                                                 
88 Vg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992, 36. 
89 Vg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992, 36.  
90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8 f. 
91 例如Max-Jürgen Seibert, Die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Baden-Baden 1989, 
S. 19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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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處分係一種單方命令的（ einseitig angeordnet ）、拘束的

（ verbindlich）、發生法律效力的（ rechtsfolgebegründend）及高權的

（hoheitlich）行為（行政程序法第９２條第１項）。對此高權行為，學說

上稱為規制（Regelung），即規範當事人生活事實之意92。因此，課稅處分

亦因規制而有拘束性（Verbindlichkeit）93。所謂拘束性，即一種得讓課稅

處分依法施展其法律效力之作用94。 

拘束性本身即含有拘束效力（Bindungswirkung），而拘束效力既是拘

束性之基本要素，亦是拘束性之一部分95。課稅處分係根據其拘束效力，

始得在具體租稅法律關係中，對當事人產生強制法（zwingendes Recht）作

用96。故拘束效力對於課稅處分之規制內容，具有闡明及穩定之功能97。並

在課稅處分有效期間，使當事人具有潛在值得保護之信賴98。此外，拘束

效力強調當事人與國家均應注意及遵守課稅處分之規制內容，從而，所謂

之拘束效力，亦有廢棄禁止或偏離禁止之意義99。 

拘束效力存在於課稅處分之各種效力中100，無論作成機關、其他機

關、當事人或法院，在各階段程序中，均有注意已決內容之義務。此亦顯

示拘束效力在各程序階段中，均有其一貫性，不因程序階段之不同，而有

                                                 
92 Vgl. Wolff/Bachof/Stober, VwR Ⅱ6, § 45, Rn. 43. 
93 有將Verbindlichkeit稱為拘束力者，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395 頁。惟亦有將Bindungswirkung稱為拘束力者，請參照，翁岳生編╱許宗力，行政法

（上）3，台北：2006年，第 513頁。亦有將Verbindlichkeit稱為拘束力，而將Bindungswirkung
稱為拘束效力者，請參照，洪家殷，行政處分撤銷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論

文，1992 年，第 253 頁至第 254 頁。亦有將Bindungskraft稱為拘束力，將Bindungswirkung
稱為拘束效果者，請參照，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增訂 10，台北：2006 年，第 390 頁

及第 387 頁。本文將Verbindlichkeit稱為拘束性，將Bindungswirkung稱為拘束效力。 
94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2.  
95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2. 
96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2. 
97 Vgl. Hartmut Maurer, Allg. VwR16, § 11, Rn. 2. 
98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3. 
99 Vgl. 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15.  
100 Vg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992, 3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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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弱之分，故傳統見解所謂之兩次效力強化，應指拘束性而言，而非指拘

束效力。此外，因拘束性以拘束效力為要素，故拘束性係隨著程序階段之

進行而逐漸強化，而非因不可爭訟性而瞬間產生倍增效果，對此，傳統見

解即有不合理之處101。正確言之，拘束性受到拘束效力之影響，應是量之

漸增（quantitativer Zuwachs），而非質之遽增（qualitativer Umschlag）102。 

我國多數說亦採此說，蓋國內有學者認為103，基於存續力與確定力之

不同，存續力應更有彈性，故存續力係程度上之增減，而非本質上之改變，

即採此說看法。另外，有學者認為104，既然不可爭訟後，行政機關尚可事

後廢棄原處分，故存續力與不可爭訟性並無關係。或有學者認為，拘束力

即存續力105等等，皆可推知其係源自拘束效力說。 

 

 

第三款  傳統見解之缺點 
  

    拘束效力說之所以受到支持，係因傳統見解有以下之缺點：㈠傳統見

解雖將行政處分之生效與存續力分離，但對於為何將行政處分之拘束性

（Verbindlichkeit）分成兩段？其正當性又何在？即無合理之說明。㈡既在

實質有效性發生時，即對作成機關產生拘束性，又何必需要經由不可爭訟

性使其效力增強？㈢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既已明文規定，即使不可爭

訟，行政機關亦得撤銷其處分，故將實質存續力繫於不可爭訟性，並無道

理106。 

                                                 
101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61. 
102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62 f. 
103 請參照，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增訂 10，台北：2006 年，第 371 頁；張文郁，行

政處分之形式存續力和依法行政原則之維護，月旦法學雜誌，第 88 期（2002 年 9 月），

第 20 頁。 
104 請參照，翁岳生編╱許宗力，行政法（上）3，台北：2006 年，第 515 頁。 
105 請參照，陳新民，行政法總論8，台北：2005 年，第 344 頁至第 345 頁。 
106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6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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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見解之所以將不可爭訟聯結到不可變更，再由不可變更作為實質

存續力之特徵，主要係出於穩定性（Stabilisierung）之考量。蓋認為此時

最適合作為信賴保護之時點。惟由此亦可得知，決定信賴是否值得保護之

時點，並非行政處分有效性之發生時點，亦非不可爭訟性之發生時點，而

是行政處分之穩定性。因此，在課稅處分不可爭訟以前，課稅處分若已足

夠穩定，當事人之信賴仍可能值得保護，而具有不可變更性107。 

 

 

 

第三項  互補概念說 
 

    採此說者認為，存續力仍得區分為形式存續力與實質存續力。但基於

課稅處分之拘束性（Verbindlichkeit）與法持續性（Rechtsbeständigkeit），

存續力與實質有效性及廢棄可能性（Aufhebbarkeit）密切相關。此係因實

質存續力實際上與廢棄可能性具有互補概念（Komplementärbegriffe）之關

係108。 

因此，實質存續力係由以下兩者所構成109： 

﹣拘束效力（Bindungswirkung）： 

  由稽徵機關單方作成之課稅處分，對於當事人及作成該課稅處分之行政

機關雙方，皆有拘束力。課稅處分在通知當事人而發生法律效力時，即

具有拘束力。具有形式存續力之課稅處分，其拘束力因而強化，當事人

不得再對之為爭訟。 

﹣有限制之廢棄可能性（beschränkende Aufhebbarkeit） 

  稽徵機關雖受其課稅處分之拘束，惟仍得於一定條件下，在法律救濟程

序外，另為課稅處分之撤銷，以排除其拘束力。例如我國行政程序法第

                                                 
107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60 f. 
108 Vgl. Maurer, Allg. VwR16, § 11, Rn. 7；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43 頁。 
109 Vgl. Maurer, Allg. VwR16, § 11, Rn. 7；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42 頁

至第 443 頁；洪家殷，行政處分之成立及效力，月旦法學教室雜誌，第 41 期（2006 年

3 月），第 47 頁至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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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條、第１２９條等規定。至於何時課稅處分始不得再被廢棄？實

質存續力須與廢棄可能性作互補概念之理解：唯有課稅處分不得撤銷或

廢止時，始有實質存續力；反之，課稅處分不具有實質存續力時，即可

為撤銷或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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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務見解 
 

行政程序法施行前，最高行政法院依據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之

規定，一向否認實質存續力之存在。因此，當民國９０年１月１日行政程

序法施行後，最高行政法院是否因此改變見解？或至少承認信賴保護原則

得限制稽徵機關之撤銷權？主要可分成以下幾種見解： 

﹣公益應優先，無存續力或信賴保護之問題： 

例如９１年判字第２３０７號判決：「按在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

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定

有明文，蓋依據核實課稅原則，稅捐稽徵機關應依其查得之資料據以正

確計算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額，稅捐稽徵程序中，核課期間內，對稅捐

稽徵機關作成種類及額度皆正確之要求，應大於課稅處分之存續力，是

以上開法條乃規定在核課期間內，縱原核課之處分法定救濟期間經過

後，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仍可以廢棄或變更不正確之

稅捐處分。」 

例如９６年判字第８５１號判決：「依上引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

定，只要在核課期間內發現有應徵之稅捐，被上訴人（按：財政部臺北

市國稅局）仍得補徵並予以處罰。從而被上訴人依法補徵及並予處罰既

是法律所規定，納稅義務人自無從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課稅處分為負擔處分，無存續力或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 

例如９５年判字第１２４９號判決：「依現行行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

僅有在授益行政處分之撤銷時，始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本件係課稅

之負擔行政處分，原則上並無信賴利益保護之問題，縱將信賴保護原則

視為行政法之一般法理，因上訴人所引之兩號財政部函釋於行為時業已

廢止，故本件並無信賴基礎存在，又上訴人亦無法証明其資金另有規劃

而有信賴表現之行為，顯未能符合信賴保護之要件，原審認上訴人完全

沒有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之餘地，並無違誤。」 

﹣透過爭點主義，迴避存續力或信賴保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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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９５年判字第２９號判決：「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此

之補徵，係對原未經為核課稅捐處分部分為之，對原已經核稅處分部

分，則未為任何變更，自難認係就原核課稅捐之處分予以撤銷，核與行

政程序法第 117 條所定違法行政處分之撤銷無涉，自無該條之適用。況

課稅處分原非授益處分，亦不生受益人之信賴利益應予保障之問題。查

本件上訴人在原審以被上訴人撤銷原已確定之課稅處分，再對上訴人補

徵稅款，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云云，揆之前開說明，自無足採。」 

例如９６年判字第７３號判決：「本件 XX 公司未分配盈餘累積數既經上

訴人（按：臺灣省北區國稅局）依法核定確定，於未經法定程序撤銷、

廢止或變更前，自具有存續力及確認效力，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於事後

發現有利新證據，僅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規定申請撤銷、廢止或變

更原處分，或由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退還溢繳之稅

款，非謂上訴人對訴外人 XX 公司前揭確定之核定處分，對其股東不具

效力。」 

﹣亦有透過爭點主義，肯定課稅處分存續力或判決確定力： 

例如９６年判字第９２４號判決：「稅捐行政具有大量行政…稅捐機關

人力有限…資訊不對稱…避稅之誘因存在。若放任此等現象，國家之主

要財政收入即無法取得，…在稅捐法制上，人民權利與行政效率必須有

所調和，…。法院正是在這樣的認知下來解釋及操作現行稅法。…稅法

是一種高度技術化之法律，…稅捐之第一次核定，經常是形式的、權宜

的，稅捐機關僅以納稅義務人提供之資料為基礎，為其核定基礎，而且

通常不附有關事實認定及法律適用之說理…只有在納稅義務人…提起

復查，稅捐機關才會在復查程序中，針對納稅義務人之主張內容，為實

質認定及准駁，…也只有到此階段，爭議事項才可以被客觀認知及理

解。……依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及第 28 條之規定，…在核課期間內，徵

納雙方均可不顧第一次核課之結果，另行徵課或申請退稅。…讓特定稅

捐債務，在法定之核課期間內，始終處於流動狀態，徵納雙方對稅捐債

務之界限都有機會重為爭執，直到某項具體爭執已經進入復查程序，在

該爭執範圍內之事實內容及法律適用才得以固定下來。而其餘部分，…

繼續處於流動狀態，直到核課期間屆滿，稅捐債務才確定下來。…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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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法第 21 條及第 28 條正是稅捐行政爭訟法制採用爭點原則之法規範

基礎。而一旦爭點已通過復查程序進入實體審查以後，在爭點範圍內，

即無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及第 28 條適用之餘地。」 

﹣適用稅捐稽徵法及行政程序法，承認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例如９５年判字第１４５５號判決：「稅捐稽徵機關此免徵土地增值稅

之處分，既為違法，故若其撤銷與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無違，則稽

徵機關自得於行政程序法第 121 條規定之 2 年期間內，依職權撤銷原免

徵土地增值稅之違法處分，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規定於核課期間內對

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處分。」 

例如９６年判字第４４９號判決：「被上訴人（按：臺南縣稅捐稽徵處）

嗣後再依土地稅法關於土地增值稅之規定為本件土地增值稅之補徵，此

補徵之處分本質上即含有將原核課處分中違法錯誤之前次移轉現值及

稅率核定予以撤銷，而改按正確之前次移轉現值及稅率核課之意旨，…

上訴人有利用稅捐稽徵機關之作業習慣，對其一連串合併及分割等關係

前次移轉現值認定之重要事項為不完全之陳述及提供不完全之資料，致

被上訴人據以作成原違法核課處分之情事甚明；…；故參諸行政程序法

第 119 條規定，原審判決認本件上訴人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即無不

合。」 

此外，最高行政法院亦曾多次援用傳統見解，例如９５年判字第１５

５１號判決：「行政處分如不能再以通常之救濟途徑（訴願及行政訴訟），

加以變更或撤銷者，該處分即具有形式之存續力，又其內容對相對人、關

係人及原處分機關發生拘束之效力，而發生實質存續力，因此，於負擔處

分如無違法情形，行政機關不得逕依職權予以撤銷。」其他例如９５年判

字第１８６７號、９５年判字第４６７號、９４年判字第１７３１號等號

判決。但是否已採傳統見解，仍有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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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文見解 
 

對於傳統見解最具威脅者，為拘束效力說，拘束效力說雖從拘束效力

之本質出發，而避免陷入效力類型之漩渦。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有過於簡

化之嫌，蓋行政事件之態樣，本極為複雜，若僅注重理論之一貫性，即可

能變成淪為行政機關之裁量決定。反觀傳統見解透過兩次之效力強化，鍛

造出實質存續力之強度，不僅使受益人獲得穩定之信賴基礎，亦使稽徵機

關找到事件之終結點，有助大量行政事件之處理。因此，應以傳統見解較

為妥當。 

拘束效力說批評傳統見解將拘束性割裂成兩段，且瞬間有效力之倍

增，此應係將實質存續力與拘束性等視所致。蓋拘束性係因規制內容而發

生，而實質存續力係因形式存續力而發生，實質存續力乃額外再發生之效

力類型，因此，實質存續力之功能，應在於穩定既存之拘束性，而非割裂

拘束性，兩者應互為獨立存在。 

    此外，我國稅捐稽徵法第１條之１及第３４條、營業稅法第１５條之

１、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１０條及第２０條、關稅法第９條及第４７條等規

定，皆以核課確定作為要件。尤其稅捐稽徵法第３４條第３項，對於確定

更有定義性規定。另外，在我國立法上，行政程序法之立法者，亦未明確

反對實質存續力。而且在我國實務上，亦有持傳統見解之看法者。因此，

不能僅以德國行政程序法之立法文字，即逕行否認我國既存之稅法規定、

實務見解及昔日學說。尤其國內採拘束效力說者，對拘束效力說之理論基

礎為何？是否更符合我國需要？亦甚少說明，而有欠說服力。綜此，傳統

見解既為德國目前之多數說110，亦是我國昔日之多數說，其理論亦無問

題，故本文建議，在學說上亦應改採傳統見解。 

最後，因稅法規定過於複雜、作業時間過於短暫、調查程序過於倉促、

租稅核定過於大量等因素，故課稅處分之存續力，亦須在不同之核定類型

中，調整其課稅合法性、課稅公平性、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則之比重。

從而，課稅處分是否具有實質存續力，無法如同判決確定力般，採取全有

                                                 
110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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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無之方式。因此，有稅法學者依實質存續力之有無及強弱，分成三個

層次：無實質存續力、實質存續力、終局（endgültig）之實質存續力111。

或分成四個層次：受限制（eingeschränkte）之實質存續力、未受限制

（uneingeschränkte）之實質存續力、增強（verstärkte）之實質存續力、類

似確定力（rechtskraftähnliche）之實質存續力112。並按強度之不同，適用

寬嚴不一之廢棄或偏離規定。因上述分類仍可與傳統見解相配合，故為本

文所援用113。 

 

                                                 
111 所謂無實質存續力，例如課稅處分附有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而阻礙其實質存續力之

發生。若核定時效已完成，則使稽徵機關完全地喪失其改正權，即所謂終局之實質存續

力(endültige materielle Bestandskraft)。請參照，Stadie, Allg. Steuerrecht, Rn. 597 ff. 
112 所謂受限制之實質存續力，例如附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課稅處分，在所涉及之範圍

內，實質存續力未發生。所謂未受限制之實質存續力，即未附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課稅

處分。所謂增強之實質存續力，係指稽徵機關經全面(umfassend)且終結(abschließend)
之調查後，課稅處分僅能於租稅義務人有故意逃漏稅或因重大過失漏稅時，始得廢棄或

變更。所謂類似確定力之實質存續力，係指課稅處分已因法院判決之確定力，或核定時

效完成，而具有絕對不可變更性。請參照，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12 ff. 
113 請參照本章第七節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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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存續力之範圍 
 

  課稅處分，係稽徵機關就稅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依其通知

之內容，對所通知之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行為（行

政程序法第９２條第１項、第１１０條第１項）。故實質存續力之範圍，

亦受到事件（Sach）、人（Person）及時間（Zeit）之限制： 

﹣事件之限制（sachliche Grenzen）： 

從 事 件 而 言 ， 實 質 存 續 力 受 到 課 稅 處 分 決 定 標 的

（Entscheidungsgegenstand）限制114。所謂決定標的，係指課稅處分預計

要發生法律效果之對象而言，通常課稅處分主文所指涉之對象，即課稅

處分之決定標的。課稅處分若為首次核定，其決定標的，通常係指依法

所成立之租稅債務總體而言，例如課稅處分若記載：「查貴公司XX年度

營利事業所得稅未依規定期限申報，經本局依法填送滯報通知書後仍未

據補報，茲再按所得稅法第七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暫行核定該年度所得

額為XX元及應納稅額XX元整。115」則其決定標的，應指某公司XX年度

營利事業所得稅之應納稅額XX元而言。惟依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０條第１

項規定，課稅處分依通知之內容對當事人發生效力，故發生效力之範圍

不一定與決定標的之範圍一致。此外，課稅處分之決定標的與課稅處分

之事實或法律判斷不同。蓋事實或法律判斷，通常僅作為解釋決定標的

之用，而非決定標的本身116。 

與課稅處分決定標的應區分者，為法院判決之決定標的。按法院之職

責，係在依當事人聲請，審查行政處分之合法性。而稽徵機關之職責，

係在於依法律規定，公平核課租稅。兩者之程序構造既不同，程序之目

的亦相異。此外，首次課稅處分之決定標的，通常係依各稅法規定而確

定，通常為某人某期間某稅之全部或某人某時點某稅之全部。除非法律

                                                 
114  Vg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992, 34; 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54 ff. 
115 請參照，陳元培，所得稅稽徵實務，台北：1971 年，第 23 頁。作者所引之所得稅法

第 79 條第 3 項規定，目前已遭刪除。惟書中所舉之核定主文格式，仍有參考價值。 
116 Vg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99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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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規定，否則不容許稽徵機關僅就某一部為核定。惟行政法院之判

決，通常僅就當事人聲請之標的為判決，不得超出請求範圍之外，例如

法院僅得就所聲請之某人某期間（時點）某稅之一部分為判決。 

﹣人之限制（persönliche Grenzen）： 

  依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０條第１項規定，課稅處分僅對於已通知之人生

效，對於未被通知之人，原則上不發生效力，故亦無實質存續力可言。

被通知之人，若因死亡、合併或其他事由而喪失人格者，實質存續力亦

及於概括繼受人。 

﹣時間之限制（zeitliche Grenzen）： 

  課 稅 處 分 之 實 質 存 續 力 ， 原 則 上 僅 及 於 決 定 作 成 時

（Entscheidungszeitpunkt）之事實與法律基礎117。決定作成後，縱使發

生事實或法律基礎之變動，該變動亦不在實質存續力之範圍內。 

 

 

                                                 
117  Vg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992, 34; Sachs,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43, Rn. 8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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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存續力之排除 
 

課稅處分在形式上，可依時間之進行，分成四個階段：㈠對外存在階

段（äußere Existenz）：課稅處分經通知（Bekanntgabe）後，即對外存在，

不再僅為內部擬稿。因課稅處分已對外存在，故當事人對內容有所不服

時，即可提起法律救濟118。㈡可爭訟階段（Anfechtbarkeit）：從課稅處分

對外存在至不可爭訟，課稅處分尚處於可變動狀態。惟稽徵機關及當事人

仍須受其內容拘束119。㈢不可爭訟階段（Unanfechtbarkeit）：課稅處分不

可 爭 訟 後 ， 課 稅 處 分 形 式 上 更 穩 固 120 。 ㈣ 不 可 變 動 階 段

（Unabänderlichkeit）：課稅處分之內容，若受到判決實質確定力涵蓋，且

無法再聲請再審者，或核課期間已屆滿等情形，課稅處分在形式上則完全

無法再變動121。 

課稅處分進入不可爭訟階段後，除非課稅處分作成時，尚未經由全

面、完整及終結之調查，或尚有事實或應適用法律不明，而使課稅處分附

有調查保留（Vorbehalt der Nachprüfung）或暫時性（Vorläufigkeit），否則，

未附有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課稅處分，即有實質存續力（materielle 

Bestandskraft），而具有終局性（endgültig）。另外，因稅法規定過於複雜、

作業時間過於短暫、調查程序過於倉促、租稅事件過於大量、課稅處分容

易出錯等原因，而使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力更易於排除122。 

因此，課稅處分在不可爭訟階段至不可變動階段間，仍有相當大之改

正可能性（Korrekturmöglichkeit）123。基本上，此時期之實質存續力，可

分成受限制、未受限制及完全確定三個層次124。所謂受限制實質存續力，

係指實質存續力受到合法阻礙，於受阻礙之範圍內，實質存續力不發生，

例如附調查保留課稅處分或暫時性課稅處分等。所謂未受限制實質存續
                                                 
118 Vgl.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9. 
119 Vgl.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10. 
120 Vgl.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11. 
121 Vgl.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15. 
122 Vgl.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4 f. 
123 Vgl. Loose, in Tipke/Kruse, Vor § 172 AO Rz. 1. 
124 Vgl. Stadie, Allg. Steuerrecht, Rn. 597 ff; Loose, in Tipke/Kruse, Vor § 172 AO Rz. 1;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1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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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係指實質存續力未受合法阻礙而正常發生，即所謂之終局性課稅處

分。所謂完全確定實質存續力，係指課稅處分之內容，因判決實質確定力，

或因核課期間屆滿，而使實質存續力具有絕對不可變更性。 

   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力，若為受限制實質存續力，在受限制之範圍內，

實質存續力不發生，故稽徵機關無須法律特別授權，即得為撤銷。若為完

全確定實質存續力，因實質存續力已非常穩固，除非法律另有極端例外規

定，否則完全禁止再撤銷。因此，僅有未受限制實質存續力，始有存續力

突破（Durchbrechung der Bestandskraft）之問題。 

誠如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立法理由所言：「基於依法行政原則，行

政機關本應依職權撤銷違法之行政處分，即使該處分已發生形式上之確定

力，亦然。惟若如此，將使法定救濟期間之規定喪失意義，且使法律狀態

長期處於不安定的爭議中，而使行政機關及法院疲於應付。125」故實質存

續力之突破，涉及法安定性與法和平性（Rechtsfrieden）之嚴重破壞，而

須 有 法 律 之 特 別 授 權 126 ， 一 般 稱 此 授 權 規 定 為 改 正 規 定

（Korrekturvorschriften），在本文中，則稱為職權撤銷規定。 

    此外，課稅處分若係經由特別縝密（gründlich）、深入（intensive）、全

面（umfassend）、終結（abschließend）之調查（簡稱：全面、完整及終結

之調查）所作成，基於法安定性與法和平性之強烈要求，在調查所涉及之

範圍內，應限縮課稅處分之撤銷可能性，實質存續力即因此增強

（verstärkt），而更難排除127。故實質存續力之強度，與調查之密度息息相

關：「調查愈是嚴密，當事人對核定之信賴，即愈是值得保護，而愈是禁

止變更；反之，調查愈是寬鬆，核定之可變性，則愈是提高。128」 

最高行政法院９６年判字第９２４號判決亦認為：「第一次核課之權

宜性、形式性特徵，會讓特定稅捐債務，在法定之核課期間內，始終處於

流動狀態，徵納雙方對稅捐債務之界限都有機會重為爭執。…而一旦爭點

已通過復查程序進入實體審查以後，在爭點範圍內，即無稅捐稽徵法第 21

                                                 
125 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4 頁。 
126 Vgl.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9;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13;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66. 
127 Vgl. Frotscher, in Schwarz, § 173 AO Rz. 106 ff. 
128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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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 28 條適用之餘地。」綜此，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力，若未受到限制，

更可能因全面、完整及終結調查，而增強其效力。反之，倘若課稅處分已

經由全面、完整及終結調查而作成，其實質存續力亦無限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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