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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稅法與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 
 

第一項 稅法之職權撤銷規定 
 

第一款  職權撤銷規定之意義 
 

    課稅處分一經通知而發生效力，對於稽徵機關及當事人即有拘束性，

稽徵機關嗣後若須作成新核定，則須先排除原核定之效力。稽徵機關依職

權排除效力之方式，可稱為職權廢棄。課稅處分若已發生實質存續力者，

稽徵機關更須依據法定排除規定1，始得為之。相關之法定排除規定，可稱

為職權廢棄規定。此外，在作成課稅處分時，若附有調查保留或暫時性，

課稅處分即不因形式上確定，而使實質內容亦告確定。此時之稽徵機關，

即使欠缺法定排除規定，仍可依職權撤銷之。相關之排除效力規定，雖無

法稱為職權廢棄規定，但仍有一併說明之需要。 

對於確定行政處分之效力排除規定，行政程序法依行政處分是否違

法，而有職權撤銷規定（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至第１２１條等）與職權

廢止規定（同法第１２２條至第１２６條等）。課稅處分受到課稅合法性

及公平性（Gesetzmäßigkeit und Gleichmäßigkeit）之影響2，其內容須受稅

法規定嚴格羈束，稽徵機關對於是否課稅，以及應課多少稅，並無裁量權，

僅能依法核定3。因此，課稅處分作成後，縱使可由稽徵機關依職權撤銷，

亦須課稅處分具有違法性（Rechtswidrigkeit）。蓋合法課稅處分，基於課稅

合法性及公平性，已不許稽徵機關再廢棄。故稅法之職權廢棄規定，係以

違法性作為不成文要件要素（ungeschriebenes Tatbestandsmerkmal）4，進

                                                 
1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66; Frotscher, in 
Schwarz, Vor §§ 172-177 AO Rz. 13;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9. 
2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85 AO Rz. 6. 
3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3 AO Rz. 28. 
4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0; Koeni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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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課稅處分之職權廢棄規定，係指職權撤銷規定而言，而非指職權廢止

規定。 

 

 

第二款  稅法是否有職權撤銷規定 
 
一、提及補徵、退還或類似用語之規定 
    稅法提及補徵（稅）、退還（稅）或類似用語（如追補、追徵、追繳

等）之規定，依其與租稅核定之關係，可分成三類：㈠尚無核定，與首次

核定有關：例如使用牌照稅法第２８條、第２９條、第３０條、貨物稅條

例第２６條、菸酒稅法第１９條等規定。㈡已有核定，且與確定核定之撤

銷有關：例如關稅法第１８條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４６條等、土地稅法

第４９條等、契稅條例第２６條等規定。㈢可能與首次核定有關，亦可能

與確定核定之撤銷有關：例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４３條等規

定。因此，稅法提及補徵、退還或類似用語之規定，不一定與確定核定之

撤銷有關。 

此外，論者可能基於以下理由，認為稅法若干提及補徵、退還或類似

用語規定，並非職權撤銷規定：㈠從文義觀之，稅法使用補徵、退還或類

似之用語，係在強調租稅請求權之完整實現，避免租稅有應退未退或應補

未補之情形發生，故屬於租稅徵收程序規定，而非職權撤銷規定。㈡依德

國改正規定之發展，僅有認識租稅補徵或退還之規定，因未認識租稅核定

效力之排除，故稱不上是真正之改正規定或職權撤銷規定。綜此，有學者

認為，我國稅法既然欠缺職權撤銷規定，因此，稽徵機關在撤銷課稅處分

時，應適用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5。 

 
二、稅法之職權撤銷規定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10;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6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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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頁至第 1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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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此仍應認為，稅法提及補徵、退還或類似用語之規定，應依其在

補稅或退稅以前，是否必須撤銷已確定之租稅核定，或是否授權稽徵機關

排除確定租稅核定之效力，而決定其是否為職權撤銷規定，蓋：㈠我國大

部分之稅法規定，係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所制定，當時對於課稅處分存續力

理論，並無認識，故所制定之稅法，自難有通常之職權撤銷規定。㈡課稅

處分之效力，不因時代之不同而不存在，只要漏稅部分受到租稅核定效力

涵蓋，即須先排除既存核定之效力後，始得補稅。㈢在解釋舊時代之職權

撤銷規定時，應採較寬鬆之態度，例如土地稅法第５４條規定：「納稅義

務人藉變更、隱匿地目等則…依下列規定辦理：…追補應納部分外…。」

從昔日標準觀之，該規定即有授權稽徵機關排除錯誤核定存續力之意義。 

對於上述推論，可基於以下理由再補強之：㈠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

規定，係針對一般情形而規定，而稅法涉及補稅、退還或類似用語之規定，

通常係針對各稅目之特殊情形而規定。㈡行政程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係

間接參考德國昔日警察法、工商法及公物法之規定而來6，而此類法律甚少

涉及金錢處分問題，故所制定之職權撤銷規定，亦未考慮金錢處分之特殊

性。㈢行政程序法所模仿之德國行政程序法，在德國並不適用於租稅事件
7，故德國行政程序法並未考慮到租稅行政之需要。從而，我國行政程序法

之職權撤銷規定，即使得適用於課稅處分，亦無法完全令人滿意。 

因此，稅法提及補徵、退還或類似用語之規定，應依其在補稅或退稅

以前，是否必須撤銷已確定之租稅核定，或是否授權稽徵機關排除確定租

稅核定之效力，而決定是否為職權撤銷規定，以彌補行政程序法之不足8。

                                                 
6 德國行政程序法亦是如此，請參照，Loose, in Tipke/Kruse, Vor § 172 AO Rz. 6. 
7 請參照，德國行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 
8 從法實證主義而言，上述解釋是否已逾越原本條文之可能文義，即非無疑。惟在此引

述Kaufman之說明，作為上述解釋仍未逾越可能文義之依據。即當我們說，（按：解釋

不能逾越『文義』，但）解釋可以及於『可能的文義』時，其實我們已經處於類推之中

了，因為這種『可能的文義』既非單義亦非相當，而只是一種類似。…『闡明』一個『清

楚而明確的字義』，也不是我們所稱的『解釋』。因為解釋（interpretatio字面上的意思是：

『使…居於其間』，確定適當的『中點』）正是開始於不再具有明確意義之處。請參照，

亞圖．考夫曼著／顏厥安審校／吳從周譯，類推與「事物本質」–兼論類型理論，台北：

1999 年，第 11 頁至第 13 頁，故從事物本質出發，立法者已將職權撤銷之意旨，置在

若干涉及補稅、返還或類似用語之規定中，而有待論者去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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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款說明中，將試從各稅法找出職權撤銷規定，以資佐證。 

第三款  各稅法之特別職權撤銷規定 
 
一、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４３條： 

「營業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之資料，核定其

銷售額及應納稅額並補徵9之：一、逾規定申報限期三十日，尚未申報

銷售額者。二、未設立帳簿、帳簿逾規定期限未記載且經通知補記載仍

未記載、遺失帳簿憑證、拒絕稽徵機關調閱帳簿憑證或於帳簿為虛偽不

實之記載者。三、未辦妥營業登記，即行開始營業，或已申請歇業仍繼

續營業，而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者。四、短報、漏報銷售額者。五、漏

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者。六、經核定應使用統一發票

而不使用者。營業人申報之銷售額，顯不正常者，主管稽徵機關，得參

照同業情形與有關資料，核定其銷售額或應納稅額並補徵之。營業人申

報之銷售額，顯不正常者，主管稽徵機關，得參照同業情形與有關資料，

核定其銷售額或應納稅額並補徵之。10」 

                                                 
9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2 條：「依本法規定，由納稅義務人自行繳納之稅款，

應由納稅義務人填具繳款書向公庫繳納之。依本法規定，由主管稽徵機關發單課徵或補

徵之稅款及加徵之滯報金、怠報金，應由主管稽徵機關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納稅義務

人，應於繳款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向公庫繳納之。…」 
10 貨物稅條例第 26 條規定：「主管稽徵機關依第十七條規定調整完稅價格者，應就其差

額，計算核定應納稅額補徵之。」而同法第 17 條規定：「產製廠商申報應稅貨物之銷售

價格及完稅價格，主管稽徵機關於進行調查時，發現有不合第十三條至第十六條之情

事，應予調整者，應敘明事實，檢附有關資料，送請財政部賦稅署貨物稅評價委員會評

定。前項貨物稅評價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及評定規則，由財政部定之。」故貨物稅條例第

26 條規定，因係調整申報應稅貨物之銷售價格及完稅價格後，所為之核定補稅規定，

與核定之撤銷無關。相同情形，例如菸酒稅法第 19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列逃漏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利捐情形之一者，除補徵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利捐外，按補徵金額處

一倍至三倍之罰鍰：一、未依第九條規定辦理登記，擅自產製應稅菸酒出廠者。二、於

第十四條規定停止出廠期間，擅自產製應稅菸酒出廠者。三、國外進口之菸酒，未申報

繳納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利捐者。四、免稅菸酒未經補徵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利捐，擅

自銷售或移作他用者。五、廠存原料或成品數量，查與帳表不符者。六、短報或漏報應

稅數量者。七、菸酒課稅類別申報不實者。八、其他違法逃漏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利捐

者。」亦係針對漏未申報或申報不實之情況，所為之核定補稅規定，與核定之撤銷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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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１７條第１項第６款： 

「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承受者，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數。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

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

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

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

收或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在此限。」 

﹣第２０條第１項第５款：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條所定繼承人者，不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數。受贈人自受

贈之日起五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

內恢復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

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

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在此限。」 

﹣第４６條： 

「納稅義務人有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遺產稅或贈與稅

者，除依繼承或贈與發生年度稅率重行核計補徵外，並應處以所漏稅額

一倍至三倍之罰鍰。」 

 

三、土地稅法 
﹣第４９條第３項： 

「權利人及義務人應於繳納土地增值稅後，共同向主管地政機關申請土

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主管地政機關於登記時，發現該土地公

告現值、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有錯誤者，立即移送主管稽徵機關

更正重核土地增值稅。」 

﹣第５４條： 

「納稅義務人藉變更、隱匿地目等則或於適用特別稅率、減免地價稅或

田賦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未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逃稅或減輕稅賦者，除追補應納部分外，處短匿稅額或賦額三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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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二、規避繳納實物者，除追補應納部分外，處應繳田賦實物額一

倍之罰鍰。土地買賣未辦竣權利移轉登記，再行出售者，處再行出售移

轉現值百分之二之罰鍰。第一項應追補之稅額或賦額、隨賦徵購實物及

罰鍰，納稅義務人應於通知繳納之日起一個月內繳納之；屆期不繳納

者，移送強制執行。」 

﹣第５５條之１： 

「依第二十八條之一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除追補

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二倍之罰鍰：一、未按捐

贈目的使用土地者。二、違反各該事業設立宗旨者。三、土地收益未全

部用於各該事業者。四、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明捐贈人有以任

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利益者。11」 

 

四、房屋稅條例 
﹣第１６條： 

「納稅義務人未依第七條12規定之期限申報，因而發生漏稅者，除責令

補繳應納稅額外，並按所漏稅額處二倍以下罰鍰。」 

 
五、契稅條例 
﹣第２６條： 

「納稅義人應納契稅，匿報或短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得，或經人舉發

查明屬實者，除應補繳稅額外，並加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之

                                                 
11 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陸道路經

查獲者，除責令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免再依第二十五條規定加徵滯納金。

報停、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陸道路經查獲者，除責令補稅外，處以應

納稅額二倍之罰鍰。」同法第 29 條：「違反本法第十一條規定，經查獲之交通工具，主

管稽徵機關應責令補稅領照，並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同法第 30 條：「違反第十

二條規定，新購未領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陸道路經查獲者，除責令補稅外，並

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所謂之追補，係指核定而言，而與核定之撤銷無關。 
12 房屋稅條例第 7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有關文

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更使

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對於從未申報者而言，補稅核定是初次核定。但對於曾有

增建、改建、變更使用或移轉、承典之情形而未申報者而言，因之前已按錯誤之申報資

料核定，故補稅時，仍須先撤銷或變更原核定，在此即可能涉及課稅處分之撤銷或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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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13」 

 

 

 

第二項  行政程序法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 
 

    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至第１２１條之規定，係有關行政處分職權撤

銷之規定，其條文如下： 

﹣第１１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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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3 另外，印花稅法第 29 條之規定，係指應由納稅義務人自行補稅之情形，該規定為：「凡

違反本法之憑證，於處罰後，其屬漏稅或揭下重用者，仍應由負責貼印花稅票人，按應

納稅額補足印花稅票。未經註銷或註銷不合規定者，仍應由負責貼印花稅票人，依法補

行註銷。其負責人所在不明者，應由憑證使用人或持有人補辦之。」 
14 行政院所擬具之立法理由：「一、本條規定行政處分之撤銷及其限制。二、基於依法

行政之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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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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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乃明文規定於行政處分發

生形式確定力後，違法行政處分是否撤銷，原則上仍委諸行政機關之裁量，但行政機關

行使裁量，仍應遵守有關裁量之一切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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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考德國行政程序法第

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4 頁至第 195 頁。陳婉真等立法委員所擬具之立法理由：「基於依法行政之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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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將使法定救濟期間之規定喪失意義，且易使法律狀態長期處於不安的爭議中，而

使行政機關及法院疲於應付。有鑑於此，於行政處分發生形式確定力後，違法行政處分

是否撤銷，原則上仍應委諸行政機關之裁量，但行政機關行使裁量，仍應遵守有關裁量

之一切限制，尤其是撤銷對公益將造成重大危害者，即不得為撤銷。此外，受益人對授

益處分存續之信賴利益，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利益，經衡量顯然大於撤銷所欲回復

之合法狀態之利益時，基於法治國家之信賴保護原則及比例原則，行政機關之裁量權自

應受限制。」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2 頁至第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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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８條： 

「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力。但為維護公益或為避免

受益人財產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力之日期。15」 
﹣第１１９條： 

「受益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不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

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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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三、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者。16」 
﹣第１２０條： 

「授予利益之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如受益人無前條所列信賴不值得

保護之情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

給予合理之補償。前項補償額度不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利

益。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金額，相對人有不服者，得向行政法院提

起給付訴訟。17」 

                                                                                                                                            
頁。 
15 行政院所擬具之立法理由：「一、本條規定行政處分撤銷之效力。二、行政處分撤銷

之效果，在使該處分自始失其效力，故行政處分由於成立當時之瑕疵而致撤銷時，其處

分自始不能成立，應溯及既往失其效力。然撤銷效果之溯及既往，有時因破壞既成之法

律秩序，而有害於公益或過度侵害當事人之權益，爰設但書，明定為維護公益或避免受

益人財產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其失效日期，以資兼顧。三、參考德國行政程

序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5
頁。陳婉真等立法委員對此並未擬具理由。 
16 行政院所擬具之立法理由：「本條規定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授益處分之違法事由

如係出於受益人本身之行為者，其信賴自無須保護。又受益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

授益處分係屬違法者，由於撤銷係其可得遇見之事，其信賴亦無須保護，爰予明定，以

期明確。三、參考德國行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

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5 頁至第 196 頁。陳婉真等立法委員所擬具之立法理由：「導

致授益處分違法之事由如係由受益人本身行為所造成時，其信賴自無須保護。又受益人

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處分之違法者，由於撤銷係其可得預見之事，其信賴亦無須保

護。」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3 頁。 
17 行政院所擬具之立法理由：「一、本條規定違法授益處分經撤銷後之信賴補償。二、

違法授益處分經撤銷後，如受益人對該處分之存續有所信賴，且其信賴值得保護時，基

於法治國家之信賴保護原則，仍應賦與受益人就其因信賴所生之財產上損失，有得向行

政機關請求補償之權利，以求衡平，爰為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三、信賴補償之額度宜以

受益人因授益處分存續可得之利益為限，爰為本條第二項之規定。參考德國行政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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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１條： 

「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

時起二年內為之。前條之補償請求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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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6 頁。

陳婉真等立法委員所擬具之立法理由：「於違法之授益處分，如受益人對該處分存續之

信賴利益，經衡量小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但依其情形仍值得保護時，基於法治國家

之信賴保護原則，仍應賦與受益人就其因信賴所生之財產上損失，有得向行政機關請求

補償之權利，以求衡平。」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2
頁至第 193 頁。 
18 行政院所擬具之立法理由：「一、本條規定行政機關撤銷權之除斥期間與受益人信賴

補償請求權之時效。二、為避免行政處分相對人之法律地位長期處於不安之狀態，本條

第一項特設除斥期間，以限制行政機關之撤銷權。三、又為維護法之安定性，並避免日

後舉證之困難，本條第二項特規定信賴補償之請求權人應自行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二

年間，或自處分撤銷時起五年內，行使其權利。四、參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德國行政

程序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第四項。」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197 頁。陳婉真等立法委員所擬具之立法理由：「四、為維護法之安定並避免日

後舉證之困難，本法特規定信賴補償之請求權人應於一年內行使其權利。但由於請求權

人未必熟諳法律，故使行政機關就此負有告知義務，如有違反，則該項期間即不為起算，

以保護請求權人。五、授益處分違法時，為避免受益人之法律地位長期處於不安之狀態，

本法特設除斥期間，以限制行政機關之撤銷權。但在第四項第一款之情形，違法係由受

益人可歸責之行為引起，故排除除斥期間之適用。六、參考德國行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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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稅法與行政程序法之關係 
 

第一項  優先性與補充性 
 

第一款  稅法之優先性 
 

行政程序法第３條第１項規定：「行政機關為行政行為時，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承認特別法之優先性（Vorrang）。據此，

在適用行政程序法前，須先確定，特別法對於同一事項有無特別規定（中

央法標準法第１６條）19？以稅法（即稅捐稽徵法與各稅法）為例，若稅

法有規定之事項，行政程序法並無規定者，稅法之規定，固得適用。若稅

法有規定之事項，行政程序法亦有規定，原則上，應優先適用稅法規定，

除非稅法已牴觸重要之程序原則，或限制憲法基本原則之落實，始可能排

除其優先性。若稅法未規定之事項，行政程序法卻有規定，則須先確定該

規定是否得適用於稅法中，若無法適用於稅法，仍須排除其適用。 

是否為同一事項，應從規範要件、受規範對象、規範事實等認定，並

受司法機關之審查，無法逕由稽徵機關單方面決定。是否為特別規定，則

應視是否另有相同內容（inhaltsgleich）或相對立（entgegenstehend）之規

定而定20。所謂相同內容，係指有相同之文字規定，或雖無相同文字規定，

但在內容上完全一致。至於內容是否一致，則須透過解釋，根據規定之文

字、意義、目的與立法沿革等，就具體規範內容個別認定。所謂相對立，

係指有不同之文字規定，而且規制之內容亦不相容。若僅有一部分之內容

不一致，則行政程序法仍得為部分補充（Teil-Subsidiarität）21

 

 

 

                                                 
19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

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20 Vgl. Meyer, in Knack, VwVfG7, Vor § 43, Rn. 14. 
21 Vgl. Bonk/Schmitz,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1, Rn.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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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行政程序法之補充性 
 

行政程序法是否具有補充性（Subsidiarität）？行政程序法第３條第１

項似已明文肯定。惟我國多數說似採否定說，主要見解如下：㈠完整規定

說：特別法須有一套完整之規定，始得排除行政程序法之適用，僅有部分

相同或對立之規定，並不足以排除其適用22。㈡嚴格規定說：行政程序法

所規定者，係憲法基本原則之最低限度保障，除非特別法較行政程序法嚴

格，否則並不足以排除行政程序法之適用23。㈢折衷說：行政程序法公布

前所制定之法規，始有完整規定說或嚴格規定說之適用。行政程序法公布

後所制定或修正之新規定，是立法者已有意識到行政程序法第３條第１項

但書之存在，所為之新規定，故應回歸內容之解釋，而無完整規定說或嚴

格規定說之適用24。 

上述三說雖立意良善，惟基於以下理由，可能認為有違行政程序法第

３條第１項之意旨：㈠特別法係立法者考量個別行政領域之特殊性

（Besonderheiten），針對實際需要情形，所為之特別規定，逕採上述三說

之結果，將使特別法之存在意義遭到漠視。㈡若以行政程序法作為基本規

定，並以此檢視特別法，將發現幾乎所有特別法均不完整與待補充25，故

若採完整規定說或嚴格規定說，將架空所有特別法之規定。㈢折衷說雖試

圖避免完整規定說與嚴格規定說之缺失，但有欠缺一貫性之弊。因此，在

法理上，應回歸行政程序法第３條第１項之意旨，將行政程序法定位為普

通法，經由詳細檢視特別法與普通法之異同後，再決定特別法之優先性與

普通法之補充性26。 

                                                 
22 國內主張此說者，例如廖義男教授，請參照，林明昕，公法學的開拓線–理論、實務

與體系之建構，台北：2006 年，第 120 頁。 
23 請參照，蔡秀卿，行政程序法制定之意義與課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50 期（1999 年

7 月），第 19 頁；湯德宗，行政程序法2，台北：2003，第 159 頁。 
24 請參照，林明昕，公法學的開拓線–理論、實務與體系之建構，台北：2006 年，第 124
頁。 
25 Vgl. Meyer, in Knack, VwVfG7, § 1, Rn. 30. 
26
 例如張家芳亦認為：「嚴格規定適用說…。完整規定適用說，…故本文皆不採之。本

文認為全面修法為宜，然而在未修法之前，兩者之間之適用順序，雖應以稅捐稽徵法為

先，然而不足之處應以行政程序法補充。而何處不足，如何補充，將由以下專章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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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規範競合之處理 
 

若對於同一事項，不僅行政程序法有規定，稅法亦有規定者，即出現

規範競合（Konkurrenznormen）。對於規範競合應如何處理？除依前述優先

性與補充性處理外，亦須考量以下因素27： 

㈠行政程序法之法統一性目標 

依行政程序法之草案總說明，行政程序法之立法者，為使各種行政行

為，能在整齊劃一之程序下為之，故制定統一之行政程序法典28。因此，

在解釋行政程序法第３條第１項時，應隨時注意，該解釋是否能達成行政

程序法追求廣泛之法統一性目標（Ziel weitgehender Rechtseinheit）。 

㈡參酌稅法之特殊性 

相較於行政程序法，稅法有諸多之特殊性（Besonderheiten）。稅法之

特殊性，不僅使其特別規定正當化，亦得於規範競合時作為參酌之基礎。

例如稽徵機關不須適用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９條規定，即可依據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１７條第１項第６款規定29，排除承受人之信賴值得保護，而追繳

承受人之應納稅賦，該款規定即反映出稅法之特殊性。 

㈢須有明示排除規定 

所謂法律另有規定，係指特別法有明示（ausdrücklich）排除行政程序

法適用之規定，即所謂之明示規定。在規定不明確時，不得僅依稅法之立

法目的或事物本質（Natur der Sache），即認為得排除行政程序法之適用30。

此外，單純之沈默（Schweigen），並不足以作為明示排除規定。只要對明

示規定是否存在有疑義，原則上，即應適用行政程序法之規定31。 

                                                                                                                                            
請參照，張家芳，論行政程序法於租稅行政上之適用–以事前正當行政程序為中心–，

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年，第 38 頁。 
27 Vgl. Meyer, in Knack, VwVfG7, Vor § 43, Rn. 14 ff. 
28 請參照，行政程序法立法資料彙編，台北：1999 年，第 2 頁。 
29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

農作物，由繼承人…承受者，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數。承受人自承受之日

起五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

應追繳應納稅賦。…」 
30 Vgl. Bonk/Schmitz,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1, Rn. 208. 
31 Vgl. Bonk/Schmitz,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1, Rn.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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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漏洞填補與合憲性解釋原則 

原則上，稅法具有優先性，行政程序法僅有補充（Ergänzung）功能與

漏洞填補 （Lückenschließung） 功能。蓋行政程序法之立法目的，即在於

防杜可能之規範漏洞32。此外，若稅法未顧及憲法之基本原則，或侵害人

民基本權利，或架空重要程序原則時，因具有憲法位階之相關行政法原

則，仍高於僅有法律位階之稅法，即可透過合憲性解釋原則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選擇適用行政法原則，而不適用稅法

規定33。惟稅法若已逾越必要之程度（憲法第２３條），則應由大法官宣告

為違憲。 

所謂合憲性解釋原則34，係指如依系爭法規之文義、形成史、目的以

及有關規定之整體關連性等公認之解釋原則，系爭法規有數個解釋可能，

其中部分合憲，部分違憲，應優先選擇導致系爭法規獲致合憲結果之解

釋。唯有窮盡一般解釋方法，仍無法得出符合憲法意旨之解釋，始得認為

系爭法規牴觸憲法35。因此，合憲性解釋原則僅是決定應採取何種解釋之

優先原則，而非解釋原則。合憲性解釋原則雖可勉強維繫法律之合憲性，

惟在適用時仍有其界限，例如不得逾越文字之可能合理理解範圍，或不能

                                                 
32 Vgl. Bonk/Schmitz, in Stelkens/Bonk/Sachs, VwVfG6, § 1, Rn. 189. 
33 Vgl. Meyer, in Knack, VwVfG7, Vor § 43, Rn. 14 ff. 
34 關於合憲性解釋原則之主要論據，請參照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許玉秀大法官之協同意

見書：「合憲性解釋…此項解釋原則之主要目的，在於落實權力分立原則。其主要論據

有三：其一，立法機關係由來自社會各階層之民意代表所組成，其公開討論、詢答，以

及強調協商以獲得共識之合議制決策程序，使其決策較其他國家機關具有更廣泛而深厚

之民主正當性。其二，規範制定者（在此尤指立法機關）亦受憲法之拘束，應假定其不

致有意以違憲之方式行使其權限，而恣意創設出違憲之法規範，故其所創設之規範應假

定為合憲。其三，釋憲機關宣告法規範違憲，即已變更立法意旨；換言之，乃以違反立

法（可能）意旨之方式，解消系爭規範之效力。如於規範有合憲及違憲等多種解釋可能

性時，仍宣告規範違憲，即形同否決原屬立法機關之規範創設權限，而代替立法機關決

定如何之規範內容始為正當，難免逾越規範審查機關之權限。」 
35 請參照，陳錫平，審判權錯誤、爭議及衝突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6 年，第 140 頁，註釋 14；陳新民，立法者的審慎義務與釋憲者的填補任務，載於：

法治國家論，台北：2001 年，第 268 頁；蘇永欽，合憲法律解釋原則–從功能法上考量

其運用界限與效力問題，憲政時代，第 19 卷第 3 期（1994 年 1 月），第 51 頁。有關合

憲性解釋原則之大法官意見書，請參照，釋字第 582 號、第 585 號、第 595 號、第 603
號、第 617 號、第 623 號等號解釋之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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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離法律之明顯可辨基本價值決定或規範核心等36。 

 

 

                                                 
36 請參照，大法官釋字第 623 號許宗力大法官之部分協同與部分不同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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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之定位 
 

第一項  立法背景 
 

第一款  立法理由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列規定：一、依

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

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五年。二、依法應由納稅

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課

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五年。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

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七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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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立法理由為：「現行稅法，除所得稅法及營業稅法外，關於漏稅之

追徵，並無期間之規定。又所得稅法及營業稅法雖有規定，然其規定互不

一致，如所得稅法規定自申報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營業稅法規定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爰予統一規定，以資適應。立法院審查會以：為避免人民與

政府之間發生不必要誤會或爭端，暨為促使稅捐機關從速課徵，提高行政

效率，將核課期間酌予縮短為七年。37」 

 

 

第二款  參考法令 

 

（舊）所得稅法第１１５條：「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理結算申

報，並經確定之案件，自確定之日起，五年內如經稽徵機關調查，另行發

現依法本法規定應課徵之所得額，仍應核定補徵。其為納稅義務人漏報或

短報所得額者，並應依本法第一百一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罰，五年內，未

經發現者，以後不得再行課徵。已經確定應徵收之稅款，即有關之利息，

                                                 
37 請參照，稅捐稽徵法令彙編，台北：2007 年，第 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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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滯報金、怠報金、短估金、滯納金，自稽徵機關填發繳款書之日起，

七年內未經徵起者，不得再行徵收。 納稅義務人有本法第一百一十條第

二項所稱未依本法規定自行辦理結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

本法規定課徵之所得額者，或有同條第三項所稱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

方法逃漏所得稅者，自本法規定之申報期限屆滿之日起十年內，如經另行

發現有依本法規定應課徵之所得額，稽徵機關除應依本法規定補徵應納稅

額外，並應依本法第一百一十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處罰，逾十年未經

發現者，以後不得再行調查補徵。38」 

（舊）營業稅法第４１條：「營利事業匿報營業額逃漏營業稅，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五年內未經發現者，以後不得再行課徵。39」 

 

 

 

第二項  否認實質存續力之規定？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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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定是否為否認實質

存續力存在之規定？換言之，此規定是否排除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但書

第２款之適用？是否係指在核課期間屆滿前，稽徵機關享有１００％之撤

銷自由？ 

從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之整體文字邏輯觀之，似採肯定說。蓋第２１

條認為，「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列規定：一、…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

規定期間內申報…二、…印花稅…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課徵之稅

捐…。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

而且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所謂之稅捐，亦包括申報繳納之稅捐、印

花稅、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之稅捐。從該文字敘述中，似可認為，

稅捐之補徵，不論核定是否存在，更不論核定是否確定，均得為之，即完

全否認實質存續力之存在。 

                                                 
38 請參照，中華民國稅務通鑑，台北：1969 年，第 2–1–152 頁。 
39 請參照，中華民國稅務通鑑，台北：1969 年，第 2–11–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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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行政法院對此仍無一定之見解，本文第三章第四節已述及，茲不

再贅述。財政部對此似採肯定說，例如財政部７４年台財稅第２５８０５

號函：主旨：「…事後發現不合規定予以剔除，致所得淨額增加，與納稅

義務人漏未申報之所得，同屬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指『經另發現應

徵之稅捐』。…。說明：…此觀諸行政法院 58 年判字第 31 號判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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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40」 

惟基於以下理由，似應持否定說：㈠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

若為排除課稅處分實質存續力之特別規定，將因稅捐稽徵法之優先性，而

使所有課稅處分均不發生實質存續力。此無疑嚴重漠視現代法治國家之法

安定性、法和平性、誠實信用與信賴保護原則。㈡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

２項前段之規定，內容過於空洞，無法作為獨立規定，至多亦僅得作為租

稅徵收程序之規定。㈢該規定係參考當時所得稅法第１１５條與營業稅法

第４１條之規定。所得稅與營業稅均係採自動報繳之稅捐。通常採自動報

繳制者，稽徵機關之第一次核定，僅為形式上核定，故立法者必須否認實

質存續力之存在，以利嗣後重核補稅。因此，即使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意

在排除實質存續力，其適用範圍亦應限於自動報繳之稅捐，而不及於查定

課徵之稅捐41。㈣依合憲性解釋原則，系爭法規若有數種解釋可能，而有

些得出合憲結果，有些得出違憲結果時，應優先選擇會導出合憲結果之解

釋。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若解釋為排除實質存續力之特別規定，因嚴重違

反法治國諸多基本原則，而有違憲之虞。反之，若解釋為係爭點主義之特

別規定，因爭點主義與實質存續力仍可併存，即可避免違憲之發生。故依

合憲性解釋原則，應認為該規定為爭點主義之特別規定。 

 

                                                 
40 請參照，財政部 74 年 12 月 4 日台財稅第 25805 號函，稅捐稽徵法令彙編，台北：2007
年，第 64 頁。 
41 此推論似可從目的性限縮而來。所謂隱藏性法律漏洞，係指某項規定依其內在目的及

規範計畫，應消極地設有限制，但實際上卻未設此限制。故為填補其漏洞，須將其適用

範圍，依法律規範之意旨予以限縮，即所謂之目的性限縮。請參照，王澤鑑，法律思維

與民法實例，台北：2003 年，第 320 頁至第 3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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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爭點主義之特別規定 
 

第一款  總額主義與爭點主義 
 
一、總額主義 

人民因實現租稅構成要件而成立租稅債務。國家即得立於債權人之地

位，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稅捐。如同民法之請求權，租稅請求權亦是可供租

稅債權人向租稅債務人有所主張之基礎42。按理而言，每一項租稅請求權，

皆應成為一項獨立之整體，除非法律另有規定，否則不得分割核定43。因

此，在租稅行政程序或租稅救濟程序中，若仍堅持須以每一租稅請求權作

為單獨之客體者，即所謂之總額主義44。至於構成租稅請求權之事實與法

律關係，雖在外觀上得以區分，惟因彼此已交織在一起，而不具有獨立性
45，而僅能從其整體觀之46。總額主義表現在課稅處分之職權撤銷上，為全

部重核（Gesamtaufrollung）47，表現在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上，即一般所

謂之總額主義48。 

在租稅救濟程序中，我國最高行政法院多次重申不採總額主義。例如

最高行政法院９３年判字第１６９６號：「復查機關在辦理復查案件時，

僅能針對申請復查之事項範圍進行調查決定（即學說上之爭點主義），而

非就該課稅案件整體重新調查決定（即學說上之總額主義），又訴願機關

之審理，亦僅係針對原處分之理由，就上訴人所指摘違法不當之事項，進

行審查判斷，至上訴人所未爭執之事由，即不在審究範圍內。」最高行政

法院９３年判字第１６４０號判決：「…本院六十二年判字第九十六號著

有判例。是本院對稅捐事項爭議，係採爭點主義，而非採總額主義。本件

上訴人僅以是否確為買賣部分申請復查並提起訴願，對於淨值計算部分並

                                                 
42 請參照，王澤鑑，法律思維與民法實例，台北：2003 年，第 60 頁。 
43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155 AO Rz. 2. 
44 請參照，陳清秀，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2，台北：1992 年，第 386 頁。 
45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157 AO Rz. 22. 
46 請參照，陳清秀，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2，台北：1992 年，第 387 頁。 
47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2. 
48 請參照，陳清秀，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2，台北：1992 年，第 48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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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議，嗣於行政訴訟時，始就淨值計算部分，一併提起爭執，原審予以

實體審理，於法有違，惟其結果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二、爭點主義 
    所謂爭點主義，係指每一租稅請求權既由多數可分之事實與法律關係

所組成，故構成租稅請求權之事實與法律關係，即應能反應在租稅請求權

上，而使租稅請求權具有可分性。若不採此觀點，租稅事件大量性之難題，

將無法解決。蓋稽徵機關實際上並無法就全部之事實與法律關係進行查

核，追求採總額主義之理想，將使租稅核定處於永不安定狀態49。在此所

謂構成租稅請求權之事實與法律關係，一般又稱為課稅基礎

（Besteuerungsgrundlagen）。爭點主義表現在課稅處分之職權撤銷上，為爭

點更正（Punktberichtigung）50，表現在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上，即一般所

謂之爭點主義51。 

    例如台北高等行政法院９６年簡再更字第２號判決：「課稅處分，因

其基礎理由具有可分性，是實務上就稅捐爭訟審理之對象，甚至訴訟標

的，乃是與課稅處分理由有關之稅額適法與否，而非課稅處分違法性全

體，是課稅處分之理由基礎關係乃特定訴訟標的，行政法院審判對象乃是

在申請復查程序中所爭執之違法事由，至於原告未經申請復查之部分，則

不在法院審理範圍，此乃…爭點主義是也。故在『爭點原則』之法制設計

基礎下，稅捐行政訴訟之訴訟標的當然會被『爭點』分割而形成各自獨立

之狀態…。」 
                                                 
49 請參照，陳清秀，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2，台北：1992 年，第 382 頁。 
50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2. 
51 請參照，陳清秀，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2，台北：1992 年，第 390 頁以下；張百佑，

已確定稅捐處分程序重新進行之研究，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論文，2007 年，

第 49 頁。在核課期間中，亦有所謂租稅請求權之部分罹於時效問題。凡租稅請求權之

部分已罹於時效者，該部分即具有不可課徵性，亦不具有可撤銷性，而禁止稽徵機關再

行變更。另外，在判決確定力之失權問題中，亦有所謂部分失權，凡課稅處分之內容，

已由判決之失權事由所涵蓋者，該部分亦不具有可撤銷性，而禁止稽徵機關再行變更。

另外，在稅務訴訟中，亦有所謂部分爭訟之問題，即在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審理範圍、

判決範圍等領域，均可能僅涉及租稅請求權或課稅處分之部分進行。因此，在稅法中，

將部分改正、部分罹於時效、部分失權、部分爭訟等情形予以理論化者，即所謂之爭點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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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行政法院９５年判字第１３５８號判決：「按『行為時適用之所

得稅法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之申請復查，為提起訴願以前必先踐行之程序。

若不經過復查而逕為行政爭訟，即非法之所許。本件原告 56 年度營利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告官署調查核定後，僅以原料耗用部分申請復查，

對於折舊部分並無異議，是其就折舊部分，一併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

許』，本院 62 年判字第 96 號著有判例。準此，對於課稅處分提起行政爭訟，

實務上係採爭點主義；申言之，課稅處分就其個別的課稅基礎具有可分

性，納稅義務人可對其中一部分提起行政爭訟，亦即僅將事實關係限定於

稅捐事件全體之中之個別的部分，受理復查、訴願機關或行政法院，只得

就該爭訟之事實關係部分進行調查、審理與判斷，倘對未經申請復查或提

起訴願之個別的課稅基礎一併提起行政訴訟，即屬不合法。」 

 

 

第二款  實務見解 
 

財政部７４年１２月４日台財稅第２５８０５號函認為：「主旨：綜

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免稅額或扣除額等，經稽徵機關於事後發現不

合規定予以剔除，致所得淨額增加，與納稅義務人漏未申報之所得，同屬

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指『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如係於核課期間

內發現者，均應依規定補徵或補稅處罰。說明：二、查稅捐稽徵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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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另發現應徵之稅捐』，只須其事實不在行政救濟

（即復查、訴願、行政訴訟，但不包括原核定）裁量範圍內，均屬另發現

應徵之稅捐。此觀諸行政法院 58 年判字第 31 號判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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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明。52」由上可知，財政部對於課稅處分之改正，亦採爭點更正。 
                                                 
52 請參照，財政部 74 年 12 月 4 日台財稅第 25805 號函，稅捐稽徵法令彙編，台北：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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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本文見解 
 

  基於以下理由，應認為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為爭點主義之

特別規定，而非否認實質存續力存在之特別規定：㈠在前述財政部７４年

１２月４日台財稅第２５８０５號函釋中，已舉出申報之免稅額或扣除

額、漏未申報之所得及未在行政救濟裁量範圍內之事實，均屬於另發現應

徵之稅捐，即表明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之規定，實為爭點主義之規定。㈡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得適用於各類稅目，在實務上已成定局。若一

面將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界定為否認實質存續力存在之規定，一面改採目

的性限縮，將其適用範圍侷限於自動報繳制稅捐，排除查定課徵制稅捐之

適用，反而會遭受極大之不便。㈢依行政程序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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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處分即使僅有一部之違法，行政機關不僅得就一部撤銷之，

亦得就全部撤銷之。此即意謂著行政程序法對於行政處分之撤銷，如適用

於課稅處分，當係採總額主義下之（依職權）全部重核。因此，稅捐稽徵

法基於租稅事件之特殊需要，始特別於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採爭點主義下

之爭點更正。此亦係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之價值所在。㈣基於前述否定說

之合憲性解釋原則，亦應認為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並非否認實質存續力存

在之規定，而是爭點主義之特別規定，以免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因牴觸憲

法基本原則而被宣告違憲。 

依學者之觀察：「稽徵機關如於核定所得額及稅額等後，發現補徵稅

額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亦得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撤銷原來違法

或不當之核定，另行作成『全部應徵稅額』之核定。惟在實務之實踐上，

稽徵機關均係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僅就『應補徵稅額』作

成核定，而原稅額之核定，則不予撤銷，令其繼續有效。嚴格言之，實務

之作法，其法理上之妥適性，不無疑問；惟通常『原核定稅額』均已繳納

（欠稅者終究係屬少數），故僅就『應補徵稅額』作成核定，似無流弊，

而實有簡便之效。根本之計，似宜就實務作法，於本法（按：所得稅法）、

                                                                                                                                            
年，第 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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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法中明文規定，而優先於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以適用之。53」

蓋稽徵實務之作法，係貫徹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為爭點主義之

特別規定所致，而有意優先於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總額主義之適用。 

 

 

第四款  相關規定 
     

與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同為爭點主義之特別規定者，尚

有： 

﹣所得稅法第７９條第１項： 

「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理結算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填具滯報通

知書，送達納稅義務人，限於接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辦結算

申報；其逾限仍未辦理結算申報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之資料或同業利

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並填具核定稅額通知書，連同繳款

書，送達納稅義務人依限繳納；嗣後如經調查另行發現課稅資料，仍應

依稅捐稽徵法有關規定辦理。」 

﹣所得稅法第７９條第２項：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及使用簡易申報書之小規模營利事業，不適用

前項催報之規定；其逾期未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依查得之資料或同業

利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通知依限繳納；嗣後如經稽徵機

關調查另行發現課稅資料，仍應依稅捐稽徵法有關規定辦理。」 

﹣所得稅法第８３條第３項： 

「前項帳簿、文據，應由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關規定時間，送交調查；

其因特殊情形，經納稅義務人申請，或稽徵機關認有必要，得派員就地

調查。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理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行調查時，

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

關得依查得之資料或同業利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嗣後如經調查另行發

現課稅資料，仍應依法辦理。」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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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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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９７條： 

 「第八十三條至第八十六條之規定，對於扣繳稅款準用之。」 

﹣所得稅法第１０２條之３第２項：  

「營利事業未依規定期限，辦理未分配盈餘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填具

滯報通知書，送達營利事業，限於接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辦

申報；其逾限仍未辦理申報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料，核定其未分配

盈餘及應加徵之稅額，並填具核定稅額通知書，連同繳款書，送達營利

事業依限繳納；嗣後如經調查另行發現課稅資料，仍應依稅捐稽徵法有

關規定辦理。」 

﹣所得稅法第１０２條之４： 

 「稽徵機關接到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未分配盈餘

及應加徵之稅額，其調查核定，準用第八十條至第八十六條之規定。」 

 

 

 

第四項  爭點更正 
 

依課稅合法性與公平性，違法瑕疵所在之處，即稽徵機關必須改正之

處。我國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之規定，因受爭點主義之影響，

於撤銷範圍上，係採爭點更正。故課稅處分之撤銷範圍，須受違法瑕疵之

限制。凡違法瑕疵於規制（Regelung）上所影響之範圍，即構成撤銷課稅

處分時之具體界限54。以下即就爭點更正說明之。 

 

第一款   主文之違法部分 

 

依課稅處分之效力理論，課稅處分之效力，源於課稅處分之內容。課

稅處分之內容，則取決於主文（Tenor）55。因此，影響課稅處分是否合法

之關鍵因素，係在於主文是否合法，而非課稅處分之理由（Begründung）

                                                 
54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0. 
55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124 AO Rz.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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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附隨情形（Begleitumstände）是否合法。惟課稅處分之理由或附隨情形

是否合法，仍可作為判斷主文是否合法之參考依據56。此外，課稅處分是

否可分（teilbar）？以及可分課稅處分應如何區分？亦係依課稅處分之主

文而定。從而，違法課稅處分是否得為部分撤銷（部分改正性teilweise 

Korrekturfähigkeit）？以及稽徵機關是否必須就得為部分撤銷之課稅處分

予以部分撤銷（部分改正之必要性teilweise Korrekturbedürftigkeit）？亦係

依課稅處分之主文而定57。 

所謂課稅處分之主文，係指對於特定租稅債務人在特定時點或期間之

特定租稅之特定稅額所為之核定而言58。因課稅處分係以金錢或可分物之

數額作為主文之主要成分，故課稅處分具有可分性及部分改正性，並無疑

義。惟在課稅處分之職權撤銷中，課稅處分是否具有部分改正性之必要

性，則有爭議。承認課稅處分具有部分改正性且採部分改正之必要性者，

即所謂之爭點更正（Punktberichtigung）。相對地，雖承認課稅處分具有部

分改正性但不採部分改正之必要性者，即認為稽徵機關得就全部予以重新

審核者，則稱為全部重核（Gesamtaufrollung）59。此外，本文在此對全部

重核採廣義看法，認為稽徵機關只要得依職權就全部予以重新審核者，即

可稱為全部重核，蓋在稽徵機關既得依職權全部重核，自無不得依職權部

分重核之理。 

因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採（廣義）全部重核，故稅捐稽徵法第２１

條第２項前段始須為此特別規定，明文採爭點更正。蓋全部重核漠視既存

核定之合法內容，亦違反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則。反之，爭點更正僅就

違法部分撤銷，不僅滿足課稅合法性與公平性之需要，亦能盡量解決法正

確性與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之衝突。故採爭點更正並無不當。 

依爭點更正，凡違法瑕疵在課稅處分主文所涉及之部分，即稽徵機關

須突破實質存續力，以進行改正之部分。換言之，主文違法部分，即構成

爭點更正之撤銷或改正範圍。至於課稅處分主文違法部分應如何從主文合

                                                 
56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2. 
57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2. 
58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157 AO Rz. 18. 
59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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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分分割出去？即應依何種規定或何種標準（nach welchen Regeln oder 

Kriterien）分割？基本上，學者認為60，關於主文違法部分，得從違法情況

及合法情況之正反兩面來界定： 

﹣從違法情況界定： 

所謂之違法情況，包括課稅處分已核定部分之違法，以及依法應核定卻

未核定部分之違法。此均係立法者對稽徵機關之撤銷授權範圍。例如土

地稅法第５４條規定：「納稅義務人藉變更、隱匿地目等則…依左列規

定辦理之：一、…追補應納部分…。」因此，納稅義務人因藉由變更、

隱匿地目等則所涉及之逃漏稅部分，即課稅處分之主文違法部分。 

﹣從合法情況界定： 

除依違法瑕疵在主文界定出違法部分外，亦可依合法情況界定出合法部

分，以排除出現違法之可能。 

 

 

第二款   課稅基礎之重要性 
 

一、課稅基礎之意義 
所謂課稅基礎（ Besteuerungsgrundlagen ），係指對於租稅義務

（Steuerpflicht）與租稅之計算衡量（Bemessung der Steuer）具有決定性作

用之事實與法律關係（tatsächliche und rechtliche Verhältnisse）61。故課稅

基礎係與課稅（Besteuerung）相聯結之事實與法律關係，並作為稅額計算

之一部分。除非法律另有規定，否則課稅基礎之確認（Feststellung von 

Besteuerungsgrundlagen），僅為課稅處分之理由（Begründung）。因此，課

稅基礎之確認，不具有獨立行政處分之性質，僅係課稅處分之非獨立部分

（unselbständiger Teil） ，本身並無存續力。在課稅處分作成前，納稅義

務人不得逕行對之爭訟62。基本上，課稅基礎之確定，亦可視為一種特別

                                                 
60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4. 
61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157 AO Rz. 19. 德國租稅通則第 199 條第 1 項對於課稅基

礎雖有定義，但係為使實地調查(Außenprüfung)制度得以順利進行所設。故此定義在適

用範圍上仍有其不精確之處。請參照，Tipke, in Tipke/Kruse, § 157 AO Rz. 19. 
62 德國租稅通則第 157 條第 2 項即對此有明文規定。我國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亦有類似

 - 105 -



第三章  稅法與行政程序法職權撤銷規定之整合 

之理由類型，蓋稽徵機關在作成課稅處分前，須先確認涉及稅額之課稅基

礎之數額，始能運算租稅計算公式。 

課稅基礎本質上係一種具體（konkret）、可個別化（individualisierend）、

可獨立確認（selbständig feststellungsfähig）、可作成獨立行政處分之事實與

法律關係63。但因程序集中之需要（行政程序法第１７４條），不得不在課

稅處分中作為租稅要件（Steuervoraussetzungen），而為稅額之計算，提供

各種最終數據。此外，課稅基礎在課稅處分中所扮演之角色，亦可從以下

三種情形得知64： 

﹣課稅基礎作為事實（Tatsachen）： 

為掌握課稅事實，課稅基礎得作為課稅之重要基礎事實，而構成整體事

實之一部分。 

﹣課稅基礎作為構成要件要素（Tatbestandsmerkmale）： 

課稅基礎得協助吾人將課稅事實歸類，以便租稅構成要件要素之涵攝。 

﹣課稅基礎作為課稅處分之成分（Elemente des Steuerbescheids）： 

課稅基礎得將課稅處分所涉及之個案規制整合成一體。因此，課稅處分

基本上係由課稅基礎所組成。 

 

二、課稅基礎之類型 
稅單所記載之事項通常相當繁雜，無法將主文以外之事項全視為課稅

基礎。例如稅單上尚可能有：已納稅額之扣除、給付命令、計稅標準之數

額與課稅基礎等等。而且課稅基礎可能係具體之生活事實，亦可能係法律

效果一部分。因此，關於課稅基礎應如何認定之問題，應由稽徵機關依其

專業知識，在相關行政命令中歸納整理出其類型65，以供納稅義務人參考。

例如，在生活事實方面，所得類型及其數額、利潤、收穫量、財產及其價

                                                                                                                                            
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不服行政機關於行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

實體決定聲明不符時一併聲明之。…」 
63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7. 
64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9. 
65 請參照，陳清秀，論稅法上類型化（上），法令月刊，第 59 卷第 4 期（2008 年 4 月），

第 69 頁至第 85 頁；陳清秀，論稅法上類型化（下），法令月刊，第 59 卷第 5 期（2008
年 5 月），第 88 頁至第 1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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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營業額等均可為課稅基礎之類型。在法律效果方面，例如稅率、核課

類型之選擇等，亦可為課稅基礎之類型66。  

 

三、課稅基礎對於爭點更正之意義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雖規定：「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

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至於何謂另發現應徵之稅捐以及

何謂補徵之範圍為何？則隻字未提。據前述實務說明，所謂另發現應徵之

稅捐可能為原核定所涵蓋者，亦可能為原核定所未涵蓋者。原核定所未涵

蓋者，稽徵機關另為核定，原則上不涉及原核定主文之變更。若為原核定

所涵蓋者，稽徵機關之補徵，即涉及原核定主文之變更。惟究竟主文之哪

一部分為原核定所涵蓋？或具有部分實質存續力？或具有部分違法性？

尚無法僅從主文得知，而須另藉由課稅基礎之協助，始能獲致令人滿意之

答案。故課稅基礎的確在改正範圍上扮演極重要之角色。 

課稅基礎係作為爭點更正之爭點。蓋若有某一特定、依法、有存續力、

應在規制範圍內之事實漏未考慮，而使課稅處分必須部分撤銷時。首先，

所謂之職權撤銷規定之構成要件合致性，其本質上即係在質上（qualitativ）

藉由課稅基礎決定應在何範圍內成立撤銷要件，以突破實質存續力，以及

藉此決定應在何範圍內須作出正確之決定67。因此，在爭點更正過程中，

主要是質之成分（qualitatives Element）之更正問題。 

其次，僅在應於何範圍內執行改正結果時，始須藉由租稅核定之效果

（Auswirkung auf die Steuerfestsetzung）在量上（quantitativ）決定其數額。

蓋課稅處分僅在下面兩種情形，始發生量之成分（quantitatives Element）

之更正問題： 

﹣依所涉及違法瑕疵之關係，須確定撤銷之量。 

﹣依結算之要求，須從爭議個案中進行量之核算68。 

綜此，面對學者常質疑為何補徵稅額時，稽徵機關既須重新核算所得

淨額，甚至須適用不同之課稅級距，何以實務仍認為此為爭點主義之問

                                                 
66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157 AO Rz. 19. 
67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81. 
68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8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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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非總額主義之問題？蓋在爭點更正過程中，更動之對象仍是主文，

課稅基礎僅有協助辨識主文更動範圍之功能。又因主文（稅額）係由各種

課稅基礎所構成，故課稅基礎之更動，亦即反映在主文（稅額）上。此亦

即課稅基礎對於主文之辨識功能（Identifizierungsfunktion）。故課稅處分，

係由課稅基礎從質與量上共同作用（zusammenwirken）而成，此不僅在適

用爭點更正時是如此，在涉及其他爭點主義之問題，亦是如此69。 

 

 
第三款  「依法補徵」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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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依法補徵？在邏輯上，可能有三說：㈠實體法說：

應係指租稅實體法而言。㈡ ㈢程序法說：應係指有關補徵之程序法規定。

實體法與程序法說：凡涉及稅額補徵之事項，無論實體法或程序法，均有

適用。採後兩說者，一方面因承認程序法之適用，一方面又因本項為爭點

更正之規定，而非否認實質存續力存在之規定，故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

但書第２款仍得適用，而有禁止稽徵機關撤銷之可能。從而，得為爭點更

正之課稅處分爭點，若欠缺突破存續力之明文依據，或遭到禁止突破者，

稽徵機關仍無法撤銷該爭點。在此因第三說既不側重實體法，亦不漠視程

序法，最符合現代法治國精神，最為妥當。 

 

 

                                                 
69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8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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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附調查保留與暫時性課稅處分相關規定之整合 
 

第一項  附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課稅處分 
 

所謂附調查保留課稅處分，係指具體租稅事件未經終結調查前，先由

稽徵機關作成課稅處分，同時保留其事後調查權，待經日後終結調查後，

再廢棄或變更原處分。所謂暫時性課稅處分，係指事實暫時不明或應適用

之法律仍不明確，而稽徵機關又須作成課稅處分時，得先作成暫時性課稅

處分，以避免實質存續力之發生。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課稅處分，對於租稅

行政程序之進行，有加速及簡化之作用70。而且亦有利於人民申請作成課

稅處分之核准71。 

課稅處分之調查保留或暫時性，若係依法規所直接添加者，則為法規

直接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課稅處分；反之，若係由稽徵機關依職權添加

者，則為依職權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課稅處分。由稽徵機關依職權添加

之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課稅處分，尚須有得依職權添加之授權依據，否則該

添加即為違法。 

 

 

 

第二項  附調查保留課稅處分之容許性 
 

第一款  法規直接添加 
 

法規直接添加調查保留課稅處分（kraft Gesetzes unter dem Vorbehalt 

der Nachprüfung）72，既有法規明文依據，原則上即無法律容許性之問題。

例如以下之情形： 

                                                 
70 Vgl. Dieter Birk, Steuerrecht8, Rn. 45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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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頁至第 50 頁。 
72 Vgl. Stadie, Allg. Steuerrecht, Rn.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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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第３條： 

「經稽徵機關書面審核核定之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均應列入

抽查，其範圍如左：一、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書面審核核定者。

二、申報所得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經書面審核核定者。三、其他依

有關法令規定，經書面審核核定者。」 

 

 

第二款  依職權添加 
 

一、特別授權添加規定 
  稽徵機關可否依職權決定是否添加調查保留？關稅法對此有特別規

定，例如： 

﹣關稅法第１３條： 

「海關於進出口貨物放行之翌日起六個月內通知實施事後稽核者，得於

進出口貨物放行之翌日起二年內，對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

人實施之。依事後稽核結果，如有應退、應補稅款者，應自貨物放行之

翌日起三年內為之。為調查證據之必要，海關執行前項事後稽核，得要

求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人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之紀錄、

文件、會計帳冊及電腦相關檔案或資料庫等，或通知其至海關辦公處所

備詢，或由海關人員至其場所調查；被調查人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海關實施事後稽核之範圍、程序、所需文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關稅法第１８條： 

「加速進口貨物通關，海關得按納稅義務人應申報之事項，先行徵稅驗

放，事後再加審查；該進口貨物除其納稅義務人或關係人業經海關通知

依第十三條規定實施事後稽核者外，如有應退、應補稅款者，應於貨物

放行之翌日起六個月內，通知納稅義務人，逾期視為業經核定。進口貨

物未經海關依前項規定先行徵稅驗放，且海關無法即時核定其應納關稅

者，海關得依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准其檢具審查所需文件資料，並繳納

相當金額之保證金，先行驗放，事後由海關審查，並於貨物放行之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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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六個月內核定其應納稅額，屆期視為依納稅義務人之申報核定應納稅

額。…」 

 

二、一般授權添加規定 

然而，我國並無類似德國租稅通則第１６４條之一般授權添加規定
73。惟鑑於租稅事件之大量性、自動報繳制之需要性、加速租稅核定之迫

切性等因素，仍應承認有可使稽徵機關依職權添加調查保留之一般授權添

加規定。從而，在目前稅法規定中，若有勉強得作為授權稽徵機關依職權

添加調查保留之依據者，尚可援用。否則僅能從行政程序法中找尋其一般

授權依據。進一步說明如下。 

㈠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 

    因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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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經另發現應徵之

稅捐，不以稽徵機關自行調查發現者為限，經人民檢舉發現者，亦屬之（最

高行政法院６２年判字第８２號判例）。若係稽徵機關自行調查而發現

者，亦不限於核定機關，其上級監督機關調查發現或其他機關函知原處分

機關查明者，亦屬之（最高行政法院６２年判字第４９１號判例）。凡經

調查、檢舉或函知後，查明尚有依法應行繳納之稅額，即為經另發現應徵

之稅捐74。 

據此，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似已廣泛賦予稽徵機關事後調

查權限，稽徵機關依此規定自得依職權添加調查保留。惟若採此說，將導

                                                 
73 德國租稅通則第 164 條規定：「(1)1租稅事件未經終結之調查者，得普遍或在個別事件

中，基於事後調查保留作成租稅之核定，而無須就此附具理由。2預繳之核定，皆為基

於事後調查之保留之租稅核定。(2)1保留有效者，租稅核定得廢棄或變更之。2租稅義務

人得隨時請求廢棄或變更租稅核定。3對此而為之決定，於租稅事件應於相當期間內為

終結之調查者，得延展至該時而為之。(3)1事後調查之保留得隨時廢棄之。2其廢棄與租

稅核定未附事後調查之保留相同；第 157 條第 1 項第 1 句及第 3 句之規定準用之。3實

地調查後，附有事後調查之保留之租稅核定，並無應行變更之情形者，應廢棄該保留。

(4)1核定期間已屆滿者，不為事後調查之保留。2第 169 條第 2 項第 2 段及第 171 條第 7
項、第 8 項及第 10 項之規定，不適用之。」中譯文，請參照，陳敏，德國租稅通則，

台北：1985 年，第 182 頁。 
74 請參照，稅捐稽徵法令彙編，台北：2007 年，第 62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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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之適用範圍過於廣泛，且因欠缺如同德

國租稅通則第１６４條之諸多要件限制，將架空實質存續力之內涵。因

此，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似為爭點主義之特別規定，而非附調

查保留之授權添加或容許性規定。 

㈡行政程序法第９３條第２項第４款 

附調查保留為課稅處分之附款（Nebenbestimmung）75，並無太大爭議。

惟多數說認為，行政機關得依職權添加之附款種類，僅限於期限、條件、

負擔、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五種76。因此，

依職權添加之附調查保留，須能涵蓋在上述五種類型之一，始具有法律容

許性。為使稽徵機關能依職權添加調查保留，似可透過法學方法上之更是

原則（erst recht）77，或稱為舉重以明輕，准許稽徵機關在行政程序法第９

３條與第９４條之限制下，得依職權添加調查保留。 

其推論如下：㈠附調查保留為課稅處分之附款。㈡行政機關得依職權

添加之附款，僅限於期限、條件、負擔、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保留負

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五種。故依職權添加之附調查保留，須能為其中之一

種，始具有法律容許性。㈢若信賴保護程度較高之合法授益處分尚能依職

權添加廢止權保留，對於信賴保護程度較低之其他行政處分，依更是原

則，自無不許添加之理。㈣雖然保留廢止權之合法授益處分，僅能向將來

廢止（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５條）。惟對合法或違法負擔處分而言，本身亦

無信賴保護問題，故亦得溯及既往廢棄。此外，當事人事前若已知悉授益

處分違法，其信賴亦不值得保護（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９條第３款），而亦

可溯及既往撤銷。因此，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３條第２條使用「廢止」一詞，

在概念過於狹隘，若改為「廢棄」，亦無不可。㈤依廢止與撤銷之法理，

廢止權之行使，以向將來發生效力為原則，撤銷權之行使，以向過去發生

效力為原則，故課稅處分若有廢棄權保留，自得向過去撤銷78。㈥課稅處

                                                 
75 Vgl. Stadie, Allg. Steuerrecht, Rn. 485. 
76 Vgl. Tipke, in Tipke/Kruse, § 120 AO Rz. 9. 
77 Vgl. Armin Pahlke, in Pahlke/Koenig, AO, § 130, Rn. 48. 
78 Vgl. Pahlke, in Pahlke/Koenig, AO, § 130, Rn. 48; Kruse, in Tipke/Kruse, § 130 AO Rz. 35; 
v. Wedelstädt, in Beermann/Gosch, § 130 AO Rz. 23; Frotscher, in Schwarz, § 130 AO Rz. 29;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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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既得依職權添加無添加目的之一般廢棄權保留，自得依職權添加有特定

添加目的之附事後調查之廢棄權保留。 

 

 

 

第三項  暫時性課稅處分之容許性 
 

第一款  法規直接添加 
 

課稅處分之附暫時性，若係依法規直接添加者，原則上即無法律容許

性之問題。例如以下之情形： 

﹣所得稅法第６８條第２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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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暫繳稅額核定（Festsetzung von 

Vorauszahlungen）79為具有暫時性之推計核定。 

 

 

第二款  依職權添加 
 

稽徵機關可否依職權決定是否添加調查保留？因我國並無類似德國

租稅通則第１６５條之一般授權添加規定80，故有疑義。而且在目前各稅

                                                                                                                                            
S. 206. 
79 Vgl. Stadie, Allg. Steuerrecht, Rn. 485. 
80 德國租稅通則第 165 條規定：「(1)1租稅之成立要件是否發生及其範圍不明時，得為暫

時之核定。2以下情形，亦有此規定之適用：1.有利於租稅義務人之國際課稅協定，是否

與何時對於租稅核定有效，不明時，2.聯邦憲法法院已確認該稅法與基本法不一致，而

立法者負有修法之義務時，或 3.該稅法與更高位階法律之一致性，已為歐洲法院、聯邦

憲法法院或邦最高法院之程序標的時。3其暫時性之範圍及理由應說明之。4在第 1 句或

第 2 句之要件下，亦得基於或不基於擔保給付而停止租稅核定。(2)1稽徵機關就租稅為

暫時之核定者，得廢棄或變更該核定。2事件之不明已排除者，應廢棄、變更該暫時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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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中，不僅欠缺特別授權添加依據，亦欠缺勉強可作為一般授權添加

之依據。因此，為使稽徵機關得依職權添加暫時性，且能獲得法律容許性，

亦應透過前述更是原則，從行政程序法第９３條第２項第４款得出其一般

授權添加規定。 

其推論如下：㈠附暫時性為課稅處分之附款。㈡行政機關得依職權添

加之附款，僅限於期限、條件、負擔、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保留負擔

之事後附加或變更五種。故依職權添加之暫時性，須能為其中之一種，始

有法律容許性。㈢若信賴保護程度較高之合法授益處分尚能依職權添加廢

止權保留，對於信賴保護程度較低之其他行政處分，依更是原則，自無不

許添加之理。㈣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３條第２條使用廢止一詞，在概念過於

狹隘，應改用廢棄。㈤依廢止與撤銷之法理，廢止權之行使，以向將來發

生效力為原則，撤銷權之行使，以向過去發生效力為原則，故課稅處分若

有廢棄權保留，自得向過去撤銷。㈥課稅處分既得依職權添加無添加原因

之一般廢棄權保留，自得依職權添加有特定添加原因之附暫時性之廢棄權

保留。 

 

 

 

第四項  小結 
 

    關於課稅處分之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基於稅法之優先性與行政程

序法之補充性，整合行政程序法及稅法規定後，得出以下結果： 

﹣法規直接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課稅處分： 

並無法律容許性問題。例如：所得稅法第６８條第２項、營利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第２條及第３條等規定。 

﹣依職權添加附調查保留或暫時性課稅處分： 

                                                                                                                                            
定，或表示以之為終結之核定；經停止之租稅核定應補行之。3在第 1 項第 2 句之情形，

依據第 2 句之暫時性租稅核定，若未經廢棄或變更，僅於租稅義務人申請時，始為終結

之表示。(3)暫時之租稅核定得與附事後調查之保留之租稅核定相結合。」中譯文，請參

照，陳敏，德國租稅通則，台北：1985 年，第 183 頁。 

 - 114 -



第三章  稅法與行政程序法職權撤銷規定之整合 

則有法律容許性問題。除非如關稅法第１３條及第１８條等規定自行授

權稽徵機關依職權添加調查保留或暫時性，否則應依行政程序法第９３

條第２項第４款規定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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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終局性課稅處分一般職權撤銷規定之整合 
 

第一項  稅法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 
 

    通常之課稅處分，並未附有調查保留或暫時性。於不可爭訟後，自有

實質存續力，而可稱為終局性課稅處分。嗣後稽徵機關若須撤銷終局性課

稅處分，則須有法律授權依據，而可稱為稅法之職權撤銷規定。關於稅法

之職權撤銷規定，可能有適用於所有稅目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以及僅適

用於個別稅目之特別職權撤銷規定。惟因現行稅法並無一般職權撤銷規

定，故須適用行政程序法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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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德國行政程序法之影響，我國行政程序法之一般職權撤銷規

定，亦常配合持續性規制行政處分而為規定，例如第１１８條但書、第１

２７條等，甚至第１２３條及第１２８條等，此類特別規定，對於僅有一

次性規制之課稅處分，並無可用之處。因此，稽徵機關在依行政程序法一

般職權撤銷規定撤銷終局性課稅處分前，仍須先比較及整合稅法與行政程

序法之職權撤銷規定，擬出符合課稅處分特性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以下

即對此說明。 

 

 

 

第二項  職權撤銷之授權–概括授權或個別授權 
 

合法之課稅處分，基於課稅合法性及公平性原則，不容稽徵機關嗣後

再廢棄之。因此，課稅處分作成後，須具有違法性（Rechtswidrigkeit），稽

徵機關始得依職權排除其效力。違法性為稅法一般職權撤銷規定之不成文

要件要素（ungeschriebenes Tatbestandsmerkmal）81。 

                                                 
81 Vgl. v. Groll,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Vor § 172-177 AO Rz. 70; Koenig, in 
Pahlke/Koenig, AO, Vor § 172 ff., Rn. 10;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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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違法性之內容為何？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之本文，雖曾提及違

法行政處分，惟對於違法之實際意義為何，則未說明。因此，依該章規定

所為之體系解釋，行政處分之違法瑕疵，只要非屬重大明顯瑕疵或非僅為

誤寫、誤寫或其他類似之顯然錯誤者，均為行政機關得依職權撤銷之範

圍。一般稱此授權撤銷模式為概括授權（Pauschalermächtigung）。相對於

此，則為個別授權（Einzelermächtigung），或列舉原則（Enumerationsprinzip）
82。例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４６條規定：「有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

法，逃漏遺產稅或贈與稅者」、土地稅法第５４條規定：「藉變更、隱匿地

目等則或於適用特別稅率、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未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者」等情形，係由立法者先列出具體違法情形，再授權

稽徵機關依職權撤銷，即為個別授權模式。 

概括授權與個別授權，各有其優缺點。採概括授權者，因包含所有違

法情形，故可避免授權漏洞之產生，行政機關即不須忍受有漏未列舉之情

形存在，惟此原則亦有缺點，即立法者無法控制行政機關之職權撤銷權，

若干不應撤銷之情形，仍可能會遭到撤銷，反之，若干應撤銷之情形，亦

可能未被撤銷83。採個別授權者，其優點則為立法者可以掌控何種情況應

撤銷，何種情況不應撤銷，以避免行政機關違反立法者之意志，惟此原則

之缺點，則在於容易出現授權之漏洞84。 

    原則上，稅法一般職權撤銷規定之撤銷授權模式，因稅法本身並無規

定，故應依行政程序法之立法例，即為概括授權，因此，凡課稅處分之違

法瑕疵，非屬重大明顯之瑕疵或僅為誤寫、誤寫或其他類似之顯然錯誤

者，稽徵機關均得為撤銷。除非對於同一違法瑕疵，各稅法已有特別職權

撤銷規定，始須依稅法優先性，而優先適用個別授權模式。然而，此時對

於各稅法所未個別授權撤銷之違法瑕疵，仍得依行政程序法之補充性，依

行政程序法之概括授權而為撤銷。 

                                                 
82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111 ff. 
83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111 f. 
84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112 f . 

 - 117 -



第三章  稅法與行政程序法職權撤銷規定之整合 

第三項  違法性之判斷時點–作成時或撤銷時 
 

課稅處分若無違法性，稽徵機關即不得依職權撤銷，而違法性之有

無，除受各稅法之個別規定影響外，亦與判斷時點及溯及效果之觀察方法

有關，以下先就判斷時點說明之。關於違法性之判斷時點，主要有兩說：

㈠作成時說：即以課稅處分之作成時，作為違法性之判斷時點。㈡撤銷時

說：即以課稅處分之撤銷時，作為違法性之判斷時點。 

因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３條第４款有關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更之職

權廢止規定，既以合法授益處分為適用對象，故可推知立法者係採作成時

說。蓋立法者若採撤銷時說，將因撤銷時之法規或事實已變更，廢棄對象

應已成為違法授益處分，而無法再稱得上是合法授益處分，故該款顯然係

在作成時說之脈絡下所為之規定85。 

基本上，一次性規制行政處分，僅有一次之規制，規制一旦作成，即

可判斷其違法性之有無，故無論採作成時說或撤銷時說，對於違法性是否

存在，均無不同。由於課稅處分本身亦為一次性規制行政處分86，故無論

採何說，其結果亦無不同。反之，持續性規制之行政處分，會隨著時間之

進行，使其規制持續反覆出現，故在不同時點，行政處分可能會出現合法

或違法之不同情形，因此，即會因判斷時點之不同，而使違法性之有無出

現變化。惟在此，我國行政程序法係採作成時說。 

 

 

 

第四項  溯及效果之觀察方法–溯及觀察與不溯及觀察 
 

課稅處分雖係依作成時之事實及法律狀態，作為違法性有無之判斷基

礎，惟除非稅法所據為課稅之基礎，例如為單純之生活事實，一經發生後

即永遠存在，事後亦不會再消失，否則事實之基礎，若係由法律事項所構

                                                 
85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71 f.  
86 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3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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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嗣後仍可能因法律上之事由，而溯及既往消滅或變更原有法律事項之

效力，導致作成時所依據之事實基礎出現動搖，而出現課稅處分是否仍為

合法之疑義？在學說上，即因溯及效果之觀察方法不同，而有不採溯及觀

察與採溯及（ex tunc）觀察兩說。 

不採溯及觀察者認為，原核定之事實基礎，於過去之作成時已經合

法，該課稅處分作成時即已合法，換言之，構成事實基礎之法律事項，即

使嗣後發生法律溯及效果，而已消滅或變更，亦不影響課稅處分之合法

性，稽徵機關至多僅須配合溯及之效果，而廢止該課稅處分87。反之，採

溯及觀察者認為，課稅處分作成時是否合法，須從現在之立場觀察。因此，

亦須考量嗣後發生之溯及法律效果，若現在有溯及法律效果存在，因溯及

既往所發生之自始效果，即可能使構成事實基礎之法律事項，於作成時已

消失或變更。從而，依該事實基礎所為之課稅處分，亦於作成時已違法。

否則，若不採此觀察方法，法律上有關溯及效果之規定，將因此失去意義
88。 

從我國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３條第４款規定觀之，行政處分所依據之事

實事後（nachträglich）發生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公益將有危害者，依

該款規定，行政機關得為廢止，蓋立法者已強調適用該款規定之前提，須

事實基礎之事後變更。若事實變更之效果係溯及（rückwirkend）行政處分

作成時（Zeitpunkt des Erlasses），行政處分即可能自始（von Anfang an）為

違法（rechtswidrig），因其非事後始為違法之情形，故仍無行政程序法第

１２３條第４款規定之適用，而應適用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有關違法行

政處分之職權撤銷規定89。因此，課稅處分若因溯及效果而導致自始違法

者，亦應採溯及觀察，而適用職權撤銷規定。 

 

 

 
                                                 
87 請參照，陳敏，溯及影響租稅債務之事項，政大法學評論，第 41 期（1990 年 6 月），

第 62 頁。 
88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73. 
89 Vgl. Meyer, in Knack, VwVfG7, Vor § 43, Rn.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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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職權撤銷之決定–義務撤銷或裁量撤銷 
 

各稅法關於課稅處分之特別職權撤銷規定，通常係立法者在考量具體

違法情形後，認為該違法情節重大，而有依職權撤銷之必要，故始一面採

取個別授權模式，一面採取義務撤銷，要求稽徵機關一經發現該違法情

形，即須依法撤銷及補稅。從而，此時之各稅法規定，不再考慮課稅處分

之法安定性及當事人之信賴保護，而一律採取義務撤銷，即有其正當性存

在。例如土地稅法第４９條第３項：「…發現該土地公告現值、原規定地

價或前次移轉現值有錯誤者，立即移送主管稽徵機關更正重核土地增值

稅。契稅條例第２６條：納稅義人應納契稅，匿報或短報，經主管稽徵機

關查得，或經人舉發查明屬實者，除應補繳稅額外…。」 

反觀在行政程序法中，除對申請撤銷、廢止或變更（該法第１２８

條），採取義務廢棄或變更外（該法第１２９條），對於職權撤銷（該法第

１１７條等），則採裁量撤銷，蓋在對於人民必然有利之事項，立法者認

為應採義務撤銷，反之，在對人民可能不利之事項，則認為應採裁量撤銷。

由此亦顯示，在現代法治國下，行政處分發生實質存續力後，行政合法性

即不再具有絕對性，撤銷行政處分若對人民不利，應考量當事人之信賴保

護，而以裁量撤銷為原則，此應是行政程序法之基本價值，而不容予以忽

視90。此外，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係爭點主義之特別規定，而

非否認實質存續力存在之規定，因此，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僅反對稽徵機

關有選擇裁量權，而非反對稽徵機關有決定裁量權，故稽徵機關在進行爭

點改正時，除非各稅法有特別規定，否則依行政程序法之補充性，應有決

定裁量權之適用，即稽徵機關得為裁量撤銷。 

 

 

                                                 
90 Vgl. Meyer, in Knack, VwVfG7, Vor § 43, Rn. 19. 例如，德國憲法法院曾認為，對於難

民證(Vertriebenenausweis)之沒收，縱使聯邦難民法(BVFG)採義務撤銷(Pflichtrücknahme)
規定，但主管機關仍應顧及信賴保護原則，而可為裁量決定。請參照，Meyer, in Knack, 
VwVfG7, Vor § 43, Rn. 19. 惟該見解在其他義務撤銷之案例中，並未完全貫徹，聯邦行

政法院仍認為，信賴保護原則仍得因義務撤銷規定而遭到排除適用，請參照，Meyer, in 
Knack, VwVfG7, Vor § 43, R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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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項  撤銷範圍之選擇裁量–得否全部或一部撤銷 
 

稽徵機關依職權撤銷課稅處分，其撤銷範圍為何，即所謂撤銷範圍之

選擇裁量權問題。首先，稅法對此若有特別規定者，應依特別規定處理，

例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４６條、土地稅法第４９條第３項、第５４條、第

５５條之１、契稅條例第２６條等，係採個別授權，僅得就授權之範圍進

行改正，對於未列出之違法情形，即不得撤銷之，此時之稽徵機關，幾乎

已無選擇裁量權可言。 

除此之外，因一般職權撤銷規定係採概括授權，故得撤銷之違法情

形，必定超出稅法所個別規定者，例如依房屋稅條例第１６條規定：「納

稅義務人未依第七條規定之期限申報，因而發生漏稅者，…責令補繳應納

稅額…。」若某公司一開始即已合法申報，日後該公司若出現違法漏稅之

情形，即無法依該規定撤銷課稅處分，而須另依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規

定處理。原本依第１１７條之規定，稽徵機關對於撤銷範圍有選擇裁量

權，得為全部或一部撤銷，惟依本章第三節之說明，基於稅法之優先性，

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應劣後於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因此，

稽徵機關喪失撤銷範圍之選擇裁量權，不得為全部或一部撤銷，而僅能依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第２項前段為爭點改正。 

 

 

 

第七項  撤銷時間點之選擇裁量–得否溯及既往撤銷 
 

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８條規定：「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

其效力。但為維護公益或為避免受益人財產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

定失其效力之日期。」所謂之溯及既往，係指溯自罹有瑕疵時而言91。因

此，對於一次性規制行政處分而言，應溯自行政處分作成時失效；對於持

                                                 
91 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63 頁；林錫堯，行政法要義3，台

北：2006 年，第 3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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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規制行政處分而言，則溯自開始出現違法時失效92。惟一律溯及既往

失效，有時會損害公益或私益，故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８條但書規定，行政

機關得另定失效日期，而享有撤銷時間點之選擇裁量權93。不過，得另定

失效日期者，亦須以持續性規制行政處分為限。蓋一次性行政處分，僅有

一次性之規制效力，規制一旦撤銷，即全部喪失，無法在作成時至未失效

間，繼續保有其效力。課稅處分既屬一次性規制行政處分，即無行政程序

法第１１８條但書之適用，因此，稽徵機關無撤銷時間點之選擇裁量權。 

 

 

 

第八項  職權撤銷之信賴保護方式–存在保護或財產保護 
 

第一款  行政程序法之規定 
 

德國行政程序法第４８條第２項規定94：「違法行政處分係提供一次或

連續之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或以此為要件者，如其受益人已信賴該行政

處分之存在，且經斟酌撤銷對公益之影響後，認為其信賴值得保護者，即

不得撤銷。…」，該法第４８條第３項規定95：「非屬第二項之違法行政處

                                                 
92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100 ff. 
93 請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63 頁。 
94 德國行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違法行政處分係提供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分

物之給付，或以此為要件者，如其受益人已信賴該行政處分之存在，且經斟酌撤銷對公

益之影響後，認為其信賴值得保護者，即不得撤銷。如受益人已使用所提供之給付，或

受益人已有財產上處置，而其處置已不能回復或回復須付出難以想像之損失時，原則上

其信賴即值得保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受益人即不得主張信賴：1、行政處分係因受

益人之惡意詐欺、脅迫、賄賂而出現；2、行政處分係因受益人對於重要事項提供不正

確或不完全之資訊而出現；3、受益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該行政處分違法。第三

句之情形，原則上行政處分應溯及既往撤銷。」中譯文，請參照，翁岳生，行政法與現

代法治國家，台北：1990 年，第 278 頁。 
95 德國行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3 項規定：「非屬第二項之違法行政處分於撤銷時，行政機

關依申請，應補償當事人因信賴該處分存在所遭受之財產損失，但以其信賴經斟酌公益

後，認為值得保護者為限。第二項第三句亦有適用。惟財產損失之補償，不得超過當事

人因此行政處分存在時所得之利益。應補償之財產損失，由行政機關核定。此項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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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於撤銷時，行政機關依申請，應補償當事人因信賴該處分存在所遭受之

財產損失，但以其信賴經斟酌公益後，認為值得保護者為限。…」，德國

行政程序法對違法授益處分，區分提供一次或連續金錢或可分物給付之行

政處分（簡稱：金錢或可分物給付處分）與非提供一次或連續金錢或可分

物給付之行政處分（簡稱：非金錢或可分物給付處分；或簡稱：其他處分）。

對於金錢或可分物處分，只要受益人之信賴值得保護，其信賴保護規定，

即違法授益處分不得撤銷，而對於非金錢或可分物給付處分，只要受益人

之信賴值得保護，其信賴保護規定，即違法授益處分仍得撤銷，但應補償

受益人財產損失。 

在我國行政程序法中，不論違法授益行政處分是否為金錢或可分物給

付處分，其信賴保護規定，原則上均為違法授益處分仍得撤銷，但應補償

受益人財產損失。因此，我國行政程序法關於行政處分職權撤銷之信賴保

護規定，與德國行政程序法關於非金錢或可分物給付處分職權撤銷之信賴

保護規定一致。 

此外，我國行政程序法對於職權撤銷之極端例外情形，即撤銷對公益

有重大危害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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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賴

保護規定，則為例外不得撤銷。惟此時是否與德國行政程序法關於金錢或

可分物給付處分職權撤銷之信賴保護規定一致？在此應持否定看法，蓋對

於撤銷對公益有「重大危害」及信賴利益「顯然大於」撤銷公益兩者而言，

不論係依德國行政程序法第４８條第２項或第４８條第３項之信賴保護

規定，或依我國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之信賴保護規定，對於職權撤銷之

裁量，均已達到裁量減縮至零，而皆不得撤銷。 

綜合上述，扣除第１１７條但書之極端例外情形，我國行政程序法關

於違法授益處分職權撤銷之信賴保護規定，與德國行政程序法關於非金錢

或可分物給付處分職權撤銷之信賴保護規定一致。 

 

第二款  存在保護與財產保護 

                                                                                                                                            
只能在一年內主張；期間之開始，係從行政機關告知當事人時起算。 」中譯文，請參

照，翁岳生，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台北：1990 年，第 278 頁至第 2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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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８０年前後，我國最高行政法院受學說影響，認為行政機關撤銷

違法授益處分時，若受益人之信賴值得保護，即不得撤銷96，此種不撤銷

之保護方式，稱為存在保護（Bestandsschutz），前述德國行政程序法第４

８條第２項之規定，亦屬此種情形。採存在保護方式，對於昔日並無財產

補償依據，而且欠缺給付訴訟類型之情形下，有其存在之必要。惟信賴保

護之保護方式，若僅有撤銷或不撤銷，將因效果過於僵化，而無法滿足實

際之需要。因此，在行政程序法立法時，立法者即改變過去之實務見解，

認為受益人之信賴若值得保護，違法授益行政處分仍得撤銷，但應合理補

償其財產損失，換言之，即透過財產補償方式，保護受益人之信賴，而可

稱為財產保護（Vermögensschutz），例如前述德國行政程序法第４８條第

２項或第４８條第３項，與我國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及第１２０條。 

    信賴保護規定之信賴保護方式，採財產保護者，雖使行政機關不必忍

受違法授益處分之存在，並使行政措施更有彈性，惟亦有以下之缺點97：

㈠容易造成信賴保護之落空（leerläuft）：蓋對於非金錢或可分物給付處分，

有時僅能以存在保護作為保護方式，否則不足以保護受益人之信賴98。㈡

對於其他利害關係人或一般交易行為人之信賴利益，有時僅能透過存在保

護方式，始能予以維護，而財產保護方式，並無法達成相同之保障效果99。

㈢財產保護容易使人忽略存在保護之重要性，使原本應存在之違法授益處

                                                 
96 請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83 年判字第 151 號判例。法國法係以既得權(les droits acquis)
概念，達成類似德國法信賴保護原則之效果，法國法認為，既得權原則上因救濟期間經

過而出現，一旦人民取得既得權後，行政處分即不得再廢棄，而完全無須衡量公益與私

益之輕重，亦無廢棄後是否應補償之問題，請參照，陳淳文，違法授益行政處分與信賴

保護，載於：湯德宗╱李建良，2006 行政管制與行政爭訟，台北：2007 年，第 28 頁至

第 29 頁。 
97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83. 

98  無 法 採 取 財 產 保 護 之 違 法 授 益 處 分 ， 例 如 非 物 質 行 政 處 分

(Immaterialverwaltungsakt) 、 形 成 私 法 之 行 政 處 分 (privatrechtsgestaltender 
Verwaltungsakt)、形式化行政處分(Formalverwaltungsak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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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頁至第 384 頁。 
99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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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亦可能遭到撤銷。 

惟支持信賴保護規定之信賴保護方式，應採財產保護者認為100：㈠受

益人之信賴利益，係違法取得利益，取得時既已不合法，即不能再毫無條

件予以保護。㈡財產保護並非否定存在保護之存在，於財產保護不足以保

障受益人之信賴時，仍可採用存在保護。㈢對於不可用價值衡量之非金錢

或可分物給付處分，德國行政程序法仍採取財產保護，即已顯示金錢或可

分物給付處分之不得撤銷，實乃立法者在立法當時，將信賴利益損失與公

共利益相抵後，所得出之結果，換言之，不得撤銷仍屬財產保護之範疇。

㈣雖然有些違法授益處分涉及複雜多樣之非財產利益，而無法以金錢估

算，但有時為維護更重要之國家利益（Staatsbezogenheit），仍應准許撤銷

之。 

    雖然學者有以徵收補償（Enteignungsentschädigung）或特別犧牲理論

（Sonderopfertheorie）作為財產保護之憲法根據101。或以財產權之存在保

護作為存在保護之憲法根據102。惟對於違法授益處分信賴保護規定之信賴

保護方式，究應採存在保護或財產保護103，並無法從憲法中得到具體答

案，仍須由立法者決定104。只要立法者在權衡過程中，正確認識利益之衝

                                                 
100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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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頁至第 390 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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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雜誌，第 28 期（2001 年 11 月），第 23 頁或第 29 頁。 
102 請參照，陳英鈐，「自由法治國」與「社會法治國」–評釋字四七二與四七三號大法

官會議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 期（1999 年 10 月），第 94 頁至第 99 頁。 
103 國內見解中，傾向採財產保護者，例如翁岳生編╱許宗力，行政法（上）3，台北：

2006 年，第 544 頁至第 545 頁；李惠宗，行政法要義3，台北：2007 年，第 362 頁；林

錫堯，行政法要義3，台北：2006 年，第 338 頁；李建良，行政處分，載於：行政程序

法實用2，台北：2001 年，第 232 頁。反之，傾向採存在保護者，例如林三欽，論授益

行政處分之撤銷–思考層次與考量因素的探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8 期（2001 年

11 月），第 29 頁；董保城，行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載於：行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

台北：2000 年，第 481 頁至第 482 頁；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58 頁

至第 459 頁；陳慈陽，行政法總論2，台北：2005 年，第 509 頁至第 510 頁；陳新民，

行政法總論8，台北：2005 年，第 358 頁。 
104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8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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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並盡可能予以協調，而符合憲法之最低保障要求，則不論立法者係以

重建合法秩序（財產保護）為優先，或係以維持違法狀態存在（存在保護）

為優先，均不得指摘為違憲105。從而，我國行政程序法不區分金錢或可分

物給付處分與其他處分，而一律採用財產保護方式，亦不得遽指為違憲。 

 

 

第三款  稅法之規定 
 

基於以下理由，稅法亦應以財產保護作為職權撤銷之信賴保護方式：

㈠雖然稅法通常僅提及補徵、退還或類似之用語，而幾無信賴利益損失補

償規定，但不得據此即認為稅法關於職權撤銷之信賴報保護方式，係採存

在保護。㈡行政程序法既以財產保護作為一般信賴保護方式，稅法對此若

無特別規定者，仍應以財產保護作為一般方式。㈢課稅處分之內容，僅涉

及金錢或可分物，其存在利益亦可用金錢衡量，故無信賴保護落空之問

題。㈣採財產保護方式，亦有利於補稅或退稅之計算。 

然而，顧及租稅事件之大量性，若職權撤銷涉及信賴保護者，均須經

由補稅–再補償兩階段作業，將使稽徵成本遽增。因此，稅法關於職權撤

銷之一般信賴保護方式，本質上雖係財產保護，但在外觀上仍可採用類似

德國關於金錢或可分物給付處分之處理方式，即經由信賴利益與公益相抵

後，以存在保護方式對外展現。其展現方式可表達如下106：㈠於信賴利益

大於撤銷利益者時，稽徵機關得不撤銷，避免徒增國家損失。㈡於信賴利

益小於撤銷利益時，稽徵機關得為一部撤銷，蓋此為相抵之結果。㈢若無

任何信賴利益，稽徵機關應撤銷 ㈣。 但必要時，不排除回復為財產保護方

式。 

 

 

                                                 
105 Vgl. Blanke, Vertrauensschutz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2000, S. 189. 
106 結果部分相同，但說理不同之類似見解，亦可參照，陳敏，行政法總論5，台北：2007
年，第 458 頁至第 459 頁， 

 - 126 -



第三章  稅法與行政程序法職權撤銷規定之整合 

第九項  核課期間–除斥期間或消滅時效 
 

第一款  核課權期間或租稅請求權期間 
 

所謂核課期間，係指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及第２２條之規定而言， 第

２１條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列規定：一、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

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

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五年。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

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

期間為五年。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

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七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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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稅債務之成立，係因租稅構成要件實現而成立，抑或稽徵機關之核

課而成立，目前多數說認為，租稅債務係依法律規定而抽象存在，稽徵機

關之核課，僅使其具體化。因此，核課之目的，僅在於確認實際之內容107。

最高行政法院９５年判字第１５４號判決亦認為：「雖莊阿生之繼承人之

一莊全勝於同年 12 月 25 日死亡，然系爭遺產稅租稅債務之成立，係於租

稅構成事實成立即莊阿生死亡時即已發生…。」故實務亦贊同多數說之見

解。 

租稅債務可能在稽徵機關核課前即已消滅，故租稅債權之實現，並不

以稽徵機關作成核課為必要。惟立法者為維護法律安定，避免舉證困難，

督促債權人早日行使權利，仍於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規定所有稅捐之核課

期間。故核課期間雖以核課為名，在適用上並不以查定課徵之稅捐為限，

其他自行申報繳納之稅捐亦有適用。從而，論者即無法一概將核課期間認

定是核課權之期間規定，惟因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係以核課期間稱之，故

仍引起該規定究係以核課權或租稅請求權為規範對象之爭。 

㈠核課權期間說：採此說者認為，「賦稅債務因…課稅要件具備，並

                                                 
107 請參照，陳敏，租稅法之消滅時效，政大法學評論，第 32 期（1985 年 12 月），第

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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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屆期時而成立，…經納稅義務人之納稅申報或稽徵機關之賦課處分，…

確定數額以後，始予付諸履行或執行。在上述過程中，稽徵機關以賦課處

分而決定賦稅債務之權限，謂核課權，…核課期間，係賦稅機關對既成立

之賦稅債務，得行使核課權與予以賦課處分，而決定賦稅債務之有效期

間。108」或認為：「課徵權乃在決定課徵之金額，以便權利之行使，具有

設定租稅債權之作用。…查各國租稅法對於稅捐之核課，向設有核課期間

之規定，即於稅法中規定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存續期間。109」 

㈡租稅請求權期間說：採此說者認為，「國家之租稅債權，因屆滿核

課期間而消滅。在一般情形下，已在核課期間內核課之租稅，自該核課處

分確定之日起，即開始進行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之徵收期間。…因此，對國

家之租稅債權，存有先後之二消滅時效。核課期間屆滿未經核課之租稅，

其租稅債權已罹於核課期間之消滅時效，歸於消滅，不復有徵收期間之問

題，…經核課確定之租稅，如未在徵收期間內徵起，國家之租稅債權亦因

罹於徵收期間之消滅時效，而歸於消滅，…」110。 

 

 

第二款  除斥期間或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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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有爭議，主要有三種看法： 

㈠持核課權期間說者，多認為核課期間為除斥期間。蓋「國內論者對

核課權之說明，無論對租稅債務是否因核課權之行使而成立持何見解，要

皆以核課權為稽徵機關確定納稅義務人應繳納租稅數額之權限，具有形成

權之性質。從而推論核課期間為除斥期間，為法定之不變期間，並無中斷

或不完成之問題。111」 

                                                 
108 請參照，林喬讚，賦稅稽徵權與司法權，台北：1985 年，第 55 頁。 
109 請參照，張昌邦，稅捐稽徵法5，台北：1991 年，第 87 頁至第 88 頁。 
110 請參照，陳敏，租稅法之消滅時效，政大法學評論，第 32 期（1985 年 12 月），第

132 頁至第 133 頁。 
111 請參照，陳敏，租稅法之消滅時效，政大法學評論，第 32 期（1985 年 12 月），第

130 頁；張昌邦，稅捐稽徵法5，台北：1991 年，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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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持核課權期間說者，亦有認為核課期間為消滅時效。蓋「一般認為，

時效期間（Verjährungsfristen）與除斥期間（Ausschlußfrist）可從適用之對

象（Gegenstand）中區別，即除斥期間之對象為形成權（Gestaltungsrechte），

時效之對象則為請求權（Ansprüche）。惟除斥期間亦可能係針對請求權而

設，例如德國民法第 382 條、第 801 條第 1 項第 1 句、第 864 條第 1 項…

等。反之形成權亦可能有時效之規定，例如租稅通則第 169 條第 1 項第 1

句，係授權稽徵機關核定租稅、廢棄或變更租稅裁決之權限，屬國家之形

成權，亦因核定時效完成而消滅。因此，從期間之適用對象，並無法作為

區別除斥期間與消滅時效之標準。112」 

㈢持租稅請求權期間者，多認為核課期間為消滅時效。蓋「所得稅法

第一一五條（按：今日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再修正草案總說明內有：

『現行稅法對於稽徵機關補課及徵收稅款，尚乏時效規定，以致時茲爭

議，茲擬比照決算法第八條精神，並參照各國通例，規定課徵時效。…足

知立法真意所在。113』」或認為：「核課處分並非形成處分，核課權亦非形

成權，自不宜以核課權為形成權之理由，推論核課期間為除斥期間，…因

核課期間屆滿後，法律所欲維持者，為租稅債權人不得再行使核課權之新

秩序。因此核課期間應屬時效期間，而非除斥期間。114」或認為：「核定

時效（Festsetzungsverjährung）（按：租稅通則以核定期間Festsetzungsfristen

稱之）與支付時效（Zahlungsverjährung）（按：如我國之徵收期間）不同。

前者為租稅（Steuer）之時效，時效完成後，不僅租稅核定，甚至租稅核

定之廢棄或變更，均不應再為之。後者為支付請求權（Zalungsansprunch）

之時效，意指租稅請求權不能再實現（verwirklichen）之時效。115」 

核定時效之適用對象既為租稅（Steuer），核定時效完成時，租稅請求

權因此消滅，在核定程序上即意謂著，稽徵機關不僅不得再核定租稅，亦

                                                 
112 Vgl. Arndt, Rücknahme und Widerruf von Verwaltungsakten – Aufhebung und Änderung 
von Steuerbesheiden, Berlin 1998, S. 81 f. 
113 請參照，張松，租稅法概論，台北：1966 年，第 163 頁。 
114 請參照，陳敏，租稅法之消滅時效，政大法學評論，第 32 期（1985 年 12 月），第

130 頁至第 131 頁。 
115 Vgl. Werner Hartmann, in Beermann/Gosch, § 169 AO R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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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再廢棄或變更該租稅核定116。故在前述三說中，應以第三說為當。此

從我國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規定文義中亦可窺知。蓋依其文義解釋，該條

第１項係以實體法之租稅請求權為規範對象；該條第２項係以核定程序之

核課權為規範對象。因此，該條第１項所謂之核課，係指租稅請求權之核

課而言，其期間自亦指租稅請求權之消滅期間；而該條第２項所謂之禁止

核課，則係基於前項租稅請求權之消滅而使稽徵機關喪失改正權。故我國

若干學者從第２項之規定效果反推第１項為核課權期間，即有未洽。 

 

 

第三款  行政程序法施行後 
 

    持核課期間為消滅時效者，對於時效可否中斷或停止？有認為：「法

律既明定本條為時效期間，理論上當可因行使租稅請求權之事實，使其時

效中斷。至於實際上可否準用民法關於時效中斷之規定，或另以法律規定

之，則有待大法官會議之解釋或另行立法。117」或認為：「既然核課期間…

為消滅時效之規定，自亦有時效之中斷或不完成，始能貫徹時效制度之精

神。惟時效之中斷或不完成乃不利納稅義務人之事項。…核課權…以國家

為權利人，以人民為義務人，法無明文規定時，自應謹慎審酌，是否得類

推適用民法之時效中斷或不完成，以產生不利於人民之效果。118」 

    誠如學者所言，消滅時效應有中斷或不完成之可能，惟因我國稅捐稽

徵法並無明文，故自應謹慎審酌，不得輕易類推適用民法規定。惟如今行

政程序法第１３１條已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律有特別規定外，

因五年間不行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前項時

效，因行政機關為實現該權利所作成之行政處分而中斷。」同法第１３２

條亦有時效視為不中斷規定，第１３３條亦有時效重行起算規定，第１３

４條亦有重新起算之時效期間規定，有關時效之制度，似已粲然大備。因

                                                 
116 Vgl. Kruse, in Tipke/Kruse, Vor § 169 AO Rz. 2. 
117 請參照，張松，租稅法概論，台北：1966 年，第 164 頁。 
118 請參照，陳敏，租稅法之消滅時效，政大法學評論，第 32 期（1985 年 12 月），第

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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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關租稅請求權之核課期間（消滅時效），應可依行政程序法之補充

性，而適用時效中斷之規定。 

 

 

 

第十項  小結 
 

稅法與行政程序法關於終局性課稅處分之一般職權撤銷規定，可整合

如下： 

﹣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７條： 

非附調查保留或暫時性之違法課稅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

分機關得依職權為違法部分之撤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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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稽徵法第２１條： 

  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列規定：一、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

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

者，其核課期間為五年。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

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

五年。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

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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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稽徵法第２２條： 

  前條第一項核課期間之起算，依左列規定：一、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

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自申報日起算。二、依法應由

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在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者，自規定申報

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三、印花稅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四、

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徵收之稅捐，自該稅捐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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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 

﹣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８條： 

違法課稅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力。 

﹣行政程序法第１１９條： 

 受益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不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

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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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三、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者。 

﹣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０條： 

如受益人無前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當信賴利益大於撤銷所欲

維護之公益時，稽徵機關得不為撤銷；當信賴利益小於撤銷利益者，稽

徵機關得為一部撤銷。 

稽徵機關亦得不依前項規定，逕行撤銷授予利益之違法課稅處分，如受

益人無前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

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理之補償。 

 前項補償額度不得超過受益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利益。 

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金額，相對人有不服者，得向行政法院提起給

付訴訟。 

﹣行政程序法第１２１條： 

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

起二年內為之。 

前條之補償請求權，自行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

滅；自處分撤銷或變更時起逾五年者，亦同。 

﹣行政程序法第１３１條： 

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律有特別規定外，因五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前項時效，因行政機關為實現該權利所作成之行政處分而中斷。 

﹣行政程序法第１３２條： 

行政處分因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

起，已中斷之時效視為不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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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法第１３３條： 

因行政處分而中斷之時效，自行政處分不得訴請撤銷或因其他原因失其

效力後，重行起算。 

﹣行政程序法第１３４條： 

因行政處分而中斷時效之請求權，於行政處分不得訴請撤銷後，其原有

時效期間不滿五年者，因中斷而重行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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