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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稅務行政上之和解與協談 
 
  租稅和解契約經由長期以來世界各國在法制與實務面之發展，已普

遍受到容許，不僅適用於行政實體法，在訴訟程序上亦有其適用。本章

就稅務行政上之和解與協談先加論述。稅務協談係徵納雙方間就課稅事

實之認定或證據採認之爭議，為有效達成租稅稽徵目的並解決爭執，互

相協調讓步，並據以作成稅捐行政處分。稅務協談目前係依財稅機關自

行訂定之內部行政規則，由徵納雙方協商後經稅捐機關據以作成課稅處

分。協談的法律性質除兼具行政指導與陳述意見性質外，在實務運作

上，徵納雙方經由協商合意以排除事實認定上之歧見，有其具體之功

效，亦隱含有和解之性質。協談作業在我國稽徵實務運作多年，惟仍乏

法源依據，此一制度之由來、與租稅核課處分間之關係，以及協談今後

將如何發展等，均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本章先由德國、美國之比較法觀察；其次，說明我國現行稅務行政

上成立和解契約之概況，並探討和解契約與課稅處分間之關係，究為代

替關係或得以併存之法律關係；最後，再就現行稽徵實務上是否以稅務

協談代替行政上之和解契約？將就稅務協談之性質、範圍、程序等逐一

論述，並經由統計數據及稅務協談嗣後經司法判決之實例分析中，釐清

探討協談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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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稅務行政上成立和解契約之比較法觀察 
   

  本節就國際間有關稅務行政上成立和解契約之狀況加以比較，包括

德國稅務行政上事實認知之合意，及美國內地稅法之和解及協議模式；

從其法理、學說見解與實務發展等逐一論述比較，期能從中獲取經驗，

俾供我國租稅協談制度在法制與實務面之未來發展，有所借鏡。 

 
第一項 德國稅務行政上事實認知之合意 

 
一．事實認知合意發展概述 

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4 條至 62 條有關公法契約之規定，在其租稅通

則中並無相關之規定，基於依法課稅原則，租稅債務為羈束行政，傳統

上認為稅法上不得成立和解
142
。惟晚近德國實務界在租稅程序法上，特

別在調查程序，對事實認定之和解有實際需要。為避免長期不確定之爭

執，徵納雙方經常利用各式各樣的協議來解決爭議，不僅在租稅核課程

序上，在租稅之徵收及執行程序上亦有出現，統稱為「事實認定之合議」

（die tatsächliche Verständigung）。 

１．法院承認事實認知合意為合法且具拘束雙方之效力 
此種協議並無法律明文規定，德國聯邦財務法院 1955 年 1 月 27 日

在判決中承認，稅務調查中程序當事人間，對特定事實互相讓步達成協

議，雖未以行政契約來定性此協議之性質，惟承認這種協議具有拘束徵

納雙方之效力，其拘束力是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徵納雙方應信守承諾

之規範基礎143。 

嗣經德國聯邦財務法院於 1984 年 12 月 11 日判決認為「事實認知

之合意」如符合下列要件，應屬合法且具拘束雙方之效力： 

（1）經有權機關之參與。 

（2）就事實之處置達成合意，而不涉法律上之爭議。 

（3）當事人間的合意未導致顯然不相關之結果。 

（4）如未合意，則徵納雙方將陷入困難的事實調查程序。 

                                                
142 J. Martens, Vergleichvertrag im Steuerrecht, 1987, S.97. 引自：葛克昌，論税務案件的和解／行政

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頁 295、296。 
143 BFH, BStB1 1985 II, 354; 1991 II, 45, 673; 1996 II, 625; Tipke/ Kruse, AO, §85 Tz.62.  BFH, BStB1 

1991 II, 675; NJW 2000, S.2447.  引自：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頁 296。 盛子龍，

當事人對訴訟標的之處分權作為行政訴訟上和解之容許性要件－以稅務訴訟上之事實和解為中

心，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71 期，94 年 6 月， 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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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認知合意屬稅務行政上之和解契約 

此種事實認知之合意能使不明確的課稅基礎具體化，雙方互相讓步

之行為並非針對租稅債權本身
144
。上開聯邦財務法院 1984 年判決本身未

使用行政契約之用語，惟學說上多認為其即屬行政上之和解契約。

Gerhard Rößler 分析該判決，認為無法自誠信原則導出租稅協議之法律

拘束力，而應就公法契約之性質，特別是「pacta sunt servanda（契

約嚴格拘束力）」決定該拘束力
145
。 

 

（三）限難以調查之事實而不涉及租稅請求權 
聯邦財務法院之見解，對於難以調查之事實情況，可以例外准許稽

徵機關與納稅人締結和解契約，因契約之締結而生拘束效力；但對於未

能解決之法律問題則不許締結和解契約；因事實情況之合意，並不直接

涉及租稅請求權本身，而僅係對特定事實之處理，並不違反租稅法律主

義與平等原則
146
。該院判決認為單獨對法律問題，尤其是租稅請求權達

成之協議，非法律所容許，因為不能無視租稅法律主義與平等原則。但

學者 D. Birk 則認為没有必要做如此區分，因為對事實達成協議，往往

亦會涉及其法律效果
147
。 

我國租稅和解與協談實務上之發展，亦多是針對事實認定層面之範

圍始得為之，本文以為，只要不是直接針對法律效果或租稅請求權本身

之協議，而是構成要件事實之範圍，或係將構成要件涵攝於具體個案時

之疑義，均得認屬事實認知合意範圍，並無須將法律關係問題強加區分。 

 

二．合意發展之緣由與作用 
 
（一）事實合意發展之緣由 

１．從早期之質疑而後逐漸發展 
德國早期對租稅和解契約之存在表示質疑，主要是當時之租稅行政

                                                
144 李介民，稅務行政事實認知之合意與行政契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1 期，2003 年 10 月，頁

194. 
145 Vgl. G. Rößler, Die tatsächliche Verständigung im Steuerrecht, DB 1985, 1861(1862). 引自：陳建宇，

論租稅法上之和解契約，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93 年 7 月，頁 77。 
146 林明鏘,行政契約,翁岳生編行政法,頁 654. 
147 Vgl. Birk/Barth, in Hübschcmann/Hepp/Spitaler, §4 AO Rn. 318ff. 引自：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

人基本權，頁 297。李介民，註 24 文，頁 204。事實與法律效果難以區分，例如：遺產及贈與稅

法有關「以贈與論」案件，在事實之認定究為「買賣」或「贈與」之法律關係，會涉及法律問題

及所生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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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權力行政，以及受租稅法律主義及平等原則等拘束，而對之採

否定之態度。惟自實務發展出事實與法律二分法後，再發展為事實認知

之合意。該事實認知之合意效力原由誠信原則所導出，嗣後逐漸被認為

係和解契約而有契約之拘束效力。該合意之拘束力使不明確之課稅事實

具體化，但不能涉及租稅請求權的法律效果問題。 

 

２．租稅調查過程中對事實認定之合意 
德國租稅通則第 88 條規定職權調查事實及第 90條規定當事人協力

義務，R. Seer 認為職權調查中須透過納稅人或其他程序參與人之協力

義務加以實現，租稅事實調查是徵納雙方間合作式的工作分配，納稅義

務人具有共同準備和形成行政決定之權能；由雙方溝通對話中發展出共

同合作式之調查程序（Kooperativer Sachaufklärungsprozeß）。148 

在調查過程中，行政與私人間經由非正式的溝通與協商，先行釐清

事實與法律狀態，以提升行政決定之可接受度，避免潛在之衝突與爭訟
149
。在稅捐機關調查過程中，許多資訊或課稅之證據方法多存在於納稅

義務人管領範圍內，或非屬營利事業應負帳載保管之義務，致稅捐機關

難以取得該課稅資料；另一方面，租稅法規涉及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

如：「與營業無關」「非常規交易」「時價」「鑑定估價方法」等，稅務機

關適用上有裁量權限，亦存在事實認定之空間。稅務機關為調查案件事

實，於合法裁量之範圍內，容許其對證據評價、事實判斷、估價、推計

等判斷餘地存在，有助於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間以合意之方式解決事

實之不明確，即租稅調查過程中，徵納雙方針對不確定法律概念或裁量

權限涉及事實認定部分存在具體化之空間150。 

 

（二）事實認知合意之作用 
事實認知合意之作用，主要在於避免事後爭訟及實踐法安定性與信

賴保護原則： 
１．避免事後爭訟 

徵納雙方就課稅基礎事實所作成之合意，除非意思表示有瑕疵，否

                                                
148 Roman Seer, Verträge, Vergleiche und sonstige Verständigung im deuts-chen Stererrecht, StuW 1995, 

S.215. 引自： 李介民，稅務行政事實認知之合意與行政契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1 期，2003
年 10 月，頁 195. 

149 許宗力，雙方行政行為，收錄於：新世經紀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

2002 年 9 月,頁 263。 
150 Michael Streck, Die Außenprüfung, 2. Aufl., 1993, S. 124. 引自： 李介民，稅務行政事實認知之合

意與行政契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1 期，2003 年 10 月，頁 195. 



 63 

則雙方應受合意之拘束。經由事前合作式之程序參與，以減少事後救濟

之可能。不論是核課前之調查或行政救濟過程中，均因合意而生履行請

求權，稅務機關將合意內容轉化為行政處分之事實依據，同時納稅義務

人也暫時捨棄其行政救濟之權利保護措施151。 
 

２．實踐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則 
「事實認知合意」為稅務機關作成課稅行政處分之事前準備行為，

對複雜之租稅事件建立程序當事人間之法安定性，並因合意行為使其內

容產生拘束力，有信賴保護原則之作用。此即行政契約法之「合意拘束

原則」（pacta sunt servanda），其存在之正當性即是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

原則。惟當契約合意內容違反法律規定時，則無合意拘束力及法安定性

與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152。 
                                 

第二項 美國內地稅法明定和解及協議模式 
    

  美國內地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簡稱 IRS）為解決與納

稅義務人間稅捐債務之爭議，在授權範圍內得與納稅人間達成協議及在

特定情形下合法的和解
153
；即 IRS 對納稅義務人應負擔稅捐債務之多

寡，或因納稅義務人所能負擔稅捐債務之能力問題，得以協談確定並解

決雙方間之一切稅務爭執
154
。其目的為解決 IRS 衆多無法處理之欠稅案

件，另一方面，也保障納稅義務人於再生利益之前提下，有權提出協談

請求，在協談過程中 IRS 暫停對納稅義務人財產之徵收與執行155。 

  美國租稅協談制度，規定在內地稅法第 74 章第 7121 至 7124 條，

略述如下： 

                                                
151 Roman Seer, Das Rechtinstitut der sog. tatsächliche Verständigung im Steuerrecht, BB 1999,S.79-81.   

引自：李介民，稅務行政事實認知之合意與行政契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1 期，2003 年 10
月，頁 196. 

152 Roman Seer, a.a.O.,（Fn.52）S. 82-3. 引自：李介民，稅務行政事實認知之合意與行政契約，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第 51 期，2003 年 10 月,頁 196. 
153 Offer in Compromise, Form 656, Cat. No.16278N, 2004, p.1.引自：白裕棋，租稅協談法制化之建構，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研究所 94 年碩士論文，頁 118。 
154 Raabe, William A. /Whittenburg, Gerald E. /Bost, John C. /Sanders, Debra : Wests’s federal tax research, 

St. Paul, MN,West, 5th ed. , 2000, p.566. 原文對美國協談之定義：「The means by which the 
government offer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an assessed tax, usually because of some doubt as to the 
“litigation-proof”’ magnitude or collectibility of the tax. A legally enforceable promise that cannot be 
rescinded, an offer in compromise relates to the entire liability of the taxpayer, and it conclusively settles 
all of the issues for which an agreement can be made.」.引自：白裕棋，前揭文，頁 118。 

155 Covins, Susan G. : Federal taxation, Albany, N.Y. , Delmar Publishers, Lawyers Cooperative Pub, 1995, 
p. 69. Schriebman, Robert S. : Protecting your business from the IRS, Homewood, I11. :Dow Jones-Irwin, 
1987, p.323. 引自：白裕棋，前揭文，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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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案協議與和解 

 
（一）結案協議（Sec. 7121- Closing agreements） 
  財政部長於授權範圍內對內地稅之任何課稅階段，得與納稅義務人

達成協議，除協議內容有詐欺、違法瀆職或課稅事實有歪曲不實之陳述

外，稅務機關人員不能就協議結果加以修改，或就該課稅案件重新開啟

程序
156
。 

 

（二）和解（Sec. 7122- Compromises） 
財政部長就內地稅法所衍生之民事及刑事案件，在送交司法部門起

訴或辯論前得以和解；於司法部門起訴或辯論後，檢察總長或其代理人

亦得對此類案件和解157。和解之相關規定包括： 

１．稅額估計協議標準 

財政部須對內地稅局人員下達指導方針，以決定協議內容是否足資

成立和解而解決爭議。在指導方針中，有關基本生活費用之保留，財政

部應訂定出版全國性及地方性最低生活費保留之清單，使進入和解之納

稅義務人其最低生活受到保障。 

 

２．處理協議程序 

協談範圍包括租稅案件及由租稅案件衍生涉及刑事之案件。協談機

關含原查核中內地稅分局之協談，及納稅義務人對分局核定之稅額不

服，向區局提起訴願時，區局中設有中介專責組織進行之協談。內地稅

局人員不得因稅額偏低即拒絶低收入納稅義務人之請求；對稅捐債務正

確與否有懷疑時，不得因無法提出納稅義務人申報課稅內容及相關資

訊，即拒絶其請求；納稅義務人亦不須提出相關之切結書。 

 

３．財政部獨立之行政覆檢（administrative review）程序 
財政部設有獨立之行政覆檢程序，以解決內地稅局人員在未與納稅

義務人溝通前，逕將納稅義務人依內地稅法第 7122、6159 條所提出之

                                                
156 Announcement 2004-46, Son of Boss Settlement Initiative, Internal Revenue Bulletin/Cumulative 

Bulletin, May 24, 2004,p.7. 引自：白裕棋，前揭文，頁 120、121。 
157 美國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Tax Code）第 7122 條：「The secretary may compromise any civil or 

criminal case arising under the internal revenue laws prior to refere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prosecution or defense；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or his delegate may compromise any such case after 
refere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prosecution or defense.」引自：白裕棋，前揭文，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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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協議、分期付款協議等請求駁回，所造成之爭議處理；納稅義務人

並得就此項爭議，向內地稅局之訴願部門提出訴願。 

 

４．上訴爭議解決程序 
（Sec.7123.- Appeals dispute resolution『ADR』procedures） 

納稅義務人對內地稅局之調查、徵稅之認定有爭議時，於向內地稅

局之訴願部門提出訴願前，有異議之機會。此外，納稅義務人在向內地

稅局之訴願部門，提出訴願後，如未能達成內地稅法之結案協議（7121）

或和解協議（7122），致無法解決爭議時，得共同請求一協商性質之調

解程序，或共同請求一有拘束力之仲裁機制
158
。 

 

５．相關處罰規定（Sec. 7124.- Cross references） 
因納稅義務隱匿財產、不實陳述或偽造及破壞紀錄等而影響結案協

議、和解或協議提出之行為，依內地稅法第 7206 條規定將處以罰款
159
。 

 

二． 協談類型與法律效果 
 

（一）協談之類型 
依照美國內地稅法協談作業規則 section 301.7122-1（b）所訂協

談之類型有下列三種
160
： 

１．對稅捐債務正確存否之懷疑（doubt as to liability）－對核定

稅額之爭議。 

２．對納稅能力之懷疑（doubt as to collectibility）－納稅義務人

之稅捐債務大於納稅人的財產與未來收入。 

３ ． 基 於 再生 利 益 保護 之 稅務 執行 （ promote effective tax 

administration，簡稱 ETA）－針對面臨經濟困境或特別狀況之納

稅義務人，為有效的稅務執行，IRS 可僅就少於全部欠稅債務之金

額執行。 

 

（二）協談之法律效果 
美國租稅協談於成立後需簽訂相關表格，而產生法律效果。 

早期除結案協議外，尚有 870 及 870AD 表格： 

                                                
158 參照：白裕棋，前揭文，頁 122、123。 
159 參照：白裕棋，前揭文，頁 123。 
160 參照：白裕棋，前揭文，頁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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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簽訂 870 表格－稅捐機關有正當理由時得變更協談結果，納稅人

亦得尋求救濟。 

２． 簽訂 870AD 表格－簽訂後除協談有詐欺、舞弊及隱藏事實外，稅

捐機關不得再翻案補徵稅款，納稅義務人亦不得另行救濟。 

依據目前內地稅法所制定之表格，則包括 656 表格、433 表格及結

案協議等三種，各有其不同的法律效果161： 

１． 結案協議－稅捐確定之效力 
依內地稅法第 7121 條簽訂結案協議後，除有詐欺、瀆職或歪曲事

實之情況外，不得撤銷該協議，且在以後任何訴訟程序中，對該協議之

決定內容，不得廢止、修改或置之不理
162
。經簽訂結案協議，即對 IRS

及人民發生確定之效力。 

 

２．656 表格－延長徵收時效及對徵納雙方之拘束力 
不論是稅捐債務是否正確之懷疑、納稅能力懷疑或再生利益保護稅

務執行之協談，納稅人都須填具 656 表格，表格上註明協談成立，將延

長五年之法定徵收期時效。依美國協談作業規則 section 301.7122-1

（e）（5）規定，協談成立之結果對徵納雙方具有最終決定之拘束力
163
，

但有下列情形時，IRS 得就已成立之協談案件重新核課： 

(1) 協談係因偽造之文件或課稅資料而成立者。 

(2) 納稅義務人對財產或支付稅款能力有隱匿者。 

(3) 課稅資料內容因雙方皆存在錯誤，致協談結果應變更或撤銷者。 

 

３．433 表格－記載納稅義務人經濟狀況 

基於納稅能力之懷疑及再生利益保護之稅務執行，納稅人除簽訂

656 表格外，尚須填具 433 表格，內容記載納稅人之經濟狀況，為納稅

人之課稅資料說明書。 

 

 

                                                
161 Raabe, William A. /Whittenburg, Gerald E. /Bost, John C. /Sanders, Debra : Wests’s federal tax research, 

St. Paul, MN,West, 5th ed. , 2000, pp.439-442. 引自：白裕棋，前揭文，頁 142。 
162 內地稅法第 7121 條：「The secretary is authorized to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in writing with any person 

relating to the liability of such person （or of the person or estate for whom he acts）in respect of any 
internal revenue tax for any taxable period 」。引自：白裕棋，前揭文，頁 143。 

163 協談成立，納稅人簽妥 656 表格，即放棄核發法定通知書（Notice of Deficiency，包括 30 天或 90
天通知書）之權利，納稅人無法再以協談金額有爭議為由，向稅務法院、地方法院或聯邦賠償法

院提起司法救濟。~參照：白裕棋，租稅協談法制化之建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研究所 94 年碩

士論文，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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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 結 
   

   租稅和解經由德國、美國之比較法觀察，得知大陸法系之德國其租

稅和解主要僅存在事實認知之合意；對於法律要件與租稅請求權及法律

效果，則不得以契約合意成立、變更或消滅租稅債務關係。 

美國因屬英美法系契約法制之國家，故租稅協談之範圍及態樣較為

廣泛，除稅額之核定之外，有關稅捐之徵收執行、延期或分期繳納及納

稅人之經濟能力等，徵納雙方間均得協談；其內地稅法之法律規定明確

且周延，所生之法律效果、確定力、拘束力及延長徵收時效等，亦均有

法律明確規範。其相關之行政組織體系包括納稅義務人提起訴願時區局

之中介專責組織、財政部獨立之覆檢程序，以解決內地稅局駁回納稅義

務人和解、協議所生之爭議，並於徵納雙方未能達成協商時，另設有訴

訟外之調解及仲裁程序。其租稅和解協談之組織體系完備，制度及程序

等亦顯現公開透明之趨勢。 

  本文以為，美國租稅協談制度極其完備，在完備之下隱然顯現其稽

徵機關所具有強勢租稅調查權之時代背景，以我國現行租稅稽徵法制相

較，顯然望塵莫及。惟其相關之制度及程序，包括協談之範圍、效果，

與成立獨立性之行政控管與覆檢機制等，實可供為我國日後稅務協談或

租稅和解制度之改進參採方向。另觀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已明文規定行

政契約法制，惟德國租稅通則卻有異於其聯邦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致學

說上對租稅和解契約之容許性有所議論。我國之行政程序法仿自德國，

行政契約與和解契約之容許性已無疑慮，稅捐稽徵法卻遲遲未因應行政

程序法之實施而隨之修正，國內學界針對稅務協談與租稅和解契約少有

討論，但實務上已自然發展而具體成形。目前行政訴訟新法已明文訂定

訴訟和解且實務上亦適用於租稅案件，稅務行政上和解契約法制極須建

構，仍有待參酌國外立法例、學理見解及我國實務發展狀況，加以探討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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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稅務行政上成立和解契約之概況 
   
  我國現行稅務協談制度，最早是由臺北市國稅局官員赴美考察，回

國後參考引用美國稅務協談之精神，原為該局復查時與納稅義務人間之

協談164，其後經財政部參酌援用並發函全國各稅捐機關一體適用。歷經

多年之實施發展，我國稅務協談之適用範圍與德國實務發展之事實認知

之合意性質相似，適用上可謂頻繁、廣泛，且有其實用性與必要性，惟

在相關法制面之配合上，則顯得牛步不前，實有加速努力改進之空間及

法制化建構之急迫性。本節從我國稅務行政上以稅務協談代替成立和解

契約之緣由概況逐步探討。 
 

第一項 以稅務協談代替行政程序上之和解 
    

  稅捐稽徵法自民國六十五年起公布實施，該法並未就行政契約及和

解契約有所規定，各稅捐機關稽徵實務上也未曾發生與納稅義務人間簽

訂書面和解契約之情形，但亦不代表徵納雙方間並無成立類似和解契約

之合意行為。因長久以來，稅務行政程序上徵納雙方間為解決爭執互相

協商讓步，除經意思表示一致後由納稅義務人單方書立切結書或同意書

外，亦有依據財政部發布之稅務協談作業要點由徵納雙方簽具協談紀錄

而成立之稅務協談，其性質普遍認為寓有和解契約之精神。稅務協談如

徵納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互相讓步，都願意受合意之拘束且作成書面文書

時，即形同以稅務協談代替成立行政程序上之和解契約。 
 

第二項  稅務行政上成立和解契約之困境 
 

一．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與行政契約之選擇 
 
（一）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間之關係 

我國行政契約不發達之原因係因行政契約早期缺乏救濟管道，至 89

年行政訴訟新法及行政程序法實施後，行政契約法制始逐漸進步發展。

學者蔡秀卿認為，除行政程序法第 136 及第 137 條替代行政處分之行政

                                                
164 參照：財攻部臺北市國稅局 96 年度協談案件統計分析報告，該局於 74 年 10 月 16 日訂定「行政

救濟案件協談作業要點」，由法務科試辦，指派專人擔任協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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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與行政處分之間係處於優劣補充關係外，其他情形之行政契約與行

政處分關係有可能為競合、併行之選擇關係。 
 

（二）行政機關選擇行政處分之理由 
在傳統之行政手法上，行政處分為最典型的權力行政，行政契約為

非權力行政，兩者之性質不同；一般而言行政契約具柔軟性，如尊重當

事人意思、私人自由原則等，其地位似優於行政處分，但不只是我國，

即使德國實務上，行政機關同時可為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時，通常行政

機關仍選擇行政處分165。其理由： 
１． 與爭訟型態有關，如有爭執時，對於行政處分不服應提起撤銷訴

訟，認為他方未履行行政契約時則應提起給付訴訟。 
２． 行政契約法制過於複雜，仍有諸多問題未解。 
３． 行政處分之機能態樣轉變，行政機關可在行政處分作成前與私人

交涉合意，以行政處分取代行政契約之機能。 
４． 行政契約雖較尊重當事意思及私人自由，但實際契約內容中，私

人意思所居之成分微小，常造成對行政機關有利而對人民較不利

之行政契約法理166。 
５． 學者黄錦堂由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上之差別規定及其聯邦行政法

院所判決之實務上特色，認為行政契約因要式行為之規定，如：

以書面為之或經第三人同意，或經其他官署之同意後始生效力，

致契約他方得以不符書面要件等理由，主張契約無效；相較於行

政處分之一般違法效果僅為得撤銷，行政契約之無效法律放果，

顯得過當。 
６． 行政契約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必須經由上級監督機關之許可，

使行政契約締結之程序要件顯得僵化或定型化，與行政處分快捷

處理之特色，有所落差167。 
 

二．和解契約與稅捐稽徵制度爭訟形態之不同 
行政處分之爭訟型態為撤銷訴訟，有訴願或其先行程序，行政機關

有自我審查及監督之權限，選擇行政處分較簡便易行。而行政契約之爭

                                                
165 蔡秀卿，行政契約，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頁 528。 
166 大橋洋一，行政契約比較法的考察（現代行政的行為形式論）弘文堂，1993，頁 199、200。 引

自：蔡秀卿，前揭文，頁 528。劉宗德，行政法講座（下）－行政法學方法論，日新，第四期，2005
年 1 月，頁 91. 

167 黄錦堂，行政契約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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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型態為給付訴訟，不採訴願前置主義，對行政機關而言較為不利，且

嗣後對不履行契約債務之私人提起給付訴訟，程序繁複，為使私人履行

債務，行政機關另為行政處分，較為簡便168。 
和解契約於稅捐之核課有其需要，但是和解契約於當事人不履行後

之救濟及執行制度等均與稅捐行政處分之處理方式有所不同；稅捐機關

基於行政行為自由選擇理論，將和解契約與行政處相較下，自會選擇較

方便易行的開立稅單之行政處分行為。 

 
三．和解契約與稅捐稽徵制度執行程序之不同 

依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規定，行政機關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

約，以代替行政處分。依該條文義，於和解契約訂定後，稅務機關及納

稅人間以該和解契約代替稅單處分；故如納稅人未如期繳稅，稽徵機關

應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待判決確定後始得移送強制執行，勢將導

致國家稅捐債權執行之延宕。 

稅捐機關核定稅捐之處分，其救濟程序係由納稅人提起訴願及行政

訴訟撤銷之訴，且人民提起救濟並不影響稅捐之徵收及強制執行169。又

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 項雖規定「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

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名義。」，惟同條第二

項復規定，前項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行政機關時，應經主管院、部

或同等級機關之認可。和解契約使稅捐機關在執行程序上將受到較多約

束，作業亦較為繁複，顯不如現行稅捐處分依循稅捐稽徵制度運作上之

順暢。 

                                                
168 蔡秀卿，行政契約，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頁 528. 
169 納稅人如對核定稅捐不服，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提出復查，再依同法第 38條循序提起訴願及

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對納稅人逾期未繳之稅捐，依同法第 39條規定，無待法院判決確定，

即由稅捐機關逕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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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和解契約代替行政處分問題剖析 
 
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末段：「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以代

替行政處分」，是否和解契約僅能用以代替行政處分？行政機關得否在

同一個法律關係中併用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兩種具替代性之行政行

為？學者有不同之看法。 
 
第一項 選用行政契約得否併用行政處分 

 
一．否定說－二者不得併用 

學者林明鏘主張若行政機關於選用行政契約後，併用行政處分以補

充或取代同一事件之法律關係，不僅無期待可能性，也對法安定性造成

損害。認為此舉將造成當事人間信賴上之突襲，違反以行政契約替代行

政處分之本質，不僅顯失公平，並使法律關係與法律行為複雜化，無助

於事後紛爭解決途徑之判斷與確定，無法達成一次紛爭一次解決之合理

設計目標；當事人原先選用契約形式之主觀客觀目的及合意基礎，亦無

法貫徹。此為學界主張行政契約不能併用行政處分之主要理由，且認為

如准予行政契約併用行政處分，則有違行政程序法第 136 及第 137 條規

定「代替行政處分」之文義170。 
 

二．肯定說－和解契約代替行政處分係屬誤會 
學者陳敏認為，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之和解契約，係參照德國行政

程序法第 55 條而來，該條文用意係以和解契約方式以排除事實或法律

關係之不確定性，條文中並無「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之用

語，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

之用語容易造成誤會，並不妥當。學者吳庚、張文郁等人亦均認同此一

見解171。 
                                                
170 林明鏘，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行政契約法研究，頁 155~181. 
171 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5 條之規定：「對理性論斷事實或法律狀況時所存在之不明，行政機關依合義

務裁量，認為達成和解以排除不明為合目的時，得締結第 54 條第 2 段所稱之公法契約，經由相互

之退讓，以排除所存在之不明（和解）」。我國行政程序法之有關文句，諒係由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4 條第 2 段移植而來。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4 條第 2 段之立法意旨，在明示行政機關得與應服從公

權力之人民，對特定事件締結行政契約，以協議方式為規制，而非指以所締結之行政契約取代行

政處分。引自：陳 敏，行政法總論，頁 581,582。 學者吳庚亦贊同此一見解，認為依法應作成處

分之事項，並非均得以行政契約代替．～吳庚，行政爭訟法論，頁 232。張文郁，行政法上之和解

契約／權利與救濟（二）－實體與程序之關聯，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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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盛子龍引述德國學界之主張，認為租稅之核課僅限於以行政處

分為之，雖徵納雙方可就應納稅額爭議達成約定，但不得以和解契約直

接取代核課處分之作成或變更，只許締結「作成或變更課稅處分」義務

之行政契約，但禁止締結「代替課稅處分」之行政契約。其理由172： 
 

１． 德國租稅通則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無特別規定，租稅由稽徵機

關以「租稅裁決」（Steuerbescheid）核定之；故應納稅額之核定不

得以行政契約加以取代。 
２． 雖然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 61 條規定，個人得於行政契約中約定

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但此一規定並不能適用在稅法上。 
因此，若由行政契約取代租稅裁決來決定應納稅額，於納稅義務人

不履行契約時，稽徵機關必須取得一般給付之訴之勝訴確定判決後，方

可取得執行名義，將造成稅捐債權不能早日清償，增加國家行使稅捐債

權之成本。  
       

三．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非僅代替關係 
    和解契約屬隸屬關係契約之一種，其與行政處分間之關係，依前述

有關和解契約代替行政處分係屬誤會之見解，則和解契約除代替行政處

分之關係外，亦可能與行政處分無關，或僅是行政處分先行之準備行為

而已。德國學者 Maurer 認為，依法律規定應以行政處分作成之行政行

為，但行政機關仍然可以配合行政處分之作成，對其中相關事項另行締

結行政契約173。此外，Maurer 並主張公行政與人民間所成立之隸屬關係

契約與行政處分之間，存在下列三種關係174： 
 
１． 以行政契約「作為行政處分之準備行為」，或「不作成特定行政處

分」之義務。 
２． 以行政契約代替行政處分。 
３． 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之間並無直接之關連。 

 
 

                                                
172 盛子龍，當事人對訴訟標的之處分權作為行政訴訟上和解之容許性要件－以稅務訴訟上之事實和

解為中心，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71 期，94 年 6 月，頁 69. 
173 例如：公務員任用係以行政處分作成，但行政機關亦得對特定人之升遷條件另以行政契約約定。

參照：陳 敏，行政法總論，頁 587。 
174 Vgl. Maurer，Allg.VwR111，§14Rdnr.12、28。 引自：陳 敏，行政法總論，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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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以和解契約代替稅捐處分運作上之困難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學界及實務界均趨向認同稅捐機關得與人民締

結和解契約，惟觀各稅捐機關於行政程序法實施後，仍援用以往之協談

制度而不締結和解契約之理由，主要係因和解契約之後續救濟及執行制

度，均不若稅捐機關依協談結果作成課稅處分，其後續效果仍依循稅捐

稽徵制度來的便利。但不可否認的，經徵納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之稅務協

談性質，與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規定和解契約性質類似，如依法條文義

以和解契約代替行政處分，而不得併用行政處分，致稅捐機關不能依雙

方和解之金額為開立稅單處分，則稅款如何徵起繳庫、如何強制執行、

稅捐機關及納稅義務人間如何發動爭訟？都是目前實務上難以解決之

問題。 

 
第三項 小 結 

 
一．以和解契約終結調查程序作成課稅處分 

為避免上述因和解契約代替行政處分，而造成稅捐稽徵行為（尤其

是徵收、執行與救濟程序）之複雜性，本文認為，應仿德國之作法，不

以和解契約代替行政處分，而以租稅和解契約確定課稅處分之基礎事

實，以作為終結調查程序及核課處分前之準備行為的方式，稅捐機關再

依據和解所確認事實之金額作成開立稅單之行政處分。稅捐徵收、執行

與救濟程序仍然依循稅捐稽徵制度，則和解契約運作上可能發生之困難

當可迎刄而解，也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16 條應由稅捐機關填發繳納通知

文書之規定。 

 

二．修正行政程序第 136 條以免誤解 

在同一法律關係中得否併用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本文認為，兩者

之間如存在以行政契約代替行政處分之關係，於日後發生爭執時，固應

依行政程序法第 145 條至第 147 條規定，按行政契約之損失補償、契約

調整與終止或情事變更原則處理，不再以行政處分單方高權之方式解

決。但當行政契約與行政處分間並非存在代替關係，而係兩者間並不相

關或行政契約僅係作為「行政處分之準備行為」時，則依契約雙方當事

人合意所作成之行政處分，應符合行政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期待可能性，

自無所謂信賴突襲或造成法安定性損害之疑慮。惟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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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明定和解契約係「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經學者由德國

立法例研析係屬誤解；則根本解決之道，仍宜將此易遭誤解之文字修法

解決；否則，法條字面文義所造成之誤會，實令行政機關執法之人員無

所適從175。 

                                                
175 不只是稅捐機關，包括財稅主管機關，迄今一味高唱協談以疏減訟源，卻避談「租稅和解契約」，

其欲規避行政程序法關於和解契約相關規定羈束之心態（包括此 136 條之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

政處分），不言可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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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稅捐稽徵實務上之稅務協談 

 
我國稅務協談作業最早發展於民國 74 年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之行

政救濟案件176，因實施成效良好，於民國 78 年經財政部發函各稅捐機

關一體適用，81 年財政部並將協談作業由原僅適用於行政救濟案件之

「臺灣地區稅捐稽徵機關行政救濟案件協談作業要點」更名為「稅捐稽

徵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擴及至一般核定稅捐之案件均有適用
177，並於 97 年 12 月為二度之修訂。該作業要點第 13 點原明定稅務協

談無拘束力，但行之多年仍運作順暢且具普遍性。此一未經法律規定授

權之內部行政規則，並未因行政程序法之公布實施而有所導正，其內藏

之玄機及未落實依法行政、法律保留之隱憂，難免令人質疑。本節就稅

務協談之性質、範圍、程序予以探討，並經由實務案例來驗證稅務協談

之效力。 
 
第一項 稅務協談之法律性質 

     

  稽徵機關在核課稅捐之調查過程中，由於課稅資料為納稅義務人管

領之範圍，又因課稅調查時與事件發生時之時間差異，造成稽徵機關無

法完全掌握證據資料，當徵納雙方間對課稅事實或法律關係存有疑義

時，常以協議方式解決爭執；為暢通納稅義務人申訴管道，加強徵納雙

方間意見溝通以減少爭議，協談制度孕育而生，用以疏減訟源。協談除

由稽徵機關主動或因應納稅義務人之申請而發動外，納稅義務人也常委

託民意代表代為接洽協談，造成民眾對協談與陳情之概念難以區別，亦

引發爭訟。協談之範圍有其限制而非漫無邊際，應僅限於課稅事實認定

與證據採認見解歧異之事項，宜在原查及復查階段以協談取得雙方之共

識。 

「稅務協談」係對於核定稅捐之爭議，經由徵納雙方間之溝通協

調，由一方或雙方之讓步取得共識178，以解決爭議之雙方行為。尤其是

                                                
176 參照：財攻部臺北市國稅局 96 年度協談案件統計分析報告，該局於 74 年 10 月 16 日訂定「行政

救濟案件協談作業要點」，由法務科試辦，指派專人擔任協談工作。 
177 財政部 78 年 4 月 12 日訂頒「臺灣地區稅捐稽徵機關行政救濟案件協談作業要點」，復於 81 年 9

月 2 日修正發布名稱及內容，更名為「稅捐稽徵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 
178 協談一般而言是各自讓步，但實務上亦會發生僅一方讓步之結果；原因可能是依納稅人事後之舉

證證明原核定確屬錯誤，由稅捐機關註銷原核定；或是稅捐機關掌握了其他應課稅之事證跡象，

以及納稅人自知勝訴無望，將案件撤回而不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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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事實不明確之爭議，經由溝通化解歧見，於達成協議後，由稅捐機

關據以作成課稅處分，以達到疏減訟源之目的
179
。97 年 12 月 19 日修訂

前之協談作業要點第 13 點規定：「依本要點達成之協談結果，對稽徵機

關及納稅義務人並無拘束力，僅供雙方參考。但經稽徵機關簽報核定或

簽提復查委員會之協談案件…稽徵機關應儘量遵照協談結果辦理」。徵

納雙方溝通協調之結果既僅供參考而不具拘束力，其性質應含括人民陳

述意見及稅捐機關行政指導等行政上事實行為，此時，並不直接發生法

律效力為目的，對徵納雙方自不具拘束力；但如雙方均願受協談結果拘

束時，其法律效果不同，則可能成立和解契約。協談之法律性質，各方

有不同定性之討論： 

一．行政指導說 

按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

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建

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

行為。」所謂行政指導，乃行政機關採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與

人民溝通對話，可使人民理解行政機關之立場及顧慮，人民亦可對行政

機關表達希望及解釋，相互溝通調整，而獲得諒解或作成不具拘束力之

協議，可加速行政程序之進行，節省時間及勞費。而行政機關配合行政

指導作成之決定，在執行上較易獲得人民接受，避免行政爭訟發生180。

本文認為，協談須徵納雙方溝通協調，在溝通過程中，稽徵機關表達其

核課立場及符合情理法之處理方向，寓有行政指導之性質。 

 

二．陳述意見說 

    按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分別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

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人陳述意見，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

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稅務協談經徵納雙方共同協商，納稅義務人有自行表達意見之機

會，具有陳述意見之性質。學者葛克昌、黃士洲等，基於協談作業要點

規定協談無拘束力，認為稅務協談性質為行政指導及陳述意見等事實行

為181。 

相同之實務見解，有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2810 號判決，針

對已清算完結之公司，不因與稅捐機關間有尚未核發稅單之稅務協談，

                                                
179 陳珠成，稅務協談法律問題之研究，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專班碩士論文，頁 7。 
180 陳 敏，行政法總論，頁 632、633。 
181 葛克昌、黄士洲，論稅務案件的和解／行政程序與納税人基本權，頁 30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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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為公司之清算程序尚未完成
182
，其判決理由亦係採協談作業要點之

規定，認為協談結果僅作為徵納雙方之參考性質，並無拘束力。另該院

89 年度判字第 3274 號判決，認為徵納雙方之協談結果，並不能將法定

申報期間延長，判定稅捐機關依稅法規定裁處之罰鍰處分，並不受原協

談延長申報期限之拘束
183
。 

 

三．行政契約．和解契約說 
    課稅基礎事實關係，如依職權調查結果仍無法查明或將所費過鉅

時，和解契約在稅法上應有其適用。學界及實務上之見解如下： 

（一）學者見解 
１． 學者陳清秀認為，稅務協談如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和解契約

之要件範圍時，協談制度定性為和解契約有其正當性及合理性184。 

２． 學者許宗力認為，協談定性為行政契約，應有契約法「受合意拘

束原則」之適用；將「事實認知之合意」或「協談」等藉由溝通

協商形式，歸類為正式化之行政契約，可劃定行為界限、提供行

為準則，避免行政機關藉非正式化行為侵害人民權益185。 

３． 此外，主張協談之性質核屬行政契約之學者，尚有林明鏘、黃錦

堂等人
186
。 

４． 學者張文郁則對協談定性為行政契約持反對之見解，理由在於協

談作業要點之規定，使稅捐機關對協談結果欠缺受其拘束之意

思，自不能認為徵納雙方間已締結了行政契約
187
。 

 

（二）實務見解 

  實務上在協談作業要點實施前，前行政法院即針對納稅義務人在切

結書上蓋章，同意稅務機關照查得資料核定所得額或核定執行業務必要

費用者，認為此切結書或同意書有拘束力，稅捐機關依此核定並無不合

                                                
182 本案清算完結之事實，在徵納雙方間似已明確，應不生協談作業要點規定－徵納雙方對事實認定

或證據採認見解歧異之情事。本文認為，本案應非屬協談作業要點規定之協談範圍，稅捐機關對

之成立稅務協談，即有可疑。 
183 本文認為，本案判決之主要意涵，應為協談內容應不得違背法律，且本案似為納稅人透過民意代

表，一廂情願之陳情，是否為協談，本質上即有爭議，容後另為討論。 
184 陳清秀，稅法總論，頁 45。 
185 許宗力，雙方行政行為／廖義男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新世紀經濟與法制之建構

與挑戰，頁 269。 
186 林明鏘，行政契約，收錄於翁岳生編行政法（下）頁 635、黄錦堂，行政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

／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16、17。 
187 張文郁，行政法上之和解契約／權利與救濟（二）－實體與程序之關聯，頁 7。本文以稅捐機關

之立場，澄清此說應有所誤會，實務上協談一旦合法成立則稅捐機關自會受其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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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嗣協談作業要點實施後，各級行政法院亦常對於納稅義務人曾與稅

務機關針對行業代號業別、銷售額比例、帳證提示不全……而同意稅捐

機關依查得資料核定，認同徵納雙方協談或部分撤回復查之結果，以其

並無違背法令而有拘束徵納雙方之效力，該等判決理由應係基於稅務協

談具有行政契約性質，故契約雙方應受合意結果拘束之概念，所為之判

決189。 

 

四．行政處分附款說 

  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

為附款」。於行政程序法實施之初，實務界曾有人認為，稅務協談因無

拘束力而僅供參考，致其成效不彰，認為可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

以附條件為附款，要求納稅人在不提訴願之條件下，由稅務機關適當減

輕其行政處分，以達疏減訟源的目的190。 

    如行政契約係為作成行政處分，而人民應負對待給付時，與附有負

擔或負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類似，人民均因而負有義務；究為行政契約

或行政處分之附款，其主要區別在於是屬行政機關之單方行為或經過雙

方之合意
191
。本文認為，協談應先經雙方協商合意，故人民有其選擇權，

於成立行政契約後雙方才能有所拘束，並非行政機關單方高權之行政行

為即得成立，且課稅為羈束行政及負擔處分，其行政處分難以配合為附

款，故此行政處分附款說似不可採。 

 

五．協議說 
  「協議（Absprachen）」為一種「非正式之行政行為」，未經行政程

序法規範但習見於行政實務上，行政機關與人民間之各種溝通互動行

為；通常在行政機關作成行政決定前，與當事人達成某項共識，以準備

作成「正式之行政行為」或為代替之行政行為。協議在法律上無拘束力，

其目的非以直接發生法律上創設、變更、消滅權利義務關係之變動，屬

事實行為之一種192。協議對雙方之拘束力較弱，除可提升法安定性、提

升行政效率之優點外，尚有利於行政機關彈性處理事務193。學者黄錦堂
                                                
188 如：改制前行政法院 67 年判字第 458 號及第 562 號判決等。 
189 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649 號、91 年訴字第 1012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

第 799 號等判決。 
190 鄭俊仁（稅制會研究員），行政程序法與稅法之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72 期，90 年 5 月，頁

70。 
191 林錫堯，行政法要義，頁 432。 
192 林錫堯，行政法要義，頁 423。 
193 許宗力，雙方行政行為／廖義男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新世紀經濟與法制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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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不論從締結主體或內容而言，行政協議較行政契約具靈活性；至

於行政協議不具拘束力，是否會易造成違約問題，則認為對複雜案件，

官民間均希望能合理解決，雙方均希望對方能依協議內容行事，甚至就

階段性之協議簽訂備忘錄或同意書等，只要雙方有誠意，即不易發生毀

約之問題
194
。學者吳庚即認為，稅務協談屬非正式行政行為之「協議」

性質195。 

  司法實務上行政法院亦會因協談作業要點規定僅供參考，認為無拘

束兩造之效力，而得由他方舉反證推翻，或以稅務協談如未經稅捐機關

簽報核定或簽提復查委員會決議之協談案件，難認有其拘束力或信賴原

則之適用
196
。此類判決見解，表面上似將協談視為非正式之協議性質，

惟本文認為，協談為租稅調查過程中之一環，前開判決理由之重點，應

在於納稅義務人所提反證之證明力不足以成立法官確信之心證、或因稅

捐機關之協談程序未經核准致本身不符合規定，自無拘束力。而非協談

性質之定性影響其效力問題，容後將於本章節第四項有關稅務協談效力

之實例探討中，再行研析。 

 

六．小 結－依具體個案認定 

學界對協談的法律性質見解分歧，本文認為，除上揭不同之見解

外，實務上亦會發生由協談所衍生類似陳情或聽證之程序。行政程序法

第 168 條：「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

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協談由人民主動提出

或透過民意代表出面代為表達，亦涉及人民行政上權益之維護，有「陳

情」之性質。如果大批同類型案件經由多數納稅義務人共同申請協談，

或由公會、民意代表出面共同表達協商時，則亦可能會擴張為召開公聽

會、聽證會等共同討論，形成「聽證」程序197。 

協談之法律性質如就協談作業要點規定不具拘束力來看，其性質僅

為行政指導、陳述意見或協議等事實行為；但如雙方都願受合意之拘

束、符合行政契約之各項要件而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時，則為行政契

約、和解契約性質。一般而言，稅務協談難以就其名稱或行為本身遽下
                                                                                                                                            

與挑戰，頁 259~264。 
194 黄錦堂，行政契約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頁 13、14。 
195 吳 庚，97 年 5 月 23 日於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行政法專題研究（三）」課堂講授見

解。 
196 如：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判字第 2810 號判決、91 年判字第 1813 號判決。 
197 以臺北市國稅局為例，即有納稅人透過民意代表出面陳情，最終以稅務協談方式而獲解決者；另

曾有涉及層面廣大之債券前手息案件，經國稅局於 93 年間分別與證券自營業者、票券金融業者及

人壽保險業者，各就該類案件歷經多次公聽會充分討論後，作成各業別之統一協談讓步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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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其性質，而應依據具體個案加以認定，應觀察稅務機關與納稅義務

人間對課稅事實認定之共同理解，雙方有無受合意拘束之意思表示，作

為判斷之基準。本文以為，實務上協談成立之案件以和解契約性質者居

多；惟當協談之任一方不願受其拘束而無法達成合意時，則僅為行政指

導、陳述意見或協議等事實行為性質。 

 

第二項  切結書同意書與協談性質之差異 
   
  稽徵實務上常會發生由納稅義務人應稽徵機關之要求或自行單方

書立切結書或同意書之情形，該切結書或同意書之性質及效力是否與協

談雷同？適用上滋生疑義，有一併探討之必要。 
 
一．書面締結行政契約之學說見解 
１． 學者李震山認為，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要求人民簽具保證

書、切結書時，如具結之要求係應行政機關單方面高權行為者，

屬附附款之行政處分；如係雙方意思合致，人民有選擇決定權者，

屬行政契約，不受其用語或不得異議等文字之影響198。 
２． 學者陳愛娥針對行政上運用種切結書的法律性質，認為如果切結

書之相關法律效果，係由行政機關與人民雙方共同約定者，縱使

該切結書只顯示人民之給付義務，仍為行政契約之性質。199但並

不是經人民同意者都能構成契約，如果在當事人欠缺真正意思表

示自由下所為之同意，則不能認為是契約一方之意思表示；亦即

「切結書」有時並非真正之「意思表示」，而只是行政機關「調查

證據」之一種方法200。此一見解，可由稽徵實務上常見由納稅人

具結自動繳清稅款並繳納罰鍰者，得減輕其罰鍰倍數；應可理解

係納稅義務人為避免遭受稅捐機關較高倍數之處罰，而不得不配

合切結之非真意表示；稅捐機關則據此而取得切結書作為調查之

間接證據。 
３． 學者陳 敏認為，所謂書面締結行政契約是否限於由雙方共同簽署

之單一文書，學說上有不同之見解，惟為確保法律關係之明確性，

                                                
198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修訂六版，三民，94 年 10 月，頁 357。 
199 陳愛娥，行政上運用之切結書的行為屬性與其相關問題－以台北市政府各局處所運用事例為主

軸，台北市政府委託研究，頁 21。 
200 陳愛娥，於財政人員訓練所 97 年法制研討班，「行政契約」授課講義，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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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作成正式契約書之見解較為合理201。 
 
二．針對切結書同意書之實務見解 

          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對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所稱

之「書面」並不限於單一書面文件，凡當事人雙方以書面往返達成合意

者，亦屬之202。 
行政法院之實務判決中，亦曾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39 條之立

法，係依據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57 條及德國學說與裁判見解，「書面」之

意義，應自行政契約之意義及其內容加以解釋及運用；法律明定書面之

目的，僅具有「證明」、「警告」之功能，如從當事人間相互之往來文件，

已可察知就公法上法律關係之設定、變更或消滅，雙方已達具拘束力及

表示知悉之意思表示之合意者，即可認為已具備書面之要件，而不以單

一文件為必要203。惟同意書如僅為納稅義務人單方之意思表示，則僅具

建議性質，如未經稅捐機關之認同而未能雙方達成合意，尚不得解為經

徵納雙方同意而訂定之行政契約，此亦為行政法院在諸多判決中所採納

之見解204。 
 

三．本文見解 
  切結書或同意書之內容，如為稅捐機關之要求而出具且為納稅義務

人之真意表示者，應已符合行政契約經雙方合意之要件，不受用語文字

之影響，亦不限於單一文書，而有其拘束力。惟相對於學者陳愛娥之見

解，如果納稅義務人書立之切結書或同意書，僅係納稅義務人一方自行

書立，並未經稅捐機關之合意，此時亦非稽徵機關之意思表示，而僅為

納稅義務人單方意思之表達，僅具「建議」性質，自亦無拘束力可言。

從而，納稅義務人單方所出具之切結書或同意書有無拘束力之認定，應

取決於是否經過徵納雙方意思表示之合意，目前在法院判決實務上，亦

係依此一原則為認定之標準205。 
 
                                                
201 陳 敏，行政法總論,，第五版，頁 588。 
202 參照：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 29次會議紀錄，及法務部 91 年 9 月 12 日法律字第0910034944

號書函。 
203 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訴字第 3845 號判決、92 年判字第 1685 號判決。 
204 參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 6 月 27 日，90 年訴字第 766 號判決。 
205 如：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474 號判決，認為納稅人單方聲明的切結書，並不構成行政契

約，無拘束力。而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800 號及第 858 號判決，則認為得以納稅義務人同

意之計算標準，核課稅捐，或經納稅人出具同意書後，稅捐機關得依同業利潤標準來核課稅捐，

不違反法令而有其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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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稅務協談作業範圍及程序 
 

一．稅務協談作業範圍 
 
（一）協談作業要點之規定 

  依據財政部發布之稅捐稽徵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二.206（其中

３．４．業於 97 年 12 月 19 日新修訂之作業要點中刪除）規定，稅務

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稽徵機關得與納稅義務人協談： 

１． 稽徵機關於審查階段中，就課稅事實之認定或證據之採認，有協

談必要者。 

２． 復查、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由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新增

訂）或經行政救濟撤銷重核案件，對課稅事實之認定或證據之採

認，徵納雙方見解歧異者。 

３． 申請復查之程序或理由，顯與有關法令規定不符者。 

４． 納稅義務人對稅務案件適用法令發生誤解，有協談之必要者。 

 

（二）實務上之運作 

上揭租稅協談範圍，實務上所運作者僅包括：1．稅捐機關原審查核

定階段之協談，2．行政救濟階段之復查及經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

撤銷原處分，發回稅捐機關重為處分之協談。至於原作業要點 3．4．所

定申請復查之程序或理由與有關法令規定不符者及稅務案件適用法令

發生誤解者，基於依法行政原則及租稅法定主義，稅捐機關實務上並未

對此類案件採協談方式處理；縱採協談方式結案，亦係輔導納稅義務人

無條件撤回復查，稽徵機關本身並不會讓步。 

本文認為，若因法令不明確易遭人民誤解，應早日修法或作明確之

解釋函令以根本解決207，而非逕以協談方式處理，上開要點之第 3．4．

款應予以删除208，乃實務界一致之見解，並經財政部於 97 年 12 月 19

日新修訂之作業要點中正式刪除。現行協談作業要點中僅保留 1．2．有

                                                
206 財政部 78 年台財稅第 781142425 號函發布，81 年台財稅第 81167565 號函修正發布「稅捐稽徵機

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 
207 實務上曾發生因為適用法令見解歧異致徵納雙方爭訟不休之大量性通案，如：所得稅法在 96 年

修正前曾發生之債券前手息扣繳稅款抵稅案件，係經高等行政法院多次判決撤銷後，稽徵機關報

財政部後，採通案和解協談之方式處理，最後再以修法解決，係少數就法律適用上之例外採取協

談和解之案例，容後於第四章訴訟和解案例中敍明。 
208 稽徵實務上常有相同之見解，認為此等規定本身反而會引發爭議，建議刪除之。 參照：疏減訟

源之研究／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研究報告，研究機關：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97 年 9 月

16 日，頁 51。並經財政部於 97 年 12 月 19 日正式採納，修訂刪除不符時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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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稅事實認定面之協談，符合實務狀況，並與前述容許締結租稅和解

契約之學理見解及行政程序法規定，和解契約應僅限於難以調查事實之

案件，獲致相同之結論。 

 

（三）各機關另行訂定內部裁量作業規定 

除財政部頒之稅務協談作業要點外，依該要點十六.規定，其作業細

節由各稅捐機關視需要訂定之，各稅捐機關得分別就其業務需要，明定

內部處理協談之範圍、程序及裁量基準，以為作業之準則依據。
209
目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及臺灣省北、中、南三區國稅局，均各自訂有「處

理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則訂定「處理稅務案

件協談注意事項」；其中關於協談範圍及協談案件之產生部分，各國稅

局自訂之協談作業範圍均較部頒協談作業要點為擴大，除由稅捐機關針

對案件決定得否協談外，尚得由納稅義務人對已核定之案件主動提出申

請。 

關於協談項目及幅度等裁量基準，有於各局自訂之前揭作業要點或

注意事項中訂之者210，亦有另行訂定「行政救濟疏減案源簡化作業要

點」、「加速復查案件處理作業要點」或「行政救濟案件授權協談作業要

點」以為依據者
211
，大致原則均係按稅目別訂定協談之各種事項，以及

決行層次與讓步幅度、裁量標準等之規範，尚無顯著之差異。 

 

（四）以國稅案件之協談為主 
由各縣市稅捐稽徵處所職掌之地方稅部分，不論從財政部或高等行

政法院之統計資料或由司法實務判決來看，地方稅所採取稅務協談者顯

然不如國稅部分之運用普遍。本文認為，地方稅係以財產稅、底册稅等

為主，無待納稅人主動申報，其事證之掌控多在財稅機關之管領範圍

內，較不易發生「事實調查難以確定」事實和解之情況，故稅務協談或

和解之案例極少，也不易推展。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於 89 年起至 96 年 11

月止，分別訂定並多次修訂「行政救濟及違章協談作業要點」，其內容

包括協談小組成員之組成及協談作業程序，但協談項目範圍及裁量基準

等則未見定明，難以窥其實際運作內容及協談之態樣。 

                                                
209 如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自 83 年核定並於 91.92.94.年間分次修訂之行政救濟案件授權協談作業要

點、協談請示單及紀錄表等。 
210 如：南區國稅局與高雄市國稅局。 
211 如：北區國稅局與臺北市國稅局之「行政救濟疏減案源簡化作業要點」、「加速復查案件處理作業

要點」，中區國稅局之「行政救濟案件授權協談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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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談案件之類型 

  稅務協談主要發生在復查程序中，故協談案件類型多係從復查案件

所衍伸，茲就國稅目中常見之復查案件類型略述如下
212
： 

（一）營業稅部分 

１． 無進貨事實取具虛設行號發票－有無進貨事實及是否為虛設行號

之認定。 

２． 有進貨事實取具虛設行號發票－是否為虛設行號之認定。 

３． 個人未辦營業登記擅自營業－究為未辦營業登記擅自營業或僅係

個人一時貿易之認定。 

４． 個人建屋銷售收入按時價調整－關於時價之認定。 

５． 警察臨檢特種行業之通報－有無經營特種行業或是否為實際負責

人之認定。 

６． 應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銷售額－是否與外銷有關之認定。 

 

（二）營利事業所得稅 
１． 營業成本項目－成本之實際發生金額、業別正確與否及是否應歸

屬成本之認定。 

２． 研究發展支出可抵減稅額－有無研發事實及確屬研發支出時其金

額之認定。 

３． 投資抵減稅額－是否符合投資抵減規定之事實或金額之認定。 

４． 移轉訂價之價額－常規交易價格之認定。 

５． 最低稅負制爭議事項－如:未上市股票交易事實或價金之認定。 

６． 所得稅法第 83 條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適用行業代號之業別是

否正確，或補提示相關帳證重新調查核認。 

 

（三）綜合所得稅 
１． 扶養其他親屬免稅額－其他親屬是否無其直系親屬可扶養，或有

無實際扶養事實之認定。 

２． 設算租賃所得－設算金額是否合理，或經舉證實際之租金。 

３． 實物捐贈扣除額－實際或虛偽捐贈事實之認定。 

４． 執行業務者、補教業者收入及所得額－重新補提示相關帳證供查

                                                
212 資料來源：94~96 年度各國稅目最常見復查案件之類型／疏減訟源之研究，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

會研究報告，研究機關：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97 年 9 月 16 日，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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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認定。 

５．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規避營利所得－規避行為與是否該處罰鍰之

事實認定。 

６． 利用他人分散所得－分散所得事實與應否處罰鍰之認定。 

 

（四）遺產稅 
１． 未償債務扣除額－未償債務是否屬實及金額之認定。 

２． 農業用地扣除額－有無繼續供繼承人農業使用之認定。 

３． 公共設施保留地扣除額－是否確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事實之查核認

定。 

４． 死亡前兩年內贈與併入遺產－贈與事實之認定。 

５． 死亡前兩年內躉繳保費併入遺產－應否併入遺產、併入金額與應

否處罰之認定。 

６． 民法第1030 條之 1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剩餘財產金額

之計算及有無請求權之認定。 

７． 非重病期間密集提領存款－繼承人主張由被繼承人自行提領並非

重病期間，不知尚有留存或受領贈與，相關事實之認定。 

 

（五）贈與稅 
１． 資金流動主張借貸非贈與－借貸或贈與事實之認定。 

２． 未上市、櫃公司股份淨值之認定－淨值計算事實金額之認定。 

３． 農地列管期間未作農業使用－事實之查核認定。 

４． 二親等間財產買賣視同贈與－買賣舉證事實之查核認定。 

５． 無償免除他人債務－事實之查核認定。 

６． 以顯不相當代價讓與財產－是否顯不相當之查核認定。 

 

（六）行政救濟撤銷重核案件 
  除上述協談案件類型外，稅務協談作業要點二．2 .有關協談事項

尚規定「經行政救濟撤銷重核案件」，對課稅事實之認定或證據之採認

徵納雙方見解歧異者，於稽徵機關重核時亦常會遵照判決撤銷意旨，與

納稅義務人協談解決。舉案例如下： 

 

【案例】因其情可憫於法定範圍內協談減輕處罰213 

                                                
213 相關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 9 月 11 日 97 年度訴字第 00020 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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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稅義務人甲君 88 年度取自地下錢莊乙君之利息所得 600 餘萬

元，經國稅局補稅並處所漏稅額 0.5 倍之罰鍰。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撤銷原處罰鍰，其理由：原告利息所得係利息滾入本金計算，且嗣

遭乙君捲款逃匿而血本無歸，利息終成空，卻還要補稅受罰，其情非不

可憫，與純粹取得利息所得者相較，屬於情節較輕者。被告對此攸關處

罰輕重之特殊事由，並未以斟酌，容有「裁量怠惰」之瑕疵，自屬有違。

應考量適用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之規定，於法定範

圍內減輕受處分人之罰鍰。案經國稅局重核時與甲君協談，將原處 0.5

倍罰鍰改按 0.2 倍處罰。 

【評析】 

  依財政部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

四．規定：「參考表訂定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未達稅法規定之最高限或最

低限，而違章情節重大或較輕者，仍得加重或減輕處罰，至稅法規定之

最高限或最低限為止，惟應於審查報告敍明其加重或減輕之理由。」惟

稅捐機關實務上幾乎都不考慮上述使用須知之規定，確實普遍存在裁量

怠惰之瑕疵。但是基於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意旨，稅捐機關即

得順理成章的以協談解決。基於愛心辦稅之理念，本文認為，裁罰標準

表使用須知中情節特殊加重或減輕處罰之規定，應可直接列為稽徵機關

與納稅義務人間稅務協談作業之裁量基準事項，而不待訴願機關或行政

法院判決撤銷後再為處理，方為正辦。 

 

（七）小 結 
由上述復查案件類型，可歸納復查案件有爭執之事項，均集中於

事實認定與證據採認相關部分，屬於協談作業要點所規範之範圍，亦與

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和解契約之範圍相似。針對前述復查爭議事項，稅

捐機關所採取疏減訟源之方向，除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加強租稅法令

之宣導、強化原查核時職權調查更周延、認事用法需更嚴謹外，主要之

重點方向，應再加強落實稽徵機關於原查及復查時徵納雙方之協談作

業。稽徵機關除落實職權調查事實之權責義務外，應本於愛心辦稅、與

納稅義務人合作溝通之理念，對納稅義務人善盡輔導措施，以稅務協談

方式縮減作業流程，達到疏減訟源及簡化稽徵之目的。214 

 

                                                                                                                                            
分關於罸鍰部分撤銷。 
214 資料來源：疏減訟源之研究／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研究報告，研究機關：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

稅局，97 年 9 月 16 日，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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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稅務協談作業程序 
 

（一）協談程序之開啟 
  依據協談作業要點規定協談案件之產生方式215，包括： 
１．由承辦人或股長簽報核准。 
２．經復查委員會之決議。 
３．由機關首長交辦。   
  由上述方式表面上看來協談是由稅捐機關本身發動，惟在機關作為

之前，實務上亦有先由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再透過上述方式開啟協談程

序。目前由各國稅局自行訂定之內部協談作業規定，亦均已將納稅義務

人主動申請納入協談啟動方式之一。 
 
（二）參與協談之人員 
  協談作業依規定須由稅捐機關指定與業務有關之二人以上人員會

同參與協談，納稅義務人除本人外，可委託三人以下之代理人參與。216

關於協談參與人員，實務作業上稽徵機關或僅由承辦人自行辦理，另再

由其他同仁會同簽章以便宜行事，惟本文認為參與協談人員所需注意之

重點應在於協談過程中，務必使納稅義務人充分明瞭爭議點與協談內

容，不可為求儘速結案而以含混要脅方式陷人入彀；協談之範圍、內容、

結果及附帶協議事項，應於協談結束前向納稅義務人再次確認協談受拘

束之範圍，並於協談紀錄表中做完整詳實之記載，避免因為雙方溝通不

良致日後再次引發爭訟。 
 
（三）協談之成立及生效 

協談後，稅捐機關承辦人員應將協談經過及結果製作協談紀錄，由

雙方參與者會同簽章。並由承辦人員將協談結果簽報核定或提經復查委

員會決議通過217。 
實務上亦發現稽徵機關協談人員與納稅義務人間所為初步之協商

內容，事後並未經承辦人簽報上級核准，或案件提經復查委員會討論後

並未獲通過，則協談並未成立及生效，造成稽徵機關最後之核定已偏離

原協談之結果，此時協談同仁應與納稅義務人婉轉溝通，告知協談未獲

核准，並提醒或輔導納稅義務人得續行救濟。另納稅義務人亦常透過民

                                                
215 參照：稅捐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 
216 參照：稅捐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 
217 參照：稅捐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第十點及第十一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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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代表陳情，並未經稽徵機關應允協談，致最終核定結果與納稅義務人

心中期望有所落差。如協談並未簽報獲准或提復查會而未獲通過時，稽

徵機關應將最終之決定理性的向納稅義務人坦誠溝通，絕不能畏懼逃避

或有欺瞞而未對納稅義務人善盡告知之責，或因語意不明造成誤解，致

引發日後無謂之爭訟。 
 

第四項 稅務協談之效力 
  
 按稅捐稽徵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第十三點原規定：「依本要

點達成之協談結果，對稽徵機關及納稅義務人並無拘束力，僅供雙方參

考。但經稽徵機關簽報核定或簽提復查委員會之協談案件，除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外，稽徵機關應儘量遵照協談結果辦理：(一)協談之成立，係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達成者。(二)協談成立後，發現新事實或新證

據，影響課稅之增減者。」，協談雖稱僅供參考，看似無拘束力，惟除

發現協談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而成立，或協談成立後發現新事實

或新證據時，得容許就原協談結果撤銷或變更外，稽徵機關偏離協談結

果而為核定者畢竟僅屬少數。上開要點十三經財政部於 97 年 12 月 19

日將斜體字部分修訂刪除，亦顯示出財稅主管機關對稅務協談作業期盼

能發生拘束雙方之效力，但仍保留「應儘量遵照協談結果辦理」之文字，

故現行稅務協談仍無法律上之拘束效力，各界對協談效力之討論亦多對

之有所質疑，但基本上稅務協談因基於雙方間之合意及信賴，仍有一定

程度之拘束效力，否則稅務協談不會歷經多年仍持續發展，並廣為徵納

雙方所樂意接受。 

 
一．對協談效力誤會之澄清 
 有論者認為，行政法院判決中，訴訟前曾經協談之稅務案件不在少

數，固表示協談制度有其重要性，惟亦顯示協談似未完全發揮其疏減訟

源之功能；協談後往往徵納一方又否認協談結果，導致協談徒勞無功云

云218。 

 本文認為，此一見解應係民眾或納稅義務人對協談認知上之差異，

可能協談最後並未成立，而納稅義務人逕自誤認為已成立協談，亦有可

能協談已成立生效後，惟納稅義務人卻為延緩繳納期限而仍然爭訟219。

                                                
218 陳建宇，論租稅法上之和解契約，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72、173。 
219 當納稅義務人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時，應納之本稅僅需先繳納半數，如係對罰鍰不服，則可全數

俟行政救濟終結後再行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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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稅捐機關在協談已成立後而違反約定再行核定補徵之比例應極其微

小，且有可能係另行發現應徵之稅捐，與原協談之事實認定並無關聯而

造成民眾誤會，又因民衆觀察法院判決理由，有關事實面之真實情況未

必能從判決書中確實理解明瞭而易有所誤解。實務上協談成立後稽徵機

關應不致於發生偏離協談結果之核課；而納稅義務人縱有偏離協談結果

之主張，亦難以發生作用，尤其是行政救濟程序中之協談，容後於本項

四.再行論述 。 

稅務協談在財政部 78 年發布協談作業要點之前，74 年起即存在於

稅捐機關，於行政程序法實施之前即長期存在，除了表面上類似係稅捐

機關行政指導、人民陳述意見之外，當有其實質存在之需要與一定程度

之拘束效力。它的存在效力除源自徵納雙方間之誠信原則、信賴保護原

則之外，基於契約合意之拘束力亦隱約可見。行政程序法實施後，關於

行政契約之效力障礙，行政程序法僅規定契約無效之原因與效果，對於

得撤銷之行政契約則未作規範，學者認為行政契約應可類推適用民法契

約得撤銷之規定
220
。協談如定性為行政契約，則有關無效或得撤銷之原

因與效果，應得適用行政程序法及比照民事法規適用之。本文藉由下列

官方統計協談之數據資料及實務案例，來探討稅務協談之效力。 

 
二．官方統計協談數據資料 
 
（一）國稅局復查單位與原查單位協談件數之比例 
  以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為例，該局 95 及 96 年度協談成立案件，依

單位別統計分析如下表： 
  協 談 單 位 95 年度件數 /  % 96 年度件數 /  % 
  法   務  科    393   /  88.71     537    /  89.80 

原 審查單位        50   /  11.29      61    /  10.20 
 合     計       443   /  100     598    /  100 

資料來源：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96 年度協談案件統計分析報告 
 
【評析】以復查案件之協談為主軸 
   由上表中得知，協談案件中主要係以法務單位處理之復查案件協談

為主，幾乎將近九成；另查法務單位處理 95 及 96 年之協談各 393 及 537
件中，全案撤回復查者各有 300 件及 367 件，其中僅部分撤回復查、部

                                                
220 吳 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 442；李惠宗，行政程序法要義，頁 3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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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准予認定而作成復查決定者各為 93 件及 170 件221。復查單位行政救

濟協談績效較原查單位優異之原因，除了財政部將此列為績效考核項目

外，主要原因尚包括法務單位之人員較具備專業知識、素質高、資歷較

深，易發揮談判長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行政救濟階段之協談，較原查

階段之協談更具拘束效力222。 
 
（二）各國稅目之協談比例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95、96 年度依稅目別統計協談案件占全部協

談件數之比例如下表： 
    税   目   別  95 年度件數 / %   96 年度件數 /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稅      290  /  65.76      262  /  43.81 
 綜  合  所  得  稅      120  /  26.98      199  /  33.28 
 營      業      稅       10  /   2.04       79  /  13.21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22  /   4.99       58  /   9.70 
 證  券  交  易  稅        1  /   0.23        0  /   0 
     合        計      443  /   100      598  /  100 

 資料來源：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96 年度協談案件統計分析報告 
 
【評析】 
１．各稅目之協談項目     

  觀察上表，協談件數較多之稅目別依序為營所稅、綜所稅、遺

贈稅與營業稅等；各稅目之協談項目又以下列項目為主223： 
(１)營所稅之協談項目－以全年所得額、罰鍰、營業成本、可扣抵稅額、  

研究發展支出、未分配盈餘、其他費用、加班費、利息支出、佣金、

旅費等項目為主。 
(２)綜所稅部分－以全年所得額、捐贈、扣繳稅額、執行業務所得、其

他所得、租賃所得等項目為主。 
(３)遺產贈與稅－以遺產及贈與總額之認定、重病期間密集現金提領、

銀行存款及債權等項目為主。 
 
                                                
221 資料來源：財政部稽徵業務考核－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95、96 年稽徵業務考核行政救濟績效報

告，頁 15、頁 14。 
222 原查單位與納稅義務人協談後，納稅義務人仍可再提行政救濟，造成協談徒勞無功。而行政救濟

中之協談，續提救濟之結僅有程序上之審酌，不再就其實體審究。容後於本項四．由司法判決論協

談之效力中另予敍明。 
223 資料來源：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96 年度協談案件統計分析報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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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涉及事實調查困難與認定歧異 
上述項目占大宗之主因，係因涉及事實之調查舉證困難、徵納雙方

認定事實易生歧異，如各自堅持己見之結果，將導致救濟程序冗長，曠

日費時，且行政救濟之最後結果，未必能使一方全輸或全贏；如徵納雙

方能適時建立和諧的夥伴關係，公平合理的溝通協談，反能共同營造雙

贏的局面。 
 
（三）各國稅局協談撤回復查占復查結案之比例 
  財政部所屬五區國稅局，94年至 96 年度辦結之復查案件總計 47,412
件，其中經協談而撤回復查件數占復查辦結案件之比例，如下表：  
機  關  別 94 年撤回件數/ % 95 年撤回件數/% 96 年撤回件數/％ 
台北市國稅局   396 ／   6.77   300 ／ 5.6   367 ／  8.31 
高雄市國稅局   251 ／  11.29   241 ／10.8   222 ／ 12.27 
北區國 稅 局   323 ／   7.8   311 ／ 6.9   225 ／  6.16 
中區國 稅 局   251 ／   9.24   171 ／ 8.2   227 ／ 12.20 
南區國 稅 局   409 ／  18.19   364 ／16.3   452 ／ 22.29 
   合   計  1,630 ／  9.48  1,387  ／ 8.4  1,493 ／10.84 

資料來源：各稽徵機關復查案件處理情形統計表－財政部考察稽徵機關（國稅局）

94、.95、96 年度行政救濟業務報告 
 
【評析】 
１．以協談解決復查紛爭仍有空間     

上述三年度之統計復查協談後全案撤回復查之件數計 4510 件，全

案撤回復查占結案之比例約 9.51%。另外，如加入部分准予追認部分撤

回復查之件數，即經協談達成共識解決爭執之件數計 1663 件，統計經

協談解決復查案件爭議之比例約 13.02%。而經復查委員會決議駁回件數

占復查件數比例為 48.71%，顯示利用協談程序解決復查爭議尚有成長空

間，倘能繼續增加協談結案比例，可縮短行政救濟時效，疏減後續冗長

的救濟程序224。 
 

２．協談撤回復查之原因 
  有關撤回復查之原因財政部未作分析，惟歸納實務上之狀況，納稅

                                                
224 資料來源：疏減訟源之研究，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研究報告，研究機關：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

稅局，97 年 9 月 16 日，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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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全案撤回復查之事項，可參考前揭（二）有關財政部臺北市國稅

局所列舉各稅目之協談項目，惟已不涉及事實不明或調查困難、事實認

定歧異等因素。而納稅義務人全案撤回復查之原因包括：課稅事實爭議

事項已難補證外，尚包括納稅人誤解法令、租稅常識不足，或景氣不好

缺錢繳稅，納稅義務乃先提復查，係為延緩繳稅等因素。上開原因縱使

納稅義務人提起行政救濟，將毫無勝訴率，也不符合協談、和解之要件，

故經稅務人員溝通解說、分析利弊得失後，由納稅義務人一方撤回復

查。此等協談後由納稅義務人全案撤回復查之案件，占全部協談案件之

比例約為 73%225。又稅捐機關稅務協談作業要點中並無雙方應互相讓步

之規定，此種全案撤回復查之協談，因僅納稅義務人一方讓步，尚非屬

行政和解契約之性質，僅能定性為行政指導、陳述意見、協議等非正式

之行政行為。 
 
３．影響各國稅局協談率之因素 
    各區國稅局局之協談撤回占辦結案件比例，以南區國稅局之協談比

例較高，台北市國稅局與北區局之比例較低；本文認為協談比例之高

低，與案件難易度及納稅義務人委託之稅務代理人之專業水準有關。由

於北部地區納稅義務人之所得較高，或營利事業規模較大，核定稅捐金

額較高，案件具複雜性及需深度之查核技術，納稅義務人委託會計師等

專業代理人處理稅務爭訟之比例亦較高，較會堅持於最終的是非輸贏，

故北部地區協談成功之機率相對較南部地區之納稅義務人所得及營業

規模較小、案件本身相對單純者之協談成功率為低。另一方面，承辦同

仁之專業素養、工作繁忙度、專業素養、是否樂意及有無時間與納稅義

務人溝通協調，亦會影響協談成功之比例。 
 
（四）各稅目之協談撤回復查占復查結案之比例 
  財政部所屬五區國稅局，95、96 年度依各稅目別統計協談撤回復查

占復查辦結案件之比例，如下表： 
   稅   目    別  95 年撤回件數／％  96 年撤回件數／％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608 ／ 13.64    570 ／ 15.32 
綜   合   所  得  稅      436 ／  5.93    507 ／  8.80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90 ／  5.82    93 ／  8.40 

營   業   稅      246 ／  8.47    316 ／ 10.31 

                                                
225 由評析１．衍申計算：9.51÷13.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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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券   交  易  稅        1 ／  2.27      1 ／  3.23 
菸   酒   稅        6 ／  7.23      6 ／ 10.53 
合        計     1,387 ／ 8.43   1,493 ／ 10.84 

 資料來源：各項稅目復查案件處理情形統計比較表－財政部考察稽徵機關（國稅

局）.95、96 年度行政救濟業務報告 
 
【評析】主體為營利事業之協談撤回率較高 

由稅目來看協談撤回復查之比例，以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之撤

回率較高。本文認為，營利事業為主體之相關稅捐，因主體為法人，與

個人為主體者面對其本人所應負擔之稅捐相較，營利事業委託代為出面

處理稅務事件之代理人或會計人員，本身痛苦感較少，較能發揮類似中

立第三人之立場，理性客觀的面對協談之結果；另一方面，此類案件之

內容範圍較主體為個人者之稅捐態樣複雜，其涉及事實認定等之協談空

間亦較大，導致營利事業主體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協談成立比

例較主體為個人之綜合所得稅及遺贈稅等協談比例為高。 
 
三．稅務協談經司法判決實例 
  稅捐機關與納稅義務人租稅協談後，納稅義務人復提起訴願及行政

訴訟，該協談結果於司法上之效力如何？依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133

條及第 134 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論撤銷訴訟或經他

造自認者，均應經行政法院之審理調查，與民事訴訟之規定不同。從而，

有學者認為，稅務協談各界對協談效力之探討亦有所質疑之結果既僅供

雙方參考226，協談或稅務行政上之和解契約，縱拘束徵納雙方，基於行

政訴訟之公益性質，在職權調查與職權探知主義之下，行政法院仍得依

自由心證來認定稅務之協談和解之事實是否為真實227。惟目前各行政法

院對此類税務協談案件之判決情形如何？以下列舉稅務協談經司法判

決實例，並加以研析。 

 
（一）行政法院 89 年判字第 3274 號判決     

甲公司經財政部賦稅署查獲其支付佣金未依規定扣繳稅款，經稅捐

機關通知其補繳扣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惟甲公司僅補繳扣繳稅款而

未依限補報扣繳憑單，却於補報期限屆滿後與稅捐機關協談延期三個月

                                                
226 如：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2810 號判決。 
227 葛克昌，論稅務案件的和解／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頁 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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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報扣繳憑單，稅捐機關仍按未依規定補報扣繳憑單處三倍之罰鍰。甲

公司不服，以該案前經余姓立法委員與被告機關高層協商之結論為由，

循序訴經行政法院判決駁回，駁回理由為：本案尚乏可准延期之法令規

定，且為違章行為成立後之補報行為，依法仍應處三倍之罰鍰而非一倍

之罰鍰。 

【評析】 

１． 本判決乃針對原審查階段之協談，惟該協談未經稅捐機關承辦人

簽報上級核准或提經復查委員會決議，又因為協談內容違反所得

稅法第 114 條之明文規定228，自屬無效，對雙方當事人並無拘束

力，而為行政法院駁回其訴。 

２． 本案復經甲公司提起上訴及再審之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分別以 90

年判字第 00240 號及 91 年判字第 1813 號判決駁回，判決理由中

指明，原透過立法委員協商之結論，非經稽徵機關簽報核定或提

復查會決議，難認有拘束力，且經稽徵機關通知甲公司否准協談

在案，亦無信賴原則之適用。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訴字第 3362 號判決 

乙公司經財政部賦稅署查獲其無進貨事實，取得××公司所開之發票

充當進貨憑證虛列成本。乙公司主張賦稅署稽核組所書立之說明書及談

話筆錄，乃當時稽核組為儘速結案之協商要求，並無拘束力，且該部分

發票已於申報時自行剔除云云。訴經行政法院判決，以納稅人所出具之

說明書及談話筆錄，均係本於自由意志的說明陳述，自具證據力，且乙

公司復未能具體舉證其結算申報時已自行剔除系爭金額之成本費用，所

訴洵不足採，乃判決駁回。 

【評析】 

本案仍屬原審查階段之協談，法院認為說明書及談話筆錄，均係納

稅義務人本於自由意志的說明陳述，具證據力。惟重點在於乙公司主張

未將系爭發票金額列入結算申報之成本內申報，但未能提出證據以反證

先前承認虛列成本之說明書或談話筆錄為不實；參照行政法院 36 年第

16 號判例意旨，其未能就其有利之主張提出佐證，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

實為真實。本案行政法院對稽徵機關原調查時納稅義務人所書立之說明

                                                
228 所得稅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扣繳義務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處罰：

一．扣繳義務人未依第 88 條規定扣繳稅款者，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

憑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之罰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

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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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談話筆錄之證據力，已形成確信之心證，除非乙公司能證明原本確

未將系爭進貨列入其申報之成本，否則原說明書或談話筆錄據以課稅之

事證已資明確，原核定即無不合。 

 

（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訴字第 1152 號判決 

丙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經稅捐機關以其未依限提示帳證備查，按

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丙公司訴經復查及訴願遞遭決定駁回，提

起行政訴訟亦遭裁定駁回而告確定在案。其後乙公司請求國家賠償，經

協談結果，丙公司撤回該國家賠償案，由稅捐機關調帳重新查核後，為

有利丙公司之變更核定，丙公司復就變更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循序提

起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經行政法院判決以：協談結果如是對於納稅

人有利之處分，則納稅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既無訴之利益，所提訴

訟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評析】 

本案非原查、復查或行政救濟階段之協談，而為經行政救濟確定

後，稅務機關對原已確定之案件，通融納稅義務人之協談，其結果已對

納稅人有利，納稅人再行爭執之結果，經法院以不具權利保護之必要予

以駁回。惟本件協談乃因國家賠償事件所衍生，應屬國家賠償法第 10

條：「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

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

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之協議，該協議書即得為執行名

義，似應不容許再度程序重開而回復至第一次權利保護之行政救濟程序

再行爭執。 

    

（四）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訴字第 1012 號判決229    

    丁公司於國稅局原核查帳時同意剔除佣金支出 200 萬元，嗣後提起

復查，經國稅局以經查丁公司外銷佣金超過出口貨價 5﹪，不符合營利

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2 條第 4 款規定金額達 370 餘萬元，原核定對

丁公司有利，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仍維持原核定。丁公

司循序訴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經判決以：丁公司已在調查書立同意

書，同意剔除佣金 200 萬元，則徴納雙方已成立稅務上之行政契約，雙

方應受羈束。除非丁公司能證明其於原審查時協談所書立之同意書或協

談紀錄，確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否則法院已無再加審酌之必要。 

                                                
229 另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79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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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判決理由認為原審查階段之同意書，徴納雙方已成立稅務上之行政

契約，雙方應受羈束；否則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稅捐機

關對有利於納稅人部分不得變更，而納稅人卻就原已不爭之部分重新爭

執，則前所書立之同意書將形同具文。判決理由中指明徵納雙方間之協

商同意行為，為行政契約性質，產生契約之拘束力。惟本件稅捐機關不

准變更之主要重點，在於本案重新爭執部分依所提證據重新查核結果，

係對納稅義務人更為不利。亦即不論有無協談，經舉證屬實且其結果係

對納稅義務人有利時，則仍可變更核定。 

  

（五）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2099 號和解筆錄 
    戊公司於國稅局原查核時，書面說明營業成本中印刷費用××元無法

證明為業務所需，同意剔除。嗣後戊公司不服，循序訴經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法院認為本案稅捐機關仍需就納稅義務人所補提示之資料，實際

查核與事實是否相符。經國稅局就所補提示事證重核結果，與戊公司成

立訴訟上和解。  

【評析】 

稅捐機關如僅依納稅人之書面同意承諾剔除，而無掌握其他具體之

事證資料，縱經徵納雙方協談，日後如經納稅義務人履行協力義務，補

提新事證申請重新查核時，稽徵機關依法仍應履行職權調查之職責義

務，就所補提示之新事證或帳證資料，重新予以查核認定。 

 

（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訴字第 2484 號判決 
  甲君因遺產稅事件，於 89 年 5 月間向國稅局申請復查，嗣後於 90

年 4 月 12 日經協談具文撤回復查，復於同年 10 月再就其他項目申請復

查，因已逾復查期限，經國稅局以程序不合，復查不予受理，復經財政

部訴願決定維持。甲君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行政法院判決認為甲君既

已於 90 年間與國稅局協談，函知國稅局將「全部撤回復查」，已生撤回

之效力，嗣後再行提起行政救濟，因其起訴程式於法不合，依法予以駁

回。 

【評析】 

   納稅義務人提起復查，如僅係誤解法令或課稅事實明確，致復查

理由殊無可採時，稅捐機關通常會與納稅義務人進行協商，指導納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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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撤回復查。而此等稅務協談，一經納稅義務人單方撤回復查，嗣後

納稅義務人如再行爭訟，將導致行政救濟之程序不合，而形成事實上之

拘束效力。 

 
（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簡字第 12 號簡易判決 

  己公司 87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查帳時，協談出具同意書同意自行減

列 1 千萬元之出口費用，稅捐機關並於核定通知書上載明該調減之金額

符合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惟日後國稅局在核定該公司 87 年度未分

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卻否准將該筆金額列為未分配盈餘

之減項。案經行政法院判決，認為徵納兩造在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時之

協談及核定通知書上之記載，系爭己公司自行調整減列之費用，依據行

為時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規定，應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項，則本於信

賴保護及誠實信用原則，國稅局嗣後所為之行政行為即應受其拘束。爰

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評析】 

  本案原核定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徵納雙方間之稅務協談，與日後未分

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核定有牽連關係，行政法院認為協談

時出具之同意書，本於信賴保護及誠實信用原則，國稅局於協談嗣後所

為之行政行為即應受其拘束，不得為相異之核定。本判決將稅務協談和

解之拘束力，由原本之協談標的擴及於相關聯之事項，為現行稅務協談

作業要點中尚未予規範之突破性見解。 

 

四．由司法判決論協談之效力 

依 97 年 12 月修訂前之稅務協談作業要點第 13 點規定，協談結果

對稽徵機關及納稅義務人並無拘束力，僅供雙方參考，修訂後該點仍保

留「僅量遵照協談結辦理」之文義230。惟協談之結果是否僅供徵納雙方

參考或亦有其拘束力？茲就上述列舉之實務上經由行政法院判決之見

解彙整說明如下： 

 

（一）實體或程序不合法之協談無拘束力 
一切行政行為，不論為法律行為或事實行為，皆不得違法。緃使不

                                                
230 參照修訂前稅捐稽徵機關稅務案件協談作業要點第十三點：「依本要點達成之協談結果，對稽徵

機關及納稅義務人並無拘束力，僅供雙方參考。但經稽徵機關簽報核定或簽提復查委員會之協談

案件，除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外，稽徵機關應儘量遵照協談結果辦理：（一）協談之成立，係以詐術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達成者。（二）協談成立後，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影響課稅之增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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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法律拘束力之行政指導，也仍受合法性之拘束，行政程序應遵守實體

法及程序法之界限，行政指導亦不得有不當聯結及其他牴觸法規之情事
231。稅捐機關之協談人員應經合法授權，由具有權責者擔任，且協談之

內容不能違反法律規定，協談之結果應經承辦人簽報核准或提經復查委

員會決議通過；否則，如未經合法程序或內容違法之協談，自不具拘束

力232。  

 

（二）協談後補提示證據仍應依職權調查 

協談如僅由納稅人單方書立同意書、聲明書233，而稅務機關並未掌

握其他具體事證資料時，此同意書及聲明書性質與當事人之自白雷同，

其證據力尚非完備。
234
倘稽徵機關之稅務人員並未經實質調查，未掌握

核課調整之具體事證資料或逕以推計方式課稅，於嗣後納稅人提出可供

查核之帳證或資料時，參照行政法院 56 年第 18 號判例意旨，稽徵機關

應履行職權調查之職責義務，就納稅義務人所補提示之資料重新調查認

定
235
。又行政訴訟亦採職權探知主義，法院有依職權調查及探求真實之

義務，故徵納雙方間稅務行政上之協談或和解對行政法院並無拘束力。

故於當事人一方提出新事證時，行政法院仍應履行職權調查、職權探知

或諭令被告機關調查真實之義務。 

 

（三）經協談撤回復查較具拘束力 

行政救濟階段復查中經徵納雙方之協談結果，實務上有兩種情形
236
： 

                                                
231 陳 敏，行政法總論，頁 635。 
232 如：行政法院 89 年判字第 3274 號判決，係對未依規定扣繳稅款案件之扣繳義務人，雖於期限內

補繳扣繳稅款但未如期補報扣繳憑單，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未於期限內補繳扣

繳稅款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稅額處三倍之罰鍰。而原協商內容卻於逾

期後再予延期，欲依同條項前段之規定處一倍之罰鍰，即屬內容違反法律之協談；其後稅捐機關

依法律規定而未依協談結果，予以補稅處罰，納稅人不服提起訴訟，遭法院判決駁回；駁回理由

為「本案尚乏准予延期之法令依據」。本案除內容違法外，原協商內容並未經簽報機關核准，致有

所變更；未經簽報核准之協談，自亦無拘束力可言。 
233 如：納稅人同意稅捐機關逕行依法核定或同意被調整剔除某些項目金額，而書立說明書、同意 書。 
234 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規定：「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違法羈押或其他

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

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235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2099 號和解筆錄，即係僅憑聲明書作成核定後，納稅人仍提

起行政救濟，於行政訴訟中經國稅局依納稅人補提示之資料重核後，兩造和解。另行政法院 56 年

判字 18 號判例要旨：「稽徵機關於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未能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

據者，依所得稅法第 83 條規定，固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惟納稅義務

人如已提供有關資料，稽徵機關自即應就其提供之資料調查認定，不得仍援前開規定，而核定其

所得額」。 
236此類復查協談案件實為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協談案件之大宗，因此而告確定之比例即高，如前述

臺北市國稅局之統計，行政救濟中之協談占機關全部協談案件約近九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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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納稅義務人全案撤回復查 
納稅義務人提起復查，不一定會涉及事實不明、調查困難或事實

認定歧異等因素，而僅係納稅人誤解法令、租稅常識不足，或景氣不好

缺錢繳稅，納稅義務為延緩繳稅等因素乃先提復查。此類案件納稅義務

人提起行政救濟毫無勝訴機會，也不符合協談、和解之要件，通常稅務

人員會加以溝通解說、分析利弊得失後，由納稅義務人一方全案撤回復

查。此種由納稅義務人一方全案撤回復查之協談，尚非屬行政和解性

質，僅為行政指導、陳述意見、協議等非正式之行政行為。由於納稅義

務人撤回復查，程序上視為自始未申請復查，依程序不合實體不究之法

理，納稅義務人事後倘再提起復查時將已逾復查之期限而程序不合；如

果逕行提起訴願，則因未經復查先行程而致訴願不受理，故納稅義務人

縱再提起救濟程序亦無救濟之實益。 

 

２．納稅義務人部分撤回復查其他部分由稅捐機關作成復查決定 

  如涉及事實認定歧異，徵納雙方復查協談中可能各有讓步，由稅務

機關就其所讓步部分作成復查決定准予核認，另由納稅義務人就其他部

分之項目或金額讓步，向稅捐機關撤回復查。由納稅義務人撤回復查部

分，日後再提救濟時如同上述理由，對納稅義務人並無救濟實益。而稅

捐機關就讓步金額作成復查決定部分，基於行政救濟禁止不利益變更原

則，嗣後亦不能再就此一事件變更為對納稅義務人不利之處分，致稅捐

機關亦將受協談結果之拘束。 

 

經由上述司法判決實例中，除案例（三）為國家賠償事件以稅務協

談辦理外，其餘均屬稽徵機關原查階段與納稅義務人間之協談，於事後

納稅義務人舉出新事證時，稽徵機關需重新查核。惟由前揭統計分析

中，可知復查案件之協談始為稽徵機關協談案件之大宗，但因行政救濟

中之稅務協談較有拘束力，故從法院判決中所見多係發生於原審查階段

之協談，而極難發現經復查協談後納稅義務人續行爭訟，尤其是爭訟結

果納稅義務人獲勝訴判決之案例。 

 

（四）基於誠信原則及行政契約之效力使協談具拘束力 

由稅捐稽徵實務上協談運作情形，凡經合法授權、內容符合法律及

程序規定之協談結果，徵納雙方基於誠信原則多會遵守承諾；縱使當事



 100 

人日後提起行政救濟，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亦多會尊重雙方之協談結

果，產生實質之拘束力。又協談如經雙方之合意，且符合行政契約之要

件時，則亦有行政契約之拘束力，由上述各案例均可得到驗證237。 

                                                
237 如前開所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訴字第 1012 號判決，甲公司於復查時協談同意國稅局人員追

認一部分之佣金支出並另剔除無法舉證部分之國外佣金；甲公司嗣後卻提出行政訴訟，經法院判

決認為，徵納雙方已成立稅務上之行政契約，除非甲公司能證明原協談紀錄確有無效或得撤銷之

原因，否則法院已無再加審酌之必要，駁回甲公司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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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 語 
   

  稅務行政上之和解與協談，經由國際上之比較，得知美國協談制度

之完備，得為我國稅務協談長遠發展之參考方向。我國目前由於租稅和

解契約法制不完備，稅務行政上長久以來均以稅務協談形同租稅和解運

作，而協談作業要點為財政部依職權發布，並非法律，亦非授權命令，

在法律上無堅定立場，對於所生之法律效力因而有所限縮，故原規定將

協談結果自限為僅供參考並無拘束力。而協談作業要點第 13 點今已將

前開文字刪除，僅保留該點後段規定「經稽徵機關簽報核定或簽提復查

委員會，稽徵機關應儘量依協談結果辦理」，即可感受到該協談作業要

點實無法律效力，但又期望協談結果能發生拘束力之意涵。 

  稅務協談作業要點由於法源依據不足，又未能明文定性為行政和解

契約，造成稅務協談無法律拘束力，縱經多年實務上之普遍運作且對徵

納雙方間課稅爭議歧見之排除有具體之成效，惟在體制上至今仍存在模

糊之空間，致此一制度難以落實租稅法律主義與公平原則。本文認為，

應早日增修相關法令使稅務協談法制化，對稅政改革與納稅義務人權益

之保障均至為重要。其方法可將由徵納雙方各自讓步之協談定性為和解

契約，或由法律明文規定賦予其拘束力，使徵納雙方共同受合意之拘束

並有所遵循，稅務協談才有其實際存在之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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