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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近年來，國內稅法學理論蓬勃發展，有關稅捐法理之專題研

究，也日益增多，惟有關系統化介紹整理之稅捐稽徵法及稅法總論

書籍，仍不多見，為此本書編輯特別邀請國內稅法學界精英聯合執

筆，綜合運用德日法等國外進步國家稅法理論，並解析國內實務見

解，以供學術研究及實務上運用之參考。 

本書主要分析探討稅捐稽徵法各項問題，內容涵蓋財政憲法、

稅法基本原理、稅捐法律關係、稽徵程序關係、稅捐保全及強制執

行、稅捐罰則、稅務訴訟以及納稅者權利保護等。 

期盼本書之出版，能澄清稅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疑義，解明稅

捐實體法律關係、稽徵程序法律關係、稅捐處罰法律關係以及行政

爭訟法律關係，以提升稅法學之研究水準，並能促進稅捐法制以及

稅務行政之合理化。 

本書特別感謝東吳大學財稅法學研究中心之鼎力支持協助，舉

辦多次研討會議，以探討各項稅法問題。並應感謝東吳大學法律  

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黃微雯同學協助相關連繫工作，另應特別感謝  

元照出版公司編輯出版同仁，悉心協助，讓本書得以早日出版。 

本書錯漏之處，在所難免，期盼各方賢達指教。 

 

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謹誌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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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財稅憲法與憲法上稅捐概念 

第一節 財稅憲法 

壹、問題意識 

一、財政憲法規範何在？ 

我 國 憲 法 （ 含 增 修 條 文 ） 之 條 文 規 定 ， 是 否 具 備 財 政 憲 法

（Finanzverfassung）之規範設計及憲法體系？ 

由於「財政憲法」之概念，並未出現在我國憲法條文中，目前，仍

屬學理上之用語。1至於，釋憲者迄今之解釋，尚未針對財政憲法之概念

予以具體說明，僅在不同意見書中大法官曾有引用，例如，釋字第212

號解釋吳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2及釋字第426號解釋戴東雄大法官之部

分不同意見書3等。 

                                                        
1  葛克昌，租稅國──憲法之國體，經社法制論叢，第3期，第142頁；黃俊杰，憲法

稅概念初探──憲法稅概念與法律稅概念同一性之價值取捨，中原財經法學，第1
期，第56頁以下。 

2  釋字第212號解釋吳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指出：「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條明文揭

示，依中華民國憲法第10章及第13章有關各條之規定制定，為現行法律中實施憲法

關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最具體而明確之規定，該法不僅將經常性之稅課，區分為

國稅、省（市）稅、縣（市）稅，且許可以省縣立法之方式徵收臨時或他種性質之

租稅（財政收支劃分法第7條、第19條參照），對於工程受益費則授權地方政府得

予徵收（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2條第1項參照），與憲法採取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度之

本旨，正相吻合。此類法律在歐陸國家輒稱之為財政憲法（Finanzverfassung）或財

政構成法（Finanzverfassungsgesetz），實居於準據法之地位。」 
3  釋字第426號解釋戴東雄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指出：「一般人民對稅捐之負擔

有憲法第19條、第143條等法條之依據。人民依租稅法律主義，有納稅義務係指人

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

務，其受到立法嚴格之監督。反之，特別公課之金錢負擔並無憲法之直接明文，咸

認其來自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準此以解，特別公課之合憲性較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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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國財政憲法之體系及其內涵為何，則尚無定論，有待釋憲

者之憲法解釋及學理之補充。 

就此，德國基本法亦未有財政憲法概念之使用，但此用語卻被學界

及 實 務 直 接 引 用 。 4 關 於 德 國 基 本 法 中 財 政 憲 法 之 具 體 規 定 ， 學 者

（Franz Klein）認為至少包括第10章（「財政」）第104條a以下，過渡

規定章第120條及第134條以下，立法權章第73條第4款及第5款，緊急狀

態憲法章第115條c第3項等規定。5 

二、財政憲法之稅捐條款 

針對財政憲法中之稅捐條款，得以財稅憲法或稅捐憲法稱之。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之財稅條款，主要包括： 

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第107條：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第6款）中央財政

與國稅，（第7款）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 

第109條第1項：左列事項，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

之：（第7款）省財政及省稅。 

第110條第1項：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第6款）縣財

政與縣稅。 

第143條第1項：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

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

府並得照價收買。第3項：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

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 

 

                                                                                                                                   
薄弱，但因其所受立法監督較稅捐不嚴，故為避免行政機關假課徵公課之名，而達

增加財政收入之實，並防止財政憲法遭受破壞與架空，公課之徵收仍應有法律保留

之正當性，以確保人民之財產權。」 
4  BVerfGE 67, 256 (282); Theodor Schramm, Staatsrecht, Bd.Ⅲ , Staatslenkung und 

Staatsorganisation, 1988, S. 97 ff.; Horst Wüstenbecker, Verfassungsrecht, 1991, S. 213 ff. 
5  Franz Klein, Bund und Länder nach der Finanzverfassung des Grundgestzes, in: 

Handbuch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83, S. 86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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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憲法稅條款之主要內涵 

前述財稅憲法之條文規定，其主要內涵，包括： 

一、課稅依據 

針對憲法第19條之規定，釋字第217號解釋其憲法內涵「係指人民

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

納稅之義務」。舉凡應以法律明定之租稅項目，自不得以命令作不同之

規定，否則即屬違反租稅法律主義（釋字第367號解釋）。 

釋字第217號解釋表徵課稅要件法定主義之法律規範層級，僅以形

式意義法律為限。此見解主要係屬早期之釋憲態度及部分不同意見6所

採，主張作為課稅依據之法律，應從嚴限制，而僅以憲法第170條（本

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所規定者為限，

不包括行政機關訂定之命令及函示。惟若將得為課稅依據之「法律」

（即稅法法源）僅限形式意義之法律，不包括其他法規範在內。 

此等見解，似未兼顧憲法第10章及第11章中央與地方財政權限劃分

及財政自主之精神，特別是地方（省縣）之課稅立法權未獲尊重。例

如，釋字第38號解釋謂，憲法第80條之規定，旨在保護法官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所謂依據法律，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要依據，並非排除

法律以外，與憲法或法律不相牴觸之有效規章，均行排斥而不用。由此

號解釋觀之，憲法第19條之法律，似亦非必然僅以第170條之法律（國

會保留）為限，而係得依我國財政憲法體系之內涵予以闡釋，包括地 

方自治法，7成為議會保留，同時表徵無代表無稅之稅捐民主原則之要

求。8 

                                                        
6  例如，釋字第173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姚瑞光、陳世榮）與釋字第257號解釋之不

同意見書（李志鵬、陳瑞堂）；並參，黃俊杰，稅捐法定主義，2012，翰蘆出版，

第1頁以下。 
7  地方稅法通則第1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課徵

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依稅捐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

定。」 
8  黃俊杰，稅捐民主原則，月旦財經法雜誌，第7期，第6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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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稅權之劃分 

憲法稅條款中第107條第6款及第7款、第109條第1項第7款與第110

條第1項第6款涉及中央 與地方課稅 權之垂直劃 分為國稅、 省稅、縣

稅 。 對 此 ，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第 7條 後 段 關 於 省 及 直 轄 市 、 縣 （ 市 ）

（ 局 ）稅 課立 法 ，由 中央 制 定各 該稅 法 通則 ，以 為 省、 縣立 法 之 依

據，9釋字第277號解釋謂，係中央依憲法第107條第7款為實施國稅與省

稅 、 縣稅 之劃 分 ，並 貫徹 租 稅法 律主 義 而設 ，與 憲 法尚 無牴 觸 。 至

於，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7款及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省稅及縣稅

由省縣立法並執行之，釋字第234號及第277號解釋均謂，係指地方得

依國稅與省縣稅合理劃分之中央立法，就已劃歸省縣之稅課，自行立

法並執行之。因此，中央應就劃歸地方之稅課，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前

開規定，制定地方稅法通則，或在各該稅法內訂定可適用於地方之通

則性規定，俾地方得據以行使憲法賦予之立法權。至於，中央與地方

財政收支劃分之規定，中央應斟酌經濟發展及稅課來源等實際情形，

適時調整，以符憲法兼顧中央與地方財政均衡之意旨。 

釋字第234號及第277號解釋，似僅著重中央對於國稅、省稅、縣

稅之劃分擁有決定權，而忽略省縣之財政自主權，與憲法第10章中央

與地方權限劃分之精神有所牴觸。至於，憲法第147條謀求地方經濟平

衡發展之規定，似亦不得作為財政收支劃分專屬中央立法權之合憲性

基礎。因此，釋憲者在闡明憲法第107條第7款、第109條第1項第7款及

第11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時，不應偏袒中央而忽略地方財政自主權之

憲法保障，否則，地方將僅得仰賴中央之財政統籌分配，而喪失地方

自治憲法設計之根本價值。10 

此外，課稅權垂直劃分為中央及地方後，在劃分界限內係屬中央

及地方之憲法保障其財政自主之範圍，中央及地方均不得擅自逾越其

界限而侵蝕他方財政自主權，否則即有違憲之嫌。至於，憲法劃分給

                                                        
9  陳敏，租稅債務關係之變更，政大法學評論，第30期，第122頁以下，即依財政收

支劃分法第7條分析省縣之課稅權係受中央決定，特別是課稅立法權由中央掌理，

而省縣僅在中央制定之各省縣之稅法通則之範圍內，有補充之立法權限而已。 
10  葛克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的義務（下），臺大法學論叢，第19卷第2期，第1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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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之課稅權，如無法達成財政自主之目的時，則可經由憲法

第10章等規定或修憲之途徑予以解決，而不得僅由中央單方立法決定

課稅權之劃分，蓋課稅權係屬憲法之制度設計問題，而非中央之專屬

（獨占）立法權。 

關於課稅權之劃分，其具體內涵，依憲法第10章之規定意旨，係

涉及「立法」及「執行」之國家權力垂直劃分給中央及地方。於此，

所謂「立法」，係指課稅立法權（Gesetzgebungshoheit）；至於「執

行 」 ， 在 解 釋 上 應 包 括 課 稅 行 政 權 （ Verwaltungshoheit ） 及 收 入 權

（ Ertragshoheit） ， 始 足 以 保 護 中 央 及 地 方 個 別 之 財 政 自 主 權 。 11亦

即，中央（國家）、省、縣均各自擁有憲法劃分之課稅立法權、行政

權及收入權，而成為三個層級之憲法固有權限，彼此間具有獨立性且

不可侵犯或逾越。12 
再者，憲法第11章「地方制度」中，除省縣以外，尚有其他同級

之地方自治團體，其地方自治權亦受憲法相當程度之保障（第118、

119、120、128條；釋字第258、259、260號解釋），故亦享有一定之

課稅權。 

三、稅之種類 

憲法稅條款中涉及稅之種類者，有國稅（第107條第6、7款）、省

稅（第107條第7款、第109條第1項第7款）、縣稅（第107條第7款、第

110條第1項第6款）、土地稅（第143條第1項）與土地增值稅（第143

條第3項）。 

國稅係屬於中央立法並執行之、省稅由省立法並執行之、縣稅由

縣立法並執行之。因此，中央、省、縣就國稅、省稅、縣稅各別擁有

立 法 權及 執行 權 ，藉 以維 護 中央 、省 、 縣之 財政 自 主權 。國 稅 之 種

類，由立法院依憲法第170條以法律定之；省稅之種類，由省議會依憲

法第113條第2項及第116條以省法規定之；縣稅之種類，由縣議會依憲

法第124條及第125條以縣單行規章定之。 

                                                        
11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Ⅱ, 1980, S. 1089 ff.  
12  Hans-Jochen Vogel, Die bundesstaatliche Ordnung des Grundgestzes, in: Handbuch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83, S.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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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省法規及縣單行規章均有規範稅之種類的權限，但仍應受

到憲法之限制。至於，憲法第107條第7款規定，國稅與省稅、縣稅之

劃分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似仍須受到憲法第109條及第110條之省縣

課稅立法權及執行權的限制，發生爭議時，司法院應依憲法第78條及

第 10章與 第11章 課稅 權垂 直 劃分 歸屬 於 中央 省縣 之 憲法 精神 予 以 解

釋，不得為維護中央而損害地方自治之憲法保障。 

針對憲法稅條款規範之稅捐種類及內容：土地稅，依憲法第143

條第1項規定，係針對私有土地之價值課稅；土地增值稅，依同條第

3項規定，則係針對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課稅。 13然

而，土地稅及土地增值稅係歸屬於中央或地方，憲法並無明確規定，

為避免爭議，實有必要將國稅、省稅及縣稅之種類在憲法中分別明文

規範之，如此似將有助於釐清目前中央與地方課稅權劃分之爭議，並

得使人民事先預測納稅之範圍，符合法治國原則之要求。 

參、案例省思──禁止扼殺性課稅 

一、案 例 

甲於100年1月6日購入A房地，又於101年1月5日購買並完成移轉登

記取得B房地，嗣於101年10月6日出售持有期間1年以上未滿2年之A房

地。國稅局以其出售持有1年以上未滿2年之系爭房地，未申報及繳納特

種貨物及勞務稅（特銷稅或奢侈稅），除按銷售價格之10%核定補徵特

銷稅外，並按所漏稅額處以罰鍰。 

二、法院裁判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判字第646號判決指出，特銷稅係以法律規定之

特種貨物及勞務為客體而課徵之稅捐，因以每次交易之銷稅額為稅基，

並以出賣人為實際之納稅義務人，並無轉嫁予買受人之設計，故性質屬

於「交易稅」。交易稅於學理上，僅為反映建置並維護交易秩序所產生

                                                        
13  就此，釋字第180號解釋指出：「土地增值稅徵收及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之規定，

旨在使土地自然漲價之利益歸公，與憲法第15條、第19條及第143條並無牴觸。惟

是項稅款，應向獲得土地自然漲價之利益者徵收，始合於租稅公平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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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政成本，屬於費用稅。而跨越費用稅性質而課徵之交易稅，其正當

性即不無疑慮，尤其高額交易稅具有抑制市場交易行為之作用，如發生

完全抑制市場交易行為之情事，即屬於學說所稱「絞殺稅」，具有高度

違憲嫌疑。 

行為時特銷稅條例第5條第1款、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非屬

本條例規定之特種貨物：一、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有

1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者。二、符合前款規定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購買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致

共持有2戶房地，自完成新房地移轉登記之日起算1年內出售原房地，或

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房地，且出售後仍符

合前款規定者。」將自住房地出售排除於特銷稅之稅捐客體之外，即係

本於上開意旨所為之規定。 

亦即，出售自住房地以及因自住換屋而暫時持有2戶房地並出售其

中之一者，非特銷稅之稅捐客體。其中關於「辦竣戶籍登記」、「持有

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等要件，其實均係用以描述「房地自住事

實」之立法技術，只是未臻精準而已，此徵諸新修正特銷稅條例第5條

第1項第1款增列「並有自住事實」為要件，藉以明確「辦竣戶籍登記」

原所擬承載之義涵即明。 

據此，買新賣舊換屋者應於何時限內辦竣戶籍登記，始謂之有自住

事實而得免徵特銷稅，不得以防堵稅捐規避為觀察角度，而應以具體個

案之生活事實判斷。 

以行為時特銷稅制而論，對不動產課徵特銷稅，旨在健全房屋市場

（特銷稅條例第2條第1款及第5條立法理由），然對一切不動產短期交

易，不論價額高低，均將出賣人銷售不動產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一

切費用，全額當作稅基，又將課徵稅率定在10%、甚至15%（行為時特

銷稅條例第1、7、8條），不論是稅基或稅率，實在相當嚴苛，於量能

課稅 原 則 也 不無 偏 離 ， 其效 果 不 僅 止於 「 抑 制 不動 產 市場 之投 機 交

易」，其實已對市場不論高低價額之不動產短期交易全面產生抑制作

用。為避免此等違憲情事，至少有必要將「合理、常態及非自願性移轉

房地」之情形，排除課稅。 

並且，絞殺稅（Erdrosselungssteuer）之課徵結果，將造成過度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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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為生存及家庭維護而出售自住房地所需之保障。 

三、省思──禁止稅源枯竭之立法 

憲法第23條規定，國家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侵犯，僅得依據「法

律」加以「必要」之「限制」始為合憲，故應遵守法律保留原則、比例

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等之憲法要求。此外，所謂「限制」，係指對人民

基本權利禁止剝奪，且應不得侵犯其本質內涵（核心領域）。14因此，

國家若未維持人民之再生利益，而為扼殺性（Erdrosselung）之課稅，則

已非僅財產權之限制，而係財產權之剝奪，更甚至係對人民（經濟生

活）生存權之違憲侵犯，影響人性尊嚴及最低生存要求之憲法意旨。15 

課稅權為國家權力之一種，依法治國原則之憲法要求，必須在合憲

之範圍內行使。16立法者僅得依憲法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但不得制定具

有絞殺性效果之稅法，蓋此等立法已非基本權利之限制，而是剝奪，將

使稅源枯竭，故已逾越憲法「納稅」之本旨，應屬違憲之立法。 

第二節 憲法上稅捐概念 

壹、稅捐之本質與概念 

一、稅捐之本質 

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而「納稅」之 

本質，係國家依法律規定對人民所課徵之金錢（或具有金錢價值）給

付，17故主要係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制。18 

                                                        
14  Peter Häberle, Die Wesensgehaltsgarantie des Artikel 19 Abs. 2 Grundgesetz, 1983, S. 4 

ff.; Herzog & Schick, Verfassungsrecht, 1978, S. 25; 高烊輝，「本質內容保障」作為

基本權限制之實質界限──以德國法為借鏡，憲政時代，第19卷第3期，第96頁以

下。 
15  黃俊杰，絞殺稅之禁止，稅務旬刊，第2357期，2017年3月20日，社論；Franz Klein, 

Gleichheitssatz und Steuerrecht, Verlag Dr. Otto Schmidt KG Köln 1966, S. 127. 
16  Gerhard Habscheidt, Der Anspruch des Bürgers auf Erstattung verfassungswidriger 

Steuern (Diss. Bochum 2002), 2003, Verlag Dr. Otto Schmidt KG, S. 13 ff. 
17  Theodor Maunz, Art. 105 GG, in: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Ⅳ, 1979, S. 5; 陳敏，

憲法之租稅概念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評論，第24期，第34頁以下。 
18  葛克昌，社會福利給付與租稅正義，臺大法學論叢，第25卷第2期，第168頁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380



第一章 財稅憲法與憲法上稅捐概念  

 

9

但是，仍應注意憲法保障納稅者（含其家庭成員）之相關基本權利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條），例如，釋字第696號解釋指出，立法者固

得經由改進稽徵程序等方式，以減少稽徵成本，惟不得以影響稅捐公平

之措施為之；至於，維持財政收入，雖攸關全民公益，亦不得採取對納

稅者婚姻與家庭不利之差別待遇手段。 

二、稅捐與非稅公課之憲法地位 

人民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稱為公課（Abgaben）。在稅捐國家

之觀點，稅捐（Steuer）作為國家財政之主要收入；至於，其他強制性

之公法上金錢給付，則屬稅捐以外之公課。稅捐是憲法明確規定之公

課，但是，學者指出，縱然憲法未明確規定其他公課種類，稅捐亦非憲

法唯一可能之公課。19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指出，在特定要件下，憲法仍

然可能容許稅捐、規費（Gebühren）、受益費（Beiträge）及特別公課

（Sonderabgaben）以外之其他公課。20 

同時屬於以金錢（價值）給付為內容之公法負擔而言，稅捐與其他

之非稅公課，似有不同之憲法價值。稅捐在德國聯邦財政憲法秩序中明

確規定，且稅捐之課徵對象係針對一般人民，並作為國家主要之財政收

入。蓋依基本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稅收係無例外地作為預算之收

入，而每一會計年度之國家收入及支出，均應經由預算案表現出來。21

就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強調，為維護基本法第104條a至第108條聯邦

國家秩序與平衡功能，明確劃分稅捐與非稅公課之界限，係絕對有必要

的，22以避免與憲法之稅捐概念發生混淆。23 

就我國而言，作為財政工具之稅捐與其他非稅公課，則基於不同之

                                                        
19  Klaus Vogel, Der Finanz- und Steuerstaat, in: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87, S. 1181; Hans D. Jarass, Nichtsteuerliche Abgaben 
und lenkende Steuern unter dem Grundgesetz － Eine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verfassungsrechtlicher Probleme mit Anwendungsfällen aus dem Bereich der 
Umweltabgaben, 1999, S. 3 ff. 

20  BVerfGE 82, 159 (181). 
21  BVerfGE 55, 274 (300 ff.); 82, 159 (179); 91, 186 (202); 93, 319 (343). 
22  BVerfGE 55, 274 (304 ff..). 
23  黃俊杰，財政國與課稅收入之立法，月旦法學雜誌，第84期，第8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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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價值，亦得有不同之憲法依據。稅捐之憲法依據係第19條，其他之

非稅公課，如受益負擔（含受益費與規費）及特別公課等則仍屬於憲法

第15條財產權之範圍，而與憲法第19條無涉。 

關於公課類型及憲法依據，如下表所示： 

 

                                      

                        

                        

                              

三、公課類型應明確劃分 

目前憲法解釋對於公課類型，尚未明確劃分。例如，釋字第515號

解釋針對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認為性質上相當於對有共同利益群體者

所課徵之特別公課及使用規費，並非原購買土地或廠房等價格之一部

分。故於繳納時，共同群體此一特性乃符合「特別公課」及「使用規

費」之要件，而於退還款項時，也具有此性質，使得在性質上有所重

複。 

在 釋 字 第 515 號 解 釋 ， 大 法 官 之 一 致 意 見 （ 無 不 同 或 協 同 意 見

書），將管理基金之公法金錢負擔，認定其性質係「相當於對有共同利

益群體者所課徵之特別公課及使用規費」。事實上，「特別公課」及

「規費」並非具有相同之法律特徵及界限。24  

所謂「對有共同利益群體者所課徵」公法金錢負擔之管理基金，是

否得 同 時 具 備「 特 別 公 課」 及 「 規 費」 之 性 質 ？則 涉 及群 體用 益 性

（Gruppennützigkeit）是 否同 時 係「 特別 公 課」 及「 規 費」 之核 心 要

素？不過，如同學者指出，特別公課之群體用益性，係指對該被課徵 

之群體有利，而規費則係針對被課徵公課義務人之個別有利之對待給

付，25個別公課義務人必須獲得給付之享受，即係繳納規費之對待給

                                                        
24  BVerfGE 74, 308 (309). 
25  Sung-Soo Kim, Rechtfertigung vom Sonderabgaben, 1990, S. 30 ff.; Dieter Birk,§3 AO, 

in: Kommentar zur Abgabenordnung und Finanzgerichtsordnung, Bd. I, 1993, Rz. 131, 
136 ff. 

受益費 

規費 
受益負擔

特別公課

其他類型

（§19）稅捐 

 

（§15）非稅公課 

（財產權） 

公課類型及憲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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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故若僅是造成被課徵之群體有利狀態，則尚非充足。因此，特別公

課之群體用益性與規費之個別用益性，並不相同。26 

貳、稅捐之憲法概念 

一、憲法未定義稅捐概念 

我國憲法及德國基本法條文均未就稅概念規定其意義，造成憲法稅

概念具體內涵為何之論爭。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此問題曾認為，27憲法稅概念與法律稅概念之

意義相同， 28引起德國學者支持（同一說／ Identitätsthese；接受說／

Rezeptionsthese）29及反對（非同一說）的論爭。 

我國學者對此問題亦有正反不同之見解，惟司法院大法官迄今之解

釋，30似並未提供闡明憲法稅概念具體明確內涵之見解。 

二、憲法稅概念之爭論 

關於憲法稅概念之爭論，本文擬就四方面加以分析：制憲者見

解；實務見解；學者見解；檢討。 

制憲者見解 

我國制憲過程，從1933年1月立法院組織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議訂

起草原則25點之第8點開始，其間歷經數次憲法草案至三讀通過制定憲

法，均曾使用稅之文字，31但卻未在憲法規定本身予以定義。此外，相

                                                        
26  BVerfGE 50, 217 (226); 67, 256 (277 ff.). 
27  BVerfG, Beschluß vom 26.8.1992-2 BvR 478/92-=StuW 4/1992, S.361謂：「稅捐是國

家之一種財政工具，其一般係作為國家預算之範圍，而無任何目的之限制。」 
28  BVerfGE 3, 407 (435). 
29  參Horst Schäfer,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 Steuerbegriff, Verlag Peter Lang GmbH, 

Mannheim, Univ., Diss., 1966, S. 3 ff.之介紹。 
30  例如，釋字第426號及第593號等解釋。 
31  從國民大會實錄之記載，似可歸納：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課稅權之劃分（中

央或地方之立法或執行），稅之種類（國稅、省稅、縣稅、關稅、出產稅、消費

稅、貨物稅、土地增值稅……等）及禁止（貨物通過稅）等。此外，亦有將稅與其

他有強制性質之收入同列，惟最後並未規定在憲法中，殊為可惜，蓋由此等草案至

少可得知稅應屬強制性質收入之一種。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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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修正提案，或僅提出課稅之限制或其立法之要求等，似未對憲法稅概

念為具體內涵之說明。32 
德國基本法制定過程，關於基本法稅概念之內涵，有學者指出，在

國會會議（Parlamentarischer Rat）中並未加以討論，而似接受當時帝國

租稅通則第1條第1項第1句關於稅之法律定義，33且將此法律稅概念之定

義當作是基本法稅概念之內涵。34此種情形，嗣後之修憲似亦無不同。35 

實務見解 

德國針對基本法稅概念之實務見解，以聯邦憲法法院判決為主，其

他法院判決隨之，均將帝國稅捐通則第1條第1項第1句及1977年稅捐通

則第3條第1項第1句稅之定義規定，作為基本法稅概念之內涵，因此，

德國實務見解係深受既存稅法體系之影響，未省思造成憲法問題須以法

律內容作為決定基準之後果。 

至於，我國大法官在釋字第426號解釋理由書就「稅捐」概念之見

解，由於並未指明係憲法稅概念或法律稅概念，且在本號解釋與「稅

捐」概念作比較之釋憲標的是空氣污染防治法之空氣污染防治費，故若

基於法位階理論來區別憲法稅概念與法律稅概念，本號解釋似並未明確

釐清憲法稅概念之內涵及範圍。 

學者見解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於基本法稅概念之判決，引起德國學者支持

（同一說）及反對（非同一說）的論爭，我國學者亦有正反之不同見

解，分述如下： 

                                                        
32  國民大會實錄第685頁以下，提案第29、63、87、100、103、119、131、138、

165、170、179、273、345、367、369、372、425號等。 
33  Franz Klein, Gleichheitssatz und Steuerrecht, S. 28; Reichsabgabenordnung idF v. 22 5. 

31., RGBl. I, 161; Begründung der Regierungsvorlage, Drucks. 759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93 und RFHE 20, 21 = Kartei FinAusglG§2 R. 3; Otto Mayer緊
接在後提出法律之稅捐概念，Verwaltungsrecht I, 2. Aufl., 1914, S. 331. 

34  Vogel & Walter, Art. 105GG, in: Kommentar zum Bonner Grundgesetz (8), 1971/1974, S. 
14;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lik Deutschland, Bd.Ⅱ, S. 1095 ff. 

35  Vogel & Walter, Art. 105 GG, S. 14;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lik 
Deutschland, Bd.Ⅱ, S. 1095 ff.; 財政憲法之修正情形，Dürig & Rudolf, Tex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egeschichte, 1979, S. 26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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