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節 舉證責任之減輕與倒置 
 舉證的過程與活動，是程序規定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可說是影響實體法最

重大的一環，故有云：「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稅法之調查程序，依職權調查且受到「疑則闕如」原則的拘束166，其課稅原

因事實有無之舉證責任應在稽徵機關，消極的免稅原因事實或應扣減事項由納稅

義務人負舉證責任，此係以從三段論法所導引出來的規範說為基礎167。蓋一個完

全的法律規定，是由構成要件和法律效力兩個部分所構成。必須要有可以滿足構

成要件要素的要件事實存在，或有一存在可歸屬於特定人之法律事實已經能夠滿

足一個完整規定之構成要件，這時才能導出該規定的法律效果。所以，如果沒有

任何人來舉證證明有可歸屬於特定人之課稅事實已經滿足某一稅捐債務發生的

構成要件，該稅法所規定要課稅捐繳納義務人的法律效力就自然不會發生168。 

有關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上採規範說，亦即法律要件說。日本舉證責任分

配之學說，基本上是在法律要件說上為進一步之檢討169。其考量之因素概括言之

有依法行政原則、大量行政、證據距離等。至於德國，其稅捐訴訟上之通說及實

務亦採規範說170。我國稅務訴訟之舉證責任，在學說上早期多採規範說，近期有

採規範說者，亦有認為應做調整，不排除在具體個案上考慮有關課稅事實的證據

距離，按照當事人間的利益狀態加以分配者。實務上有關課稅事實之認定常經由

                                                 
166 行政法上職權調查主義之具體內容，詳參吳東都著，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以德國法為中心，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九十年六月，頁 68；陳清秀著，行政訴訟法，二版，
頁 8、366。站在無稅推定的立場，原則上就應該由稽徵機關來證明有可歸屬於特定人之課稅
事實存在。若不採所謂無稅推定原則，則稽徵程序規定中配合舉證責任分配所做的安排，將

導致每個納稅義務人被要求為無可歸屬於自己的課稅事實來負舉證責任。 
167 參吳東都著，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以德國法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國九十年六月，頁 233。 

168 由於構成件之安排會影響到舉證責任之分配，而關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在規範說底下，自
然依循規定方式被分配到本來應當負擔之人身上。不過到實踐上卻未必如此，因為立法者在

制定實體規定時，有各式各樣的不同安排使之產生問題，導致實際運轉時，有些場合明顯的

會產生困難。所以在構成要件的安排上，安排了積極要件和消極要件之後，還必須要從舉證

責任分配的觀點來看，其分配是否合適。 
169 參黃士洲著，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心，91年 6月台大
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9以下。 

170 其批判者認為當事人一方就消極事實無法舉證時，應轉換由他當事人就積極事實之存在負舉
證責任。詳參黃士洲著，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心，91
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77以下。 



蓋然性之推定方式處理，例如釋字 221號即為適例171。另外，行政法院依循所謂

「有利事實說」，但並未針對稅務訴訟舉證責任發展出完整的一致性標準。在個

別案型上，特別是遺產及贈與稅案件，多以「事實推定之方式」減低稽徵機關之

證明程度，命納稅義務人舉反證推翻之172。 

惟依照事件之性質，無法正確調查證據以決定稅捐數額，納稅義務人又未盡

協力義務時，稅法領域發展出得由間接證據以推估方式定其數額。也就是行政機

關在無法充分闡明以確實證明事實時，得適用推計核定方式，例外地不必承受原

本規範說的不利益173。但稽徵機關亦僅對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致無法掌握實

際數額，且推計課稅的標準符合客觀、依合理資料產生時，方可「依推計核定之

方法，估計納稅義務人所得額」174。由於推計核定是採用間接證據，在一定的程

度上自然與納稅義務人的實際所得額有所出入，此種出入應符合比例原則，且「本

於經驗法則，力求客觀、合理，使與納稅義務人之實際所得額相當」175。即其推

計結果不應存有懲罰性稅額在內，蓋未盡協力義務者，另有行為罰制裁，與推計

核定無關176。 

第一項 舉證責任之減輕 
第一款 以違反行為義務為前提 

稅捐法上透過課相對人產生、保存與紀錄之義務的規定，好讓稽徵機關可隨

時查詢，等於造成一個形勢：稅捐機關已經掌握要證明課稅事實有無及其範圍的

證據方法。課予行為義務課之目的在於克服舉證困難，因此若違反的行為義務跟

要證明課稅事實之有無、範圍而與證據方法的產生、保存、紀錄有關的話，稅捐

機關就取得推計課稅的權限。換句話說，違反行為義務之規定時就導引出一定的

法律效果，除相關罰則外，稅捐機關首先取得推計課稅的權限。若稅捐義務人未

                                                 
171 參陳清秀著，稅法總論，民國 90年二版，頁 688以下；黃士洲著，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
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心，91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54。 

172 參黃士洲著，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心，91年 6月台大
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91、95以下。 

173 參葛克昌著，租金管制與所得調整，載於氏著所得稅與憲法，頁 277。 
174 參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 
175 參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 
176 參葛克昌著，租金管制與所得調整，載於氏著所得稅與憲法，頁 278。 



違反行為義務，原則上稅務機關不可主張棄核實課徵而採推計課稅。蓋不核實課

徵就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不能在納稅義務人違反行為義務前，即逕行主張推計課

稅。再者，即便可以取得推計課稅原則的權限，還是不得主張舉證責任已經移轉

177。由於推計課稅之方法是用來做為計算稅捐客體之方法，屬於證明、計算所得

額之證據方法，是故本文將之列入稽徵程序當中討論178。 

在可稅事實的認定上，推計課稅屬於依據情況證據推論可稅事實存在的證明

方法。換言之，其所引用的證據方法為間接證據179。是故，不以行為義務之違反

或義務人選擇為前提而逕依推計課稅者180，其正當理由應為該簡化稽徵手續的稽

徵經濟大於實質課稅原則所保障的價值，而此應獲立法者的肯認方得為之，不得

僅由稽徵機關片面決定，故宜適用國會保留原則。 

至於以稅捐義務人違反行為義務為前提者，該行為義務固如前述至少應適用

法律保留原則，但在當事人未遵守行為義務下的推計課稅，是否也應獲得授權方

可為之？學說尚有主張無待法律明文即可推計課稅者，惟鑑於稅捐之課徵介入人

民之基本權利，所以稅捐稽徵機關認定可稅事實之存在，必須同時滿足：（1）非

有法律之授權，不得依據情況證據；（2）立法機關為該授權時，必須存在正當理

由，符合比例原則。其正當化理由通常為以下二者：（1）納稅義務人違反與協力

保存證據方法有關之行為義務；（2）為簡化稽徵手續，以降低徵納成本181。 

第二款 推計課稅－間接證據的授權 

推計課稅是種不以事實上存在並經確認之法律事實為準，而依其類型擬制為

存在之法律事實為準，亦稱為稅法上之類型觀察法，此與稅法上之保留原則有所

衝突，其只得引為減輕行政機關之舉證責任的依據，至多以容許表現證據為度，

                                                 
177 以刑事訴訟程序為例，其即不適當去提有所謂舉證責任的移轉，至多也只能夠去提間接證據
是否可以作為合格的證據方法，至於舉證責任是不是移轉，又是另一回事。 

178 詳參柯格鐘著，稅捐稽徵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八十七年六月，頁 154。 

179 參黃茂榮著，營業稅之稅捐客體及其歸屬與量化，載於氏著稅捐法專題研究（各論部分），頁
274。 

180 例如營業稅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後段但書：「但典當業得依查定之銷售額計算之。」 
181 參黃茂榮著，營業稅之稅捐客體及其歸屬與量化，載於氏著稅捐法專題研究（各論部分），頁

275。 



不得據之主張純粹的舉證責任倒置，改要稅捐義務人負擔舉證責任182。 

在課稅事實的證明上，原則上仍以直接證據為原則，例外時才能去注意什麼

情形是用間接證據也可以。推計課稅本身就是以間接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的一種

授權，其雖意謂稽徵機關得捨直接證據改而使用間接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但有

關間接證據的使用，仍應進行稅捐領域內類型與個案的研究，不適當僅用一個間

接證據的概念，就將所有直接證據以外的證據等同視之。不能夠因為在單一個案

中，有發生法院容許依間接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就認為在一切的情形，都能夠

逕以非直接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不能因此過度一般化地認為凡是稅務案件都可

以用間接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此外還要注意，間接證據還要針對具體案件進行

分類，探究間接證據跟待證事實間，其邏輯上發生的可能性及或然率，不能僅止

於概念式的操作。而必須確實認識到，根據系爭的間接證據，是否足以認為可證

明待證事實真的存在，且其間的邏輯關係必須是真正相關。此乃由於間接證據所

證明的待證事實，可信性相對比較低，只是一種發生上的可能，所以不必然是真

的，是根據經驗法則以蓋然率為觀點進行的推演而已。司法實務上，亦有因行政

機關之推計內容無充足理由而拒絕適用之案例183。 

第三款 依查得資料或依同業標準核計 

 對於不採取直接證據認定事實的情形，稅法規定主要有兩類：（1）依職權調

查所查得之資料；（2）依同業利潤標準。條文中有僅規定一項，亦有兩項先後並

列者。若僅規定依查得資料核計者184，稽徵機關即不能只以平均值認定之。若僅

規定依照同業標準者185，稽徵機關似得僅以平均值先行認定，而不必就個案為調

查，如此自較依查得資料核計者節省稽徵成本。惟仍須力求該標準之內容切合實

際，未可任意為之。 

                                                 
182 參黃茂榮著，論法源，載於氏著稅法總論（第一冊），頁 151；參吳東都著，行政訴訟之舉證
責任－以德國法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九十年六月，頁 119以下。 

183 詳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九十年度訴字第五六○五號判決。 
184 例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前段：「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綜合所
得總額是否不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計

之。」 
185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及
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照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標準核

定其所得額。」 



兩者並列時186，如果稅捐稽徵機關能夠善盡其調查職責，鑑於針對個案依查

得資料核定者較能符合個案真實狀態，符合實質課稅原則，是以稽徵機關應以依

查得資料核計為優先，於無法查得時，方可使用同業標準等推計方式。如此也較

符合司法審查之要求187。 

而且，僅推計課稅之方法本身，即有純資產增減法、納稅人本人比率法、類

似同業者比率法、同一地區同業比率法、所得標準比率法、單位法、銀行存款法

等可供選擇188，行政機關應以何種方法或綜合加權做為推計的依據，並非可任意

自由為之，而應依專業與統計資料來選擇「接近實質課稅」或然率最高的方式。

是故，不僅其所採用的推計方法需具有合理性，就該推計方法的選擇本身亦需具

備合理性。倘若該推計方法的選擇及使用就個案的特殊情形有所不當時，該推計

課稅即屬違法189。 

第四款 對推計內容有舉證推翻的可能 

在推計課稅時，仍應符合經驗法則，不得與查得之資料可推知之事實相互矛

盾。此外，就推計之結果，納稅義務人如果能夠舉證證明該推計之銷售額或利潤

的額度過高，還是可以在救濟程序中加以推翻，使得稅捐稽徵機關斟酌該證據重

新為適當之推計190。 

所謂舉證責任移轉通常會被認為，納稅人必須證明待證事實不存在，所以如

果在這個程度就認為說舉證責任已經移轉，變成納稅人得要包山包海的要證明真

的沒有應稅事實之存在，這正是推計跟倒置兩者差異之所在。也由於推計課稅僅

為事實上之推定，是以應容許納稅義務人舉證予以推翻191。 

                                                 
186 所得稅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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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詳參釋字二一八號解釋。 
188 參陳清秀，稅法總論，二版，頁 515-518。 
189 參陳清秀，稅法總論，二版，頁 518。 
190 參黃茂榮著，營業稅之稅捐客體及其歸屬與量化，載於氏著稅捐法專題研究（各論部分），頁

274。實務上判決，請詳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九十年度訴字第五六○五號判決之內容。 
191 詳參柯格鐘著，稅捐稽徵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針對推計課稅之內容舉反證推翻時，應證明哪一部份？在個案中，當法院被

說服某一間接證據已足以證明待證事實時，僅促使納稅義務人須針對「這間接證

據不足以證明此待證事實」的部分來加以說明，而不需證明應稅事實不存在。也

就是說，納稅義務人只需要針對間接證據去證明說推計所採的間接資料與待證事

實間是不相干或顯不相當的即可192。 

第二項 舉證責任的倒置 
第一款 舉證責任的分配－規範說與管領說 

在邏輯上仍須注意，容許間接證據證明待證事實，不代表法律已經要移轉舉

證責任。所謂「倒置」代表著這個舉證責任本來應該是一方的，是因為通過該規

範的安排後，才變成其他方的。且安排為消極要件的場合，也未必含有這樣的判

斷在裡面。一般而言，消極要件比較多但不以此為限的情形，可由形式外觀得知，

例如「但書」規定就是消極要件的規定193。另外同樣具有但書作用，會以原則與

例外或「除…之外，如何如何…」、「非…者，如何如何…」來表現194。 

在民事法的規範底下，一般被認為會產生舉證困難主要類型，就是消費損害

的案件。由於在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下適用規範說的觀點，要消費者來證明生產

者在生產上有故意過失，因為必要的證據都在生產者的管領之下，而有重大困難

195。此時即產生突破規範說的需要而要求有例外規定，考慮在規範上透過舉證責

                                                                                                                                            
八十七年六月，頁 155-156。 

192 協力義務的違反與客觀舉證責任的分配或調整並無關連，毋寧是稽徵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職
權調查時所應該審酌之事實，至多得合法化推計課稅，藉以降低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而已。

因為如果確立了違反協力義務得轉換舉證責任之原則者，當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在無

規範基礎上即不分情節要求納稅義務人承擔課稅事實之證明風險，不僅失去按照個案事實決

定的彈性，對納稅義務人更過於不利。因此，於舉證責任方面，亦應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參黃士洲著，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心，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頁 176，186-191。此種亦稱為「形式之類型化」。參柯格鐘著，稅捐稽徵協力義務與
推計課稅，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七年六月，頁 156。 

193 參羅傳賢、蔡明欽著，立法技術，民國八十一年初版，頁 172以下。 
194 例如民法第 320條的規定，提到因清償債務而對債權人負擔新債務時，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
示之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這段作用跟但書是一樣的，都具有舉證責

任分配的作用。 
195 要請求損害賠償的時候，按照民法第 184條會發現整個要件是放在積極要件的地方表現出
來，故意或過失，不法加損害於一方之權利，這時因此就損害負賠償責任。把這種規定適用

到消費損害賠償的案件，很快會發現到故意、過失的要件事實，因為該證據方法在產品供應



任移轉的規範，來使相對人負舉證責任。不過須注意此仍為規範說底下的例外，

不能做為一般性的原則196。稅捐法上的情形，大概界於民事消費損害與刑事訴訟

程序之間。如果真有稅捐機關主張的課稅事實存在，則證明其存在或數額的證據

方法，固然可理解為在納稅義務人的管領下，使之負舉證責任並無疑問。但若應

稅事實不存在，稽徵機關或司法機關還提出類似的要求時，消費者就會在舉證上

遭遇到重大的困難，因為當涉及消極事實，亦即無課稅事實的證明時，由於不能

或不易窮盡舉證，故不恰當以移轉舉證責任的方式規範之197，此將侵蝕稅捐義務

人的實體與程序上利益。相較於採取管領說的消費損害，稅捐稽徵機關具有主動

職權調查的權能，但是消費者不行。基此，在稅務案件應採取與刑事案件相近之

立場，對有關要件事實的證明，採無稅推定原則，由稅捐機關來就應稅事實之「有

無」負舉證責任。 

第二款 推計課稅與舉證責任倒置之差異 

檢討一個法律關係時，可分為該法律關係的發生、範圍與內容三部分循序探

討，分別是該權利義務關係的有無、大小、內容如何的課題。推計課稅是在有應

稅事實的基礎上進行，所可能影響的是該稅捐債務的「範圍」與「內容」；但舉

證責任之倒置，致使稅捐義務人陷於難以就消極事實舉證的困境，且會直接影響

到應稅事實發生之「有無」，導致納稅義務人有極大的可能性要為根本沒有發生

過的應稅事實負擔稅捐義務。倒置之規定影響人民權利甚鉅，實不宜由稽徵機關

片面決定，故不應授與行政機關制定之，而應適用國會保留198。 

                                                                                                                                            
者手中，而其又不負舉證責任，此時要消費者證明的難處就顯而易見。管領說之具體內容，

可參吳東都著，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以德國法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國九十年六月，頁 234。 
196 以刑事案件為例，如果嫌疑人真有此犯行，自然可以認為證據方法一定在其手中，或至少是
目擊證人。但如果不是真正的犯罪人，則前開假設也就不成立。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就不能

夠先前即假定證據方法會在犯罪嫌疑人管領範圍內。 
197 是故有言：「像消極事實這種的證據，沒有人能夠提供」參黃茂榮著，營業稅之稅捐客體及其
歸屬與量化，載於氏著稅捐法專題研究（各論部分），頁 274。 

198 參黃士洲，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心，91年 6月台大法
研所碩士論文，頁 67。 



第三項 類型化標準 
第一款 形式類型化標準 

形式的類型化標準，所涉及的是以典型事實來認知待證事實之課題。其係先

以生活經驗得出的典型事實內容來推定待證事實的存在或多寡，但主張事實與推

定結果不一致者，包括納稅義務人與稅捐稽徵機關，均得舉出反證加以推翻199。

但此種推定可使稅捐稽徵機關就此等課稅基礎，僅須證明其存在，而無須針對每

個應稅事實的要件或數額多寡都加以完全證明，亦即以表現證據認定稅捐構成要

件200。如此為之，使得行政機關所應負闡明事實的責任降低，屬於舉證責任之減

輕。 

現行法上各種推計課稅的標準，例如「出售房屋未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

證明文件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當地一般租金標準」、「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

用標準」等均屬之。此同本文對推計課稅之討論所述，在行政機關仍得依職權調

查查得資料的前提下，此其最好仍以有獲得國會法授權做為權源為當。 

第二款 實質類型化標準 

實質的類型化，或被稱為分類的類型化，是指對於稅法上構成要件的存在與

否，不容爭執地以擬制之方式或分類之方法認定其存在或不存在，且根本不容許

納稅義務人舉出反證加以推翻，無論該等反證之證明力如何，均不予以考慮201。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所規定的各種扣除額之比例與數額即屬適例，以教育學費

特別扣除之規定為例，只要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就讀大專以上院校，其每年得扣除

子女教育學費二萬五千元202。納稅義務人對此僅須舉證其子女就讀之事實，而對

於數額之多寡則無須舉證，縱使舉證亦無法改變之。此種類型化方法影響人民權

                                                 
199 參黃源浩，稅法上的類型化方法—以合憲性為中心，88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43。 
200 參黃源浩，稅法上的類型化方法—以合憲性為中心，88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59。 
201 參黃源浩，稅法上的類型化方法—以合憲性為中心，88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41。 
202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目：「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就讀大專以
上院校之子女教育學費每年得扣除二萬五千元。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

府補助或領有獎學金者除外。」 



利義務之鉅，恐與舉證責任之倒置相去不遠，且必然與真實數額產生一定的差距

而不符核實與量能課徵的要求，是以本文認為其自應適用國會保留原則。 

第四項 司法審查之案例 

第一款 釋字二一七號解釋 

第一目 解釋文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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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務。至於課稅原因

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乃屬事實認定問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

之範圍。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72) 台財稅字第三一二二九號

函示所屬財稅機關，對於設定抵押權為擔保之債權，並載明約定利息者，得依地

政機關抵押權設定及塗銷登記資料，核計債權人之利息所得，課徵所得稅，當事

人如主張其未收取利息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等語，係對於稽徵機關本身就

課稅原因事實之認定方法所為之指示，既非不許當事人提出反證，法院於審判案

件時，仍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受其拘束。

尚難謂已侵害人民權利，自不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之規定。」 

第二目 規範上爭點 

基於行政機關的職權調查責任，自然必須對稅捐發生之構成要件事實盡舉證

責任。在法無明文的情形下，即使有大量行政與證據距離的考量，也不能僅以「管

領說」或「有利說」為據，單方面任意地將舉證責任倒置。為防止稅捐逃漏之目

的，而將舉證責任倒置課予人民負擔，縱使承認法律要件說必須依某些理由而進

行修正，但也必須考量其必要性及程序與實體利益如何權衡，宜提出公開討論已

決定之。本號也僅宣示事實認定問題不須以法律定之，非謂舉證責任之倒置不侵



害人民的利益，而不必以法律定之且可免於接受比例原則之審查203。 

第二款 釋字二二一號解釋 

第一目 解釋文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

理事務期間舉債或出售財產，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或價金不能證明其用途者，

該項借款或價金，仍應列入遺產課稅。」旨在貫徹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一條及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八款之規定，以求認定課稅遺產之正確，為防止遺產稅之逃漏及維

持課稅之公平所必要，並未增加法律所定人民之納稅義務，與憲法第十九條並無

牴觸。至具體案件應稅遺產之有無，仍應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分由稅捐稽徵

機關或納稅義務人盡舉證責任，併予指明。」 

第二目 規範上爭點 

行政機關與行政法院依規定都採取職權調查原則204，然本細則除稅基計算之

部分，還對構成要件事實之舉證責任分配上設立倒置的規定205。 

由於施行細則為概括授權下由行政機關所發布的法規命令，本文認為其不得

做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法源依據。且稽徵機關與行政法院本均應適用職權調查原則

                                                 
203 在邏輯上，救濟途徑的存在與限制人民自由行為之容許性仍屬兩回事，是故僅以容許反證即
認為國家行為的正當性基礎似嫌牽強。 

204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
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

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德國稅捐通則第 88條亦規定：關於稅捐之構成要件事實及
各種法律關係，應依職權為調查，並決定調查之方法與範圍。稅務行政所具有與一般行政案

件不同之事物本質，參黃士洲，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
心，91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21。但在德國，多數稅法學者倒不認為如此，直接援
引行政程序法之規定適用於稅捐行政程序上是不當的，因為行政程序法上的程序性規定在立

法時並未考量稅法上的特殊需求。尤其是大量行政的需求。請參見黃源浩，稅法上的類型化

方法—以合憲性為中心，88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48。 
205 駱永家，民事舉證責任論，民國 88年初版；陳清秀，稅法總論，二版，頁 687；陳清秀，稅
務訴訟之理論與實務，「違法性之舉證責任」，「舉證責任」，「稅捐訴訟之舉證責任」，民國 80
年初版；黃士洲，稅務訴訟舉證責任論—以舉證責任倒置與證明程度減輕為中心，91年 6月
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27以下及 71以下。 



206，卻因此細則之規定而免除，反使稅捐義務人受到不利課稅處分的機會大增，

侵蝕其實體上權益，以及程序上為消極要件舉本證所付出的舉證成本。雖未正面

針對稅捐構成要件做規定，但要求當事人就消極事實為舉證所帶來的不利益卻是

顯而易見。是故舉證責任倒置之事項亦應以國會法制定，不得以細則制定之。解

釋中並表示需委於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但其內容為何？尚待學說與實務仔細探

討後，適當地加以法制化。這是我國法制發展進程當中，相當脆弱的一環。 

第三款 釋字四三八號 

第一目 解釋文 

「財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係規定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調查、審核等事項。該準則第九十二

條第五款第五目規定「在台以新台幣支付國外佣金者，應在不超過出口貨物價款

百分之三範圍內，取具國外代理商或代銷商名義出具之收據為憑予以認定」，乃

對於佣金之認定與舉證方式等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加以規定，為簡化稽徵作業、

避免國外佣金浮濫列報所必要，並未逾越所得稅法等相關之規定，亦未加重人民

稅負，與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與第二十三條尚無牴觸。對於在台灣地區以新

台幣支付國外佣金，與同準則第九十二條中其他規定之國外佣金，僅就認定標準

為斟酌事實情況差異所為之不同規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無違背。」 

第二目 規範上爭點 

為確保納稅義務人保存之證據方法的可信性，稅捐法律、其法規命令或行政

函示常常對於相關證據方法限定資格。若是由行政機關所制定的法規命令加以規

範，則應由徵納兩便的立場出發，而不得以限制證據種類的方式，來增加人民舉

證上的負擔。是以只要納稅義務人得以其他確實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則稽徵機

關與法院亦應加以採納，不得逕以空泛授權的查核準則來增加人民的舉證負擔。 

 

                                                 
206 黃源浩，稅法上的類型化方法—以合憲性為中心，88年 6月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