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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租稅是政府基於公權力，為達提供國民各種公共服務之目的，所需之龐大

資金。因此，為能籌措此資金及應因財政或其他公共政策目的，以強制手

段將人民之財富移轉於國家之手，而無直接之對待給付之謂。既為強制力



之展現，在民主國家，強調「依法行政原則」，表現在租稅之徵納，有所

謂「租稅法定原則」即「政府依法課稅，人民依法納稅」，法律沒有規定

的徵課，人民可以拒絕繳納，我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明確訂定「有關

人民權利義務，必須以法律定之」。惟強制將人民之財富轉移於國家，對

於人民而言絕對係一項痛苦。換言之，吾人無法期待人民在面臨繳稅之

際，能夠心悅誠服的繳納稅捐。因此，為保證國家稅收法律能有效貫徹實

施，國家政策得以順利推行，各國稅法對納稅義務人違反稅法規定，所應

承擔之法律責任，應作明確的規範。一般對違反稅法之處理，除了補繳應

納稅款外，並訂有裁罰規定，以收遏止之效，裁罰又可分租稅行政罰及租

稅刑事罰，租稅行政罰以科處罰鍰、沒入貨物、停止營業、撤銷登記或加

徵滯報金、怠報金、滯納金及滯報費為主，租稅刑事罰則以科處自由刑為

主，財產刑為輔，稅法中常見者有，如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納

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六萬元以下罰金。」其他如同法之第四十一條、第四

十二條等，均屬於違法稅法之租稅刑事罰。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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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一月三版。 17.陳敏譯，德國租稅通則，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

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初版。 18.陳清秀，稅法總論，翰蘆，民國九十年十月

二版。 19.陳樸生，實用刑法，三民，六十二年一月初版。 20.黃守高，現

代行政罰之比較研究，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初

版。 21.黃榮堅，刑罰的極限，元照，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初版一刷。 22.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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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逃避稅捐應否係「詐欺得利罪」之商榷，刊於法令月刊十六卷十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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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期，民國七十六年二月。 21.鄧海波，論賦稅法與債法，刊於法律

評論第三十八卷第三期。 22.韓忠謨，行政犯之法律性質及其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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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1.大塚 仁、河上和雄、佐藤文哉編，吉本撤也著，大コンメンター

ル刑法（第十卷），青林書院，平成三年十一月初版二刷。 2.大塚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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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十年五月改訂準備版五刷。 15.西山富夫，現代の經濟犯罪と經濟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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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宏，租稅法，弘文堂，平成十五年十月九版三刷。 22.和田英夫，行政

法講義（下），學陽書局，昭和五十七年六月初版。 23.松沢 智，租稅處

罰法，有斐閣，一九九九年二月初版一刷。 24.松沢 智，租稅法の基本原

理，中央經濟社，昭和六十一年五月九版。 25.板倉 宏，新訂刑法總論，

勁草書房，平成十年三月新訂版一刷。 26.奈良俊夫，概說刑法總論，社

芦書房，平成十年七月初版一刷。 27.美濃部 達吉，行政刑法概論，勁草

書房，昭和 24 年 12 月初版。 28.神山敏雄，日本の經濟犯罪，日本評論

社，平成八年四月一版一刷。 29.野村稔編，刑法各論，平成十年五月初

版一刷。 30.新井隆一，租稅法の基礎理論，日本評論社，平成十三年四

月三版三刷。 31.福田 平，行政刑法，有斐閣，昭和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一刷。 32.福田 平，刑法總論，有斐閣，昭和四十五年初版。 33.團藤重

光，刑法綱要各論，創文社，平成十一年二月三版四刷。 34.齋藤 明、廣

瀨正志共著，租稅刑事制裁の法理，中央經濟社，平成九年六月初版。 

35.齋藤 明，租稅法の論點，中央經濟社，平成九年四月二十五刷。 36.齋

藤信治，刑法總論，有斐閣，平成十年四月三版一刷。 37.藤木英雄，行

政刑法，學陽書房，昭和五十一年十二月。 二、期刊 1.日高義博，不申

報逋脫犯の成立時期と逋脫稅額の範圍，刊於現代刑事法六卷四號，平成



十六年四月一日。 2.石井徹哉，租稅逋脫罪の故意，刊於早稻田法學會

誌，平成五年四十三卷。 3.安原美穗，稅法罰則における故意と過失，刊

於稅經通信，昭和三十一年一月號。 4.松沢 智，逋脫犯の訴追?公判をめ

ぐる諸問題，刊於租稅刑事法の諸問題（租稅法研究第九號），有斐閣，

昭和五十六年九月。 5.松沢 智，所得秘匿工作を伴う虛偽不申告と租稅

逋脫犯實行行為，刊於ジュリスト 948 期，西元一九九○年一月。 6.板倉 

宏，いわゆる行政犯の觀念に對する批判的考察－租稅刑法をめぐる諸問

題（一），刊於判例タイムズ一八四期。 7.板倉 宏，租稅刑事法の今日

問題，刊於租稅刑事法の諸問題（租稅法研究第九號），有斐閣，昭和五

十六年九月。 8.板倉 宏，稅の逋脫罪の構成要件である『詐偽その他不

正の行為』，刊於判例タイムズ第二一五號。 9.板倉 宏，逋脫罪の構成

要件における「詐偽その他不正行為」の意義，ジュリスト別冊十七期，

西元一九六八年二月。 10.板倉 宏，「偽りその他不正の行為」の意義，

租稅判例百選（第二版），ジュリスト別冊，西元一九八三年三月。 11.

板倉 宏，租稅犯における故意（上），刊於判例タイムズ十七卷九號通

卷一九一號，昭和四十一年八月。 12.板倉 宏，租稅犯における故意

（下），刊於判例タイムズ十八卷二號通卷一九九號，昭和四十二年二

月。 13.板倉 宏，脫稅事犯と罰金刑のあり方，刊於法律のひろば，西元

一九九二年八月號。 14.香城敏麿，租稅逋脫犯の實行行為とその判示方

法，刊於ジュリスト 928 期，西元一九八九年三月。 15.堀田 力，租稅ほ

脫犯をめぐる諸問題（一），刊於法曹時報二十二卷二號，昭和四十五年

二月。 16.堀田 力，租稅ほ脫犯をめぐる諸問題（二），刊於法曹時報第

二十二卷第四號，昭和四十五年四月。 17.堀田 力，租稅ほ脫犯をめぐる

諸問題（三），刊於法曹時報第二十二卷第六號，昭和四十五年六月。 

18.堀田 力，租稅ほ脫犯をめぐる諸問題（四），刊於法曹時報第二十二

卷第十一號，昭和四十五年十一月。 其他 1.司法院統計資料 

http://www.judicial.gov.tw/hq/juds/year91/district/prn069.pdf 2.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cgi/ttswebw 3.日本総務省行政管理局法令データ提供シ

ステム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4.金子 宏監修，租稅法辭

典，中央經濟社，平成十三年三月。 5.稅捐稽徵法修正草案，財政部賦稅

改革委員會，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論文

頁數 
230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