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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行為罰 營業稅漏稅罰 實質課稅原則 裁罰倍數參考表 連續處罰 

一行為不二罰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一、 違反租稅法上義務之行政罰可區分為「行為罰」與「漏稅罰」兩

種，鑒於繳納義務與行為義務之內容及其直接侵害之法益不同，其違反

之法律效力自當予以區別，實務上將將違反行為義務之處罰概稱為行為

罰，對於違反繳納義務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之處罰概稱為漏稅

罰，一方面營業稅行為罰與漏稅罰之處罰構成要件各異，而各該構成要

件實有個別探討之空間，另一方面營業稅漏稅罰構成要件規範係以營業

人違反行為義務為前提，並致生漏稅之結果，使行為罰處罰構成要件成

為漏稅罰處罰構成要件之一部，衍生有無一行為不二罰原則適用之爭

議。 二、 營業稅係以營業人在其營業活動中為貨物或勞務所創造之加



值金額據為課稅基礎，利用銷項稅額減除進項稅額，以其餘額作為該營

業人對國家應繳納之營業稅額，而成為營業稅之課徵範圍，故銷項稅額

之申報以及進項稅額之扣抵，核屬營業稅構成要件之一部，為營業稅法

建制之基礎原則與精神。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0 號解釋，就財政部

89 年 10 月 19 日台財稅第 89045725 號函釋，對於營業人經查獲後始提

出之進項憑證不宜自漏稅額出減除，作出與憲法第 19 條之租稅法律主

義尚無牴觸合憲性解釋後，大法官釋字第 700 號解再次肯認財政部上開

函釋並未增加營業人法律上所未規定之義務，與憲法第 19 條之租稅法

律主義尚無牴觸之合憲性解釋，是否已背離營業稅法建制之基礎原則與

精神。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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