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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法上之一事不二罰 
─以日本法為例 011

壹、我國法一事不二罰之憲法基礎與內涵 

所謂的「一事不二罰」又稱之為「禁止雙重處罰」，係指禁止對於

一行為做重複之處罰（評價）。亦即就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

多次之處罰，其不僅禁止於一行為已受到處罰後，對同一行為再行追

訴、處罰，也禁止對同一行為同時作多次之處罰
1
。與某些先進國家之

憲法規定不同
2
，在我國的憲法規範中對於「一事不二罰」並未明文加

以規範。但我國大法官其實於釋字第 311 號解釋中即有意識到法律規

範之效果是否會產生「重複處罰」之結果，在立法上應避免產生雙重

處罰之效果，大法官於釋字第 311 號解釋中指出：「遺產稅之徵收，其

遺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準，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十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對逾期申報遺產稅者，同項但書所為：如

逾期申報日之時價，較死亡日之時價為高者，以較高者為準之規定，

固以杜絕納稅義務人取巧觀望為立法理由，惟其以遺產漲價後之時價

為遺產估價之標準，與同法第四十四條之處罰規定並列，易滋重複處

罰之疑慮，應從速檢討修正。……」學者認為大法官在本號解釋文中

對於行政罰得否併罰，採取反對之立場
3
。 

雖然大法官於釋字第 311 號解釋中並未就禁止「重複處罰」之憲

法基礎加以討論，但之後釋字第 503 號解釋中就此則是提及：「……不

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

                                                      
1 參見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 604 號解釋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2 以本文所比較之日本法為例，日本國憲法第 39 條後段規定：「關於同一之犯罪，

不會被重複論處刑事責任。」雖然在憲法條文中所明確規定者僅為「刑事責任」，

但學者與實務在處理有關雙重處罰禁止（不以刑罰間之討論為限）之問題時，所

引用之依據乃是來自於日本國憲法第 39 條後段之規定。相關說明參見，木村弘之

亮，《租稅過料法》，弘文堂，1991 年，頁 292、298。而關於德國法之部分，參見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2012 年，頁 173。 
3 廖義男，《行政法之基本建制》，自版，2003 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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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

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

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許宗力大法官認為：「我國憲

法固然沒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的明文，惟從法治國家所要求之法

安定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均不難導出一行為不能重複處

罰之要求。是『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具有憲法位階，應無疑義
4
。」學

界中亦有學者對於行政罰是否得以併罰亦持反對見解。其理由為從我

國憲法第 23 條所揭櫫之「比例原則」中可以推導出「禁止雙重處罰」

之意旨。此乃是因為若行為人因其違法行為而受處罰者，如該處罰以

達制裁、警惕及遏止之作用，則對該同一行為再予以同種類之處罰或

較輕之處罰，即屬多餘而無必要，亦有違憲法第 23 條所蘊含之比例原

則
5
。 

只是何謂「重複」之處罰，此處所指之比較對象（處罰），僅侷限

於同種類間之處罰（例如：行政罰與行政罰之間、刑罰與刑罰之

間）？或是在不同種類之處罰亦有所適用（例如：行政罰與刑罰之

間、財產罰與其他種類之制裁方式（例如：停止營業））？在不同國家

的法制度中有不同之解讀或法制設計，此亦為本文之所以會以日本法

作為比較對象之理由，因為根據其最高法院之見解，日本憲法第 39 條

規定之射程範圍，並不會及於違反租稅法義務時所導致之刑罰制裁與

行政處罰（加算稅）之並存。 

雖然我國在 2006 年行政罰法施行前，大法官已於 2000 年作成釋

字第 503 號解釋，對於一事不二罰一事做成：「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

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如

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

罰。」但該號解釋看似僅觸及行政罰間之雙重處罰禁止
6
，並未及於刑

                                                      
4 同註 1。 
5 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元照，2007 年，頁 6。 
6 參見釋字第 503 號解釋理由書中之舉例：｢例如一為罰鍰、一為沒入，或一為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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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與行政罰間之雙重處罰禁止
7
。此外，即便於行政罰間有一事不二罰

之禁止要求，但其前提則是「處罰種類相同」與「如從其一重處罰已

足達成行政目的」，就此學者則是認為釋字第 503 號解釋不宜擴大適

用，若數個秩序罰之處罰種類雖然不同，也將構成一行為重複處罰

時，勢將嚴重傷害行政目的之達成
8
，此種見解與現行行政罰法中有關

一行為不二罰部分之規定相符，但本文則是認為即便現行法就一行為

不二罰之解除已有相當規定而取得形式合法之基礎（行政罰法第 24 條

第 2 項規定：「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

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

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但另一

方面則是需要注意，不同種類處罰之並存對於行為人而言是否將產生

處罰過重之可能性。不過，由於本文是以日本法為比較對象，是以就

行政罰間之併罰問題並未加以處理，而僅及於違反租稅法上義務時刑

罰與行政罰得否併存一事。 

貳、刑事罰與加算稅得以併存之日本稅法 

觀察日本稅法上對於違反租稅法義務行為人之處罰，相關稅法中

有關罰則之規定，乃是採取以刑事處罰為主之模式
9
，由於日本法並未

                                                                                                                                  
鍰、一為停止營業處分等情形，必須採用不同方法而為併合處罰，以達行政目的

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 
7 許宗力大法官則是認為：｢在我國，既然『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係直接自信賴保護

與比例原則所導出，也沒有只針對刑事罰適用之明文，當然就沒有排除秩序罰之

直接適用的道理。」同註 1。 
8 陳清秀，同註 2，頁 175。 
9 參見，日本所得稅法第 238 條至第 243 條、法人稅法第 159 條至第 163 條、消費

稅法第 64 條至第 67 條、繼承稅法第 68 條至第 71 條、國稅徵收法第 187 條至第

189 條……等。但此種對於違反租稅法義務者以刑事罰為主之處罰，尤其是以財

產型為主之處罰，有學者認為當不法利得甚大時，此種制裁手段將無法達到嚇阻

之效果。參見，藤田宙靖，《行政法総論》，青林書院，2013 年，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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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與我國行政罰法相同具有作為行政罰之總則性法律，也因此關於

行政法義務違反時之行政處罰為何，則需就個別法加以觀察。若是屬

租稅法義務之違反，其最主要之處罰當屬對納稅人課以加算稅
10
。 

加算稅屬附帶稅之一種，其乃是基於自發性為租稅申報與繳納促

進稽徵行政所設之特別經濟負擔。由於加算稅之規定乃是用以擔保納

稅行為之適法性、正確性以及遵期申報，因此，即便納稅人之所以過

少申報之原因，乃是基於對於稅法之無知或誤解
11
，或只是單純的計算

錯誤，都還是會被課以加算稅。雖然在國稅通則法第 65 條第 4 項規

定，具有正當事由者得以免除加算稅，然而，其法院實務則是認為此

一事由之存在，應由主張者負舉證責任
12
。在日本加算稅從稅法規範架

構下被視為是附帶稅，亦即其乃是附隨於主債務而產生之從屬債務，

此點於國稅通則法第六章之規範架構中即可看出。其第一節之規定為

延滯稅及利息稅（國稅通則法第 60 條至第 64 條），而第二節則是有關

加算稅之規定，第 65 條為過少申報加算稅之規定、第 66 條所規定者

為未申報加算稅、第 67 條則為不納付加算稅之規定，至於第 68 條則

為重加算稅之規定，從結構上看來，日本國稅通則法係將租稅之附隨

債務定位為附帶稅
13
。 

一般而言，加算稅乃是為確保納稅人得以適正繳納國稅之附加性

負擔，加算稅中包括過少申報加算稅、無申報加算稅、不納付加算稅

與重加算稅
14
。舉例來說，當某一經濟行為被認定為租稅規避行為時，

                                                      
10 但在地方稅法之設計上，似乎有所不同，因為其不適用國稅通則法，所以在地方

稅法中對於應處刑事罰與行政罰（過料）即皆有所規定，參見，地方稅法第 73 條

之 19、第 73 條之 20。 
11 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7 年 3 月 28 日所做成之判決即採此種見解。 
12 酒井克彥，《附帯税の理論と実務》，ぎょうせい，2010 年，頁 60 以下之說明。 
13 金子宏，《租稅法》，2014 年，頁 737 以下。 
14 加算稅存在之目的，乃是在於申報納稅制度下用以擔保納稅行為之適法性、正確

性以及遵期申報。此一制度雖可上溯於昭和 22 年開始之「追徵稅」，但真正影響

現行制度者乃是シャウプ使節團之建議：「對於故意怠於申報之納稅人，法律必須

將之明定為刑事犯而為修正，除此之外，亦應有關於民事罰之規定。若超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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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為人將被科以過少申報加算稅，納稅人將被處以修正申報或更正

處分所增加應納稅額 10% 之加算稅15
。亦即，即便是被認定為租稅規

避之行為，只要其行為未涉及隱蔽或虛偽時（例如：帳簿書類之虛偽

記載、雙重帳冊之作成……等），其並不會被課以重達 35% 至 40% 之

重加算稅，以及並不會被論以脫稅犯之刑事責任
16
。由於被課以加算稅

之租稅規避行為中，若具有虛偽或其他不正當之行為時
17
，在概念上亦

有該當於刑事犯罪之構成要件的可能，亦即該等行為亦有構成刑事犯

罪之可能性（脫稅犯），此即為遭否認之租稅規避行為，在現行的日本

法制下所可能發生之法律效果
18
。而其中對於我國相關法制較有意義的

討論，應該是在於加算稅性質之釐清，以及加算稅與刑罰之間是否具

有一事不二罰的討論，以下就此略為說明。 

                                                                                                                                  
月始為申報之延誤，必須對於稅額科加 10% 加算稅之民事罰，每逾一個月即增

加 10%，直至其稅額的 30% 為止。若其申報之延誤非基於故意，且有正當之事由

時，即不應該適用此等之罰則。」酒井克彥，同註 12，頁 6-7。 
15 如果更正處分所定之納稅額與納稅人先前所申報之稅額相較後之差額過大（高於

50 萬日圓）或其差額高於先前所申報之稅額，則超過 50 萬日圓或超過先前所申

報稅額之部分，將再加徵 5% 之加算稅（國稅通則法第 65 條第 2 項）。 
16 不過，如果是僅為課稅事實之部分揭露，例如於確定申報時僅為所得之部分申報

時，即俗稱之「つまみ申告」，亦可能該當於重加算稅所規範之「隱蔽」要件，然

而，此種規範方式受到學者之批評，認為其規定未盡明確，尤其是其之所以僅為

部分所得之揭露，到底是基於漏稅之意圖或是對於事實關係之誤解而未申報，從

法條之文義上似乎未有明確之規定。參閱，北野弘久編，《現代稅法講義》，法律

文化社，2009 年，頁 411。日本税理士会連合会税制審議会，〈重加算税制度の問

題点について－平成 11 年度諮問に対する答申－〉，2000 年，頁 4，http://www.
nichizeiren.or.jp/guidance/pdf/toushin_H11.pdf（最後瀏覽日：2014 年 9 月 20 日）。 

17 例如：日本所得稅法第 23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行為態樣即為「虛偽或其他不正之

行為」。 
18 不過，根據學者之觀察，在日本即便是遭到否認之租稅規避行為，其法律效果也

大都只有課以過少申報加算稅而已，有論者認為此等制裁效果過輕，而倡議應於

加算稅中增加新的類型而提高其制裁的比例。此外，對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中之

「課徵金」制度，亦應考量引進作為租稅法中之制裁手段。中村弘，〈租税負担の

不当な回避行為に対抗するサンクション体系〉，《稅務大學校論叢》，第 56 號，

2007 年 7 月，頁 257 以下。松田直樹，《租稅迴避行為の解明》，ぎょうせい，

2009 年，頁 465 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