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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

權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選評比外，

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等人意見，

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

務服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

供專業且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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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其實可以透過事前交易之規劃，及事後

面臨稅務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通，化繁為

簡，減輕、管控與及時解決相關稅務爭議問

題。為協助營利事業處理可能產生之稅務爭

議，KPMG的稅務團隊將分析下列3個階段，俾

利營利事業應做好哪些準備，才可控管、降低

相關稅務爭議產生：

本期將先說明相關法規，並提供法院案例及見

解後，提出KPMG之觀察。

企業合併商譽攤銷無法抵
繳營所稅？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評析

02  主題報導 2016年11月號

本文所要探討商譽爭議為最高行政法院近期針

對商譽所作成之最新判決。長期以來，國稅局

與納稅義務人針對商譽所衍生之稅捐爭議均採

不同見解，而雙方爭訟至法院後，多數判決亦

未就企業併購產生商譽之情形提供通案性之認

定標準，以供徵納雙方作為類似案例之參酌依

據。在本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就

「商譽」及所產生之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見解

清晰，娓娓道來，亦特別針對相關會計準則或

解釋函之適用情形作出討論，對於企業併購產

生商譽認列之稅務處理頗有諸多值得參考之

處，亦適合企業在從事股權移轉規劃時一併予

以注意相關稅賦影響。

因此，面臨前述可能之稅務爭議時，營利事業

提出適當的策略對於回應/遵循法令是關鍵的。

而行政救濟已非解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

交易籌畫與納稅申報

保護

稅務調查和質詢 稅務爭議及糾紛

管理 解決

應如何妥善規畫交易及備妥相
關文件

應如何因應及回應稅務稽徵機
關之要求？

應如何選擇最優方案
解決稅務爭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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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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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第40條（原第35條） 公司進行併購而產生之商譽，得於十五年內平均攤銷。

第47條（原第42條）
第1項

公司與其子公司相互間、公司或其子公司與國內、外其他個人、營利事

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稽

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得報經賦稅主

管機關核准，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予以調整：一、有關收入、成

本、費用及損益之攤計，有以不合交易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

務者。二、有藉由股權之收購、財產之轉移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

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

企業併購法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條文 規範內容

第2條第1項、第2項

（98年9月14日修正發布）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調查、審核，應依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及本準則之規定辦理，其未經規定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施行細則、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第96條第3款

各項耗竭及攤折：……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

之標準如下：（一）營業權為10年。（二）著作權為15年。（三）商

標權、專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四）商譽最低

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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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企
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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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第4段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1)企業合併：係指一個公司取得一個以上公司之

控制能力而合併為一個經濟個體。(2)購買法：係將企業合併視為一個公

司收購另一個公司之交易。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帳，其收

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之負債後淨額部

分，應列為商譽。取得年度之合併損益，包括收購公司當年度全年損益

及被收購公司於收購日後扣除少數股東所享權益之損益。(3)收購：係指

購買法下，一公司（收購公司）以發行證券、支付現金、交付其他資產

或承擔負債等方式取得他公司（被收購公司）股權之交易。

第17段

收購公司應按第10段之規定，將收購成本分攤至取得之資產與承擔之負

債，其步驟如下：(1)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不論是

否列示於被收購公司之財務報表上，均應按收購日之公平價值衡量。(2)

將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

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若所取得可辨認

淨資產公平價值超過收購成本，則其差額應就非流動資產（非採權益法

評價之金融產、待出售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預付退休金或其

他退休給付除外）分別將其公平價值等比例減少之，若減少至零仍有差

額時，應將該差額列為非常利益。資產與負債之公平價值，得依據獨立

專家之估價報告，或參考資產於收購價格分攤期間出售之價格衡量之。

至於資產或負債之課稅基礎則不影響其公平價值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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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解釋函令-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101年2月9日（101）
基秘字第024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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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一、來函所述Β公司係Α公司之管理階層與私募基金為取得Α公司全部股權所成立之公司，雖

法律形式上為Β公司合併Α公司，惟Β公司係為了併購交易而安排之公司且其並無實質重大營

運，故應視為Α公司並未消滅。二、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7號『無形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

第48及80段之規定，內部產生之商譽因非屬企業所能控制之可辨認資產，且其成本無法可靠

衡量，故不得認列為資產。由於Α公司在經濟實質上並未消滅，故不論其是否因此併購交易而

改變名稱，Β公司吸收合併Α公司時，Β公司應依其所吸收合併之Α公司原財務報表帳列相關科

目之帳面金額為入帳基礎，不得將Β公司收購成本超過Α公司淨資產帳面金額之部分認列為商

譽，而應視為投入資本之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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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解析-
本案事實及兩造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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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事實

甲公司經營製造業，是由某新設立合資公司（下稱新公司）吸收合併所屬之原公司（下稱舊

公司）後，再由新公司依據舊公司事業體區分，分割設立為包含甲公司在內之多個事業個體

公司。而甲公司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經稅局否准認列其中受

讓自新公司相關營業（包含資產、負債、相關股東權益調整項目及營業）所取得商譽（下稱

系爭商譽）及本年度攤折數（下稱系爭商譽攤折數），故核定各項耗竭及攤提併同其餘調整

予以補徵稅額。甲公司不服，就否准列報系爭商譽攤折數部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駁回其訴，復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該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

理後，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再為駁回其訴，甲公司再提起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並由最

高行政法院再度廢棄原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全案仍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

本文所要討論者即為最高行政法院最新之發回判決。

係源於新公司於97年間吸收合併舊公司所產

生，甲公司以其包含前述分攤之商譽金額在內

之帳面價值分割受讓，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之相關規定。

稅局之抗辯及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所採
理由

本件新公司於96年間設立，唯一股東為外商公

司，嗣經投審會核准增資，用以公開收購當時

掛牌上市之舊公司；其中部分資金來源係由舊

公司主要股東等人藉由形式上出售股票予新公

司，實質上係將其取得之股款匯至國外控股公

司，以多層次母子孫公司之名義，間接持有新

公司股權。綜情以觀，本件僅為舊公司移轉其

兩造之主張及評析

甲公司之主張

舊公司原經營團隊與新股東轉投資之新公司，

在96年間進行對舊公司股權公開收購作業，於

達控制能力之股權公開收購作業完成後，在具

備合併整體計畫之事實下簽訂合併契約，以97

年間為基準日，採現金合併方式，在股權結

構、董監事結構發生重大變動以及舊公司原經

營團隊控制能力已發生實質改變後所為之買賣

交易下，應適用「購買法」之公平價值會計處

理，即將包含合併前股權公開收購及合併時所

支付現金之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舊公司可辨

認淨資產公平價值之部分認列商譽，系爭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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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解析-

兩造主張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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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財務會計準則及相關解釋函令得認列商譽，

稅局可否有不同之認定？

二. 在財務會計準則及相關解釋函令之解釋及適

用上，是否亦受行政法上保障人民權益之一

般法律原則拘束？

三. 企業併購法第42條第1項隱藏有實質課稅原

則之規範，其適用方式如何？

四. 企業併購究竟可否認列商譽有無具體化標準

可供企業依循？

全部資產及負債予新設立之聯屬公司，其合併

應認為組織調整與重組；換言之，雖法律形式

被收購之消滅公司為舊公司，惟以經濟實質而

言，舊公司只是重新調整股權架構，依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25號公報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

計處理第1段、第3段及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之

各項函釋，其會計處理即不適用購買法，而應

依其所吸收合併之舊公司原財務報表帳列相關

科目之帳面金額為入帳基礎，不得將收購成本

超過淨資產帳面金額之部分認列為商譽，而應

視為投入資本之返還。

兩造主張之評析

綜觀兩造主張可知，甲公司認為新公司吸收合

併舊公司時由於收購成本超過淨資產帳面金額

而產生差額，依據企業併購法及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之會計處理，該差額即為商譽，此商譽即

可作後續攤銷處理產生成本費用。惟稅局則認

為如新公司與舊公司之吸收合併就經濟實質上

並未改變，且舊公司實質上僅是作股權架構之

調整，則該收購成本超過淨資產帳面金額所產

生之差額實質上僅係投入資本之返還，原審法

院即採納稅局的見解。然而，這裡所可能產生

的數個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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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解析-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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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然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1年2

月9日（101）基秘字第024號函釋謂：「…

由於Α公司在經濟實質上並未消滅，故不論

其是否因此併購交易而改變名稱，Β公司吸

收合併Α公司時，Β公司應依其所吸收合併之

Α公司原財務報表帳列相關科目之帳面金額

為入帳基礎，不得將Β公司收購成本超過Α公

司淨資產帳面金額之部分認列為商譽，而應

視為投入資本之返還。」是產生本件情形究

竟得否認列商譽之爭議。但綜合而言，會計

研究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

關解釋令，與法律、授權命令均具有法律效

果，稅局應受其拘束。

二. 依據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財務會計準則及相關解釋函令得認列商譽，

稅局可否有不同之認定？

本件企業併購行為係發生於97年間，各項法

令之適用應以當年度已存在生效之法令為依

據。而稅法在法律體系下係屬於行政法之一

種，各種稅務規範均不得逾越憲法、行政法

體系之法律保護規範，包括行政程序法第8

條所規定的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所衍生之法不

溯及既往原則，也就是法令規定制定生效後

原則上係向後生效，已經作成之法律行為並

不受事後始通過之法令拘束。本件所涉及之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針對以上幾個本案件中待解的議題，最高行政

法院的判決提出清楚的見解，本文嘗試將最高

行政法院所採納之理由整理如下：

一. 依據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財務會計準則及相關解釋函令得認列商譽，

稅局可否有不同之認定？

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1項、第

2項（98年9月14日修正發布）規定：「（第

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調查、審核，應依

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及本準則之規定辦理，其未經規定者，依有

關法令規定辦理。（第2項）營利事業之會

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

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

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

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行

細則、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

核準則、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

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可知，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亦屬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所定

義之相關法令，稅局在核定相關稅額時自應

受拘束。就本件情形而言，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25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準

則」之相關規定，企業併購時確得認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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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之情形，稽徵機關即享有按交易常規或

依查得資料予以調整的權限，且基於其稽徵

職責，必須加以調整，惟此權限之行使，應

先踐行報經賦稅主管機關（財政部）核准的

正當程序，始得為之。就本件情形而言，稅

局本應先報經賦稅主管機關（財政部）核

准，始得核定調整甲公司之應納稅額，且最

遲應於系爭商譽稅務訴願程序終結前補正該

程序。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稅局原可利用本

條規定循正當程序核定調整甲公司之稅捐，

然其竟捨此正途，逕行於系爭商譽稅務訴訟

更審中以追加原處分理由之方式為之，於法

自有未合，原判決未加糾正，仍予維持，亦

有未洽。

四. 企業併購究竟可否認列商譽有無具體化標準

可供企業依循？

值得一提的是，本件法院引用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101年度基秘字第024號函內針對併購

交易前後之公司四項主要異同，作為論理依

據。如該函所提及之四項標準均無重大改

變，應可認定在法律形式上雖有公司合併之

事實發生，但由於合併公司並無實質營運，

應視為目標公司並未消滅而無從產生商譽。

該四項標準為：（一）主要營業項目是否改

變。（二）經營管理階層是否相同。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解釋令，依前揭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既

係商業會計與稅務行政之法源，則有關行政

法的一般原理原則，對其亦有適用，故該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1年度基秘字第024號函

係於101年2月9日發布，則自應自該日起始

發生效力。

三. 企業併購法第42條第1項隱藏有實質課稅原

則之規範，其適用方式如何？

按企業併購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公司與

其子公司相互間、公司或其子公司與國內、

外其他個人、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

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得報經賦稅主管機關核

准，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予以調整：

一、有關收入、成本、費用及損益之攤計，

有以不合交易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

義務者。二、有藉由股權之收購、財產之轉

移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

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本條規定本質上係

基於稅捐法定主義，由法律授予稽徵機關對

於租稅規避行為予以調整之權限，只要公司

有藉由股權之收購、財產之轉移或其他虛偽

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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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之控制能力，顯見新公司董監事結構

於合併後已發生實質改變之事實。

• 經營管理階層

舊公司之經營團隊雖為新公司所留用，惟

於有意參與公司經營並掌握公司一定董監

事席次，而能影響新公司之財務、營運及

人事方針之外資公司派任之新經營團隊加

入後，自難謂其經營管理階層未有改變。

• 主要營業項目：未改變

是綜合而言，本件案例事實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101年度基秘字第024號函四要件之適用結

果，本件僅符合「主要營業項目」部分無重大

改變，其他要件皆不符合，自不得適用該函釋

而認定新公司不得據以認列商譽。

（三）股東結構是否產生變化。（四）董監

事結構是否改變。本件而言，法院更具體操

作了這四項標準：

• 股東結構

認定合併前之舊公司並不存在有意參與公

司經營之其他投資人，故由該經營團隊具

有對舊公司之控制能力，而在合併後，新

公司其餘48.2%股權已全數由外資公司間

接持有，屬有意參與公司經營之其他投資

人，實際上該公司並能任免新公司董事會

半數成員或掌握其董事會半數之投票權，

致使新公司之股東結構發生實質改變。

• 董監事結構

合併前之舊公司除獨立董監事以外之全部

董監事席次均由舊公司之經營團隊掌握，

而具備主導董事會議決事項之控制能力，

而在合併後，基於對新公司100%控股之

荷商公司章程之規範（更審證物二十），

外資公司亦能掌握新公司一定董監事席

次，致使新公司之6席董事皆由原經營團

隊與外資公司各占3席，且2席監察人亦由

該等投資方各占1席，亦即原經營團隊於

合併後，已無權任免新公司及甲公司董事

會超過半數之成員，或主導其等董事會超

過半數之投票權而不具對各該公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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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之考量。另外針對財務會計準則解釋函所

揭櫫之商譽適用標準，亦有相當精闢的邏輯論

理，頗值得企業在規劃併購交易時作為參考。

以下依KPMG的觀察，營利事業應於下列3階段

依序控管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KPMG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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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理由，最高行政法院以判決理由尚欠

完備為由，作成了撤銷發回原審重為審理之決

定，認為原審本應再加以調查釐清，不得逕行

適用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1年度基秘字第024

號函。本件判決除了針對各案對於商譽攤提之

適法性作出表態，亦針對相關行政法之原則適

用、企業併購法之法規，及相關會計準則或解

釋函加以論述，其判決理由提供了類似案件爭

議處理之一盞明燈，得納入類似交易架構規劃

稅務調查和質詢交易籌劃與納稅申報 稅務爭議及糾紛

 企業併購因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
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應將超過部
分列為商譽，原則上得依企業併購
法規定分年攤折認列費用。

 惟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1年度
基秘字第024號函之規定，如Α公
司在經濟實質上並未消滅，不得將
Β公司收購成本超過Α公司淨資產帳
面金額之部分認列為商譽，而應視
為投入資本之返還。

 經濟實質是否消滅之判斷基準如下，
應於企業股權交易規畫時一併考量：

1.主要營業項目是否改變。

2.經營管理階層是否相同。

3.股東結構是否產生變化。

4.董監事結構是否改變。

 稅局來函調查商譽攤提情形時，
營利事業應齊備相關文據，以
供稅局調查。

 針對企業合併後被合併公司之
經濟實質是否消滅，營利事業
應適時主動提出公司之股東結
構、董監事名單、經營管理團
隊之變動情形，及主要營業項
目等資訊，供稅局查核，並積
極證明企業合併之經濟實質產
生改變之事實，讓稅局在對公
司最有利的情況下完成調查及
查核。

 公司可選擇最優方案來解
決爭議事項，例如:與稅局
達成和解、必要時提起行
政救濟或對相關主管機關
陳述意見等。

 如案件進入訴願或行政訴
訟階段，仍應提出有利之
判決先例，作為我方主張
之實證，說服訴願主管機
關或法院作成有利納稅義
務人之決定。

保護 管理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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