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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商譽攤銷最新見解
蔡嘉昇
壹、 併購所衍生之商譽攤銷爭議
依企業併購法 35 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等規定，營利事業因併購產生之商譽得逐年自營
利事業所得列報攤銷減除。當收購成本(X)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Y)而產生之收購溢
價即為「商譽」(Z)(X-Y=Z)。因商譽屬「無法辨認之無形資產」且金額相當鉅大，稽徵機關擔心營
利事業會有不當交易安排，獲取稅負利益，而採取嚴格審查立場，只要部分不同意，即將商譽攤銷
數全數剔除並補徵稅款，續而衍生大量稅捐訟源。
貳、 商譽攤銷早期實務見解：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 12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關於營利事業列報因併購所生之商譽攤銷，稽徵機關予以否准之爭議案件，最高行政法院曾作成
100 年度 12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其決議文認為：「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因收
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而生。商譽價值為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應由納稅義
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納稅義務人應舉證證明其主張之收購成本真實、必要、合理，及依第 25 號
準則公報第 18 段衡量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或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之鑑價報告或證據。」
據此決議，營利事業須舉證證明其收購成本之真實、必要、合理，及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並
達到稽徵機關及行政法院接受之程度；稽徵機關即經常利用此一舉證責任分配之優勢，嚴苛要求營
利事業提出超過合理範圍之事證，而行政法院卻又不斷支持稽徵機關，並作成不利於營利事業之判
決結果，但其判決往往都沒有對商譽認列數額或範圍，明確表示終局意見，徵納雙方對於商譽認知
差距，並未隨著判決定讞，達成一致或緩解。
參、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關於商譽攤銷之最新見解
幸而最高行政法院逐漸體認非關係企業間之併購商譽確實存在之可能性高，僅是其數額多寡之爭議
而已，乃於 104 年度陸續作成數則關於併購商譽攤銷之最新判決1，並提出突破性見解，除(一)適
度減輕營利事業對於收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之舉證責任外，更要求(二)稽徵機關於營
利事業舉證證明收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存在時，縱其對於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有不同意見時，
仍應依職權估定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之數額，不得任意全數否准商譽攤折。
一、 首先，最高行政法院近期判決意旨，放寬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之證明度僅需適用優勢蓋然
性法則，無須達到刑事有罪判決超越合理懷疑或完全無疑之程度：
(一)

「稅務事件主要在處理徵納雙方之租稅債權債務關係，與刑事訴訟實有不同，其舉證
責任之證明度僅需適用優勢蓋然性法則即可，無須達到如同刑事有罪判決般超越合理
懷疑或完全無疑之程度。」2；及

(二)

「縱認上訴人應提出證據方法，上訴人亦已提出估價報告、契約書等證據，原判決猶
認不足作為證明收購成本、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承擔之負債之證據方法，即應
在判決中具體說明上訴人之舉證有何不足，而非得僅空泛指陳上訴人未盡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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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104 年度判字第 362 號判決、104 年度判字第 275 號判決、104 年度
判字第 274 號判決、104 年度判字第 273 號判決（以下合稱「最高行政法院近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5 號判決理由六(五)；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4 號判決理由六(五)；最
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3 號判決理由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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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算以上訴人必須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之觀點而論，原判決亦無理由將上訴人應提出證
據之證明度提高至如刑事有罪判決之舉證程度，必須證明到毫無可疑的程度，此與可
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之性質有所齟齬，蓋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本身即為一個被賦予
價值判斷之結果，公平價值並非有一個絕對正確的數字。……原審要求的待證事實證
明度，是否超越優勢蓋然性而有過高之情形，原審未及斟酌，其理由亦難謂完備。」
3

。

二、 再者，最高行政法院近期判決意旨，當可辨認淨資產之存在已被證明，僅因納稅義務人無
從證明其公平價值者，稽徵機關機關應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第 2 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第 96 條第 1 款逕行估定其價額，不得完全否認該可辨認淨資產之存
(一)

在4：

「本院 100 年度 12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針對法律問題：營利事業申報當期
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列報攤折（因併購所生）商譽資產之當期費用，稅捐機關予以否
准。……表決結果係採甲說……。惟觀諸甲說之理由謂：『五、商譽係數年攤提之費用
項目，故各納稅義務人因商譽攤提而訴訟者，或有已經判決確定者，或有因往年之商
譽爭點而目前繫屬於法院者。不論如何，行政法院如於確定判決中表明轉正之法律見
解，除於個案中拘束稽徵機關應於該年度之所得稅事件中轉正資產價值重為核定外，
此一經轉正之價值亦將同時影響已經完成之以往年度之稅報及財報，會否牽動已經確
定之事件？如會，如何於訴訟法上建構妥適之見解？又會否使納稅義務人必須重新調
整稅報？再者，各項可辨認淨資產之攤提年限不一，甚至是無可攤提
（如前述之土地）
，
本院決議文具有拘束下級審之功能，有無必要不區別個案事實如何，於決議文中指明
納稅義務人勝訴時，稽徵機關即有轉正之義務？抑或留待個案由審理法官視其情節，
於判決中表示法律見解，較為妥適。』顯未完全否定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不明時，
由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第 2 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第 1 款之規定，逕行
估定其價額之可能。」

(二)

「且『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乃客觀上可得確定之事實，不會因納稅義務人未盡
協力義務或負客觀舉證責任而不存在；所謂負擔『客觀舉證責任』，僅係指納稅義務
人所提出『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如果存有疑義時，不予採信而已，並不排斥
依職權加以估定，亦即舉證責任與職權調查互為補充，均屬必要而非多餘。」

(三)

「如果該項『可辨認淨資產』之存在已被證明，只是因其『公平價值』不明，即否定
該項『可辨認淨資產』之存在，顯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四)

「故所得稅法第 66 條第 2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各種資產之估價不能提出確實
證明文據時，該管稽徵機關得逕行估定其價額』
、查核準則第 96 條第 1 款規定：
『一、
各項耗竭及攤折，其原始之資產估價如有不符，應予轉正；溢列之數，不予認定。』，
此為法律與法規命令之明文規定，不能因『客觀舉證責任分配』，而拒絕適用。」

肆、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關於可辨認無形資產（專利權）攤折之最新見解
一、 此外，依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 號判決，另明白諭示「可辨認無形資產」與「商譽」
兩者在攤折之認定，係屬不同範疇，
「可辨認無形資產」與財會準則公報第 25 號關於商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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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理由五(七)；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62 號判決理由五(七)；最
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5 號判決理由六(十一)；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4 號判決理由六(十一)；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3 號判決理由六(十一)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63 號判決理由五(二)；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62 號判決理由五(二)；最
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5 號判決理由六(六)；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4 號判決理由六(六)；最高
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73 號判決理由六(六)

2

規範及針對商譽而為之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聯席會議決議無涉，不受「商譽」相關規範之拘
束5：
(一)

按「企業因收購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其公平價值決定如下：(1)有價證
券：……(5)可辨認無形資產：例如合約、專利權、特許權、客戶及供應商名單……」
為財會準則公報第 25 號第 18 段所明定，並佐以如上述同號公報第 17 段(2)：「將所
取得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公
平價值，應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之規定，可知，依行為時查核準則第 96 條第 3 款
規定，因出價而取得包括商譽等之無形資產，於營所稅之結算申報固均生攤折之問題，
惟商譽既係收購成本與因收購所取得可辨認資產公平價值之差額，而此所稱「可辨認
資產」又包含「可辨認無形資產」，亦即「可辨認無形資產」與「商譽」在為准否攤
折之認定，係分屬不同之範疇。

(二)

換言之，「可辨認無形資產」攤折數之審查，首應判斷其是否合致上述所得稅法及查
核準則關於「可辨認無形資產」之規定暨財會準則公報第 37 號「無形資產之會計處
理準則」關於無形資產（此號公報所稱無形資產係指具有可辨認性者）之定義，尚與
財會準則公報第 25 號關於商譽之規範及針對商譽而為之上述本院 100 年聯席會議決
議無涉。

二、 次依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 號判決意旨，營利事業併購而取得之可辨認無形資產
（專利權）
，依所得稅法第 60 條規定，得依照出價成本按期計算攤折，若稽徵機關對於營利
事業取得無形資產(專利權)之成本有意見，僅得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第 2 項與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第 1 款規定，提出事證並估定其價額，但不得否認該專利權之存在或全
數否准認列攤折數6：
(一)

「專利權，除依上述財會準則公報第 25 號第 18 段規定，性質上係屬可辨認無形資產
外，依上述所得稅法第 60 條規定，專利權更為所得稅法所明定得依出價成本按期計
算攤折之資產。」

(二)

「所得稅法第 66 條第 2 項及行為時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第 1 款復分別明
文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各種資產之估價，不能提出確實證明文據時，該管稽徵機
關得逕行估定其價額。』『各項耗竭及攤折：一、各項耗竭及攤折，其原始之資產估
價如有不符，應予轉正；溢列之數，不予認定。』是就上訴人所列報可辨認無形資產
之攤折數，原判決若認上訴人對其估價有不能提出確實證明文據情事，亦屬應由該管
稽徵機關予以估定價額轉正之問題，尚不得因對所取得資產之成本有所疑慮，即逕對
該可辨認無形資產提列之攤折數全數予以否准認列，而形同實質否認該可辨認無形資
產之存在。」

(三)

「尤其本院 100 年聯席會議決議，係因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
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所產生，而謂應由納稅義務人舉證證明所主張收購成本之『真
實、必要、合理』。至『可辨認無形資產之攤折數』部分，因可辨認無形資產係屬上
述據以計算商譽之減項即『可辨認淨資產』之範疇。是關於可辨認無形資產攤折數之
審查，即不生因上述本院 100 年聯席會議決議，致『可辨認無形資產』之收購成本無
法肯認其合理及必要時，即得當然全數否准該『可辨認無形資產』攤折數之列報。」

伍、 非關係企業間之併購，稽徵機關應盡可能依職權估定商譽攤銷及可辨認無形資產（專利權）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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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 號判決理由五、(二)1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 號判決理由五、(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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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額，以減少同類爭議發生
一、 非關係企業間之併購交易，雙方管理階層必當謹慎評估並磋商此併購交易，以達成合理之收
購價格，顯不可能甘冒刑事背信罪或民事侵權責任之風險，而作成不合理之收購價格。如稽
徵機關仍質疑非關係企業間常態交易之收購成本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依舉證責任法則，理應
由稽徵機關針對收購成本不合理之異常交易態樣，負擔舉證說明之責任。
二、 其次，如營利事業已證明其收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之存在，縱稽徵機關認為營利事業提出
之事證，無法使其確認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之數額，稽徵機關機關至多只能遵循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 218 號解釋7諭示之推計課稅標準，調整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及商譽之數額，
而非全數否准營利事業認列商譽攤銷數。如稽徵機關完全否認營利事業商譽攤銷，即有違反
前揭法規及最高行政法院近期判決。
三、 至於，非關係企業間之併購交易，所取得之「可辨認無形資產」
（專利權）
，其審查標準與商
譽無涉，如營利事業已證明其確實存在，縱稽徵機關認為營利事業所提出之事證，無法使其
確認「可辨認無形資產」(專利權)之成本，其僅得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規定、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第 1 款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18 號解釋8，調整「可辨認無形資
產」（專利權）之攤折數額。如稽徵機關完全否認營利事業該專利權攤折之數額，即有違反
前揭法規及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 號判決。
四、 基此，非關係企業間之併購交易，除非稽徵機關能證明收購成本、可辨認淨資產、可辨認無
形資產（專利權）不存在，否則稽徵機關應盡可能依職權估定商譽攤銷及可辨認無形資產（專
利權）攤折之數額，以減少同類爭議發生。
(作者係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本文不代表事務所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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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18 號解釋：
「…國家依法課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
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查核。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
核定其所得額。此項推計核定方法，與憲法首開規定之本旨並不牴觸。惟依此項推計核定方法估計所得額時，應
力求客觀、合理，使與納稅義務人之實際所得相當，以維租稅公平原則。…不問年度、地區、經濟情況如何不同，
概按房屋評定價格，以固定不變之百分比，推計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自難切近實際，有失公平合理，且與所得稅
法所定推計核定之意旨未盡相符…。」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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