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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舉證責任配置爭議解決之契機
陳東良律師

企業成長壯大之方法，可以由內部發展擴張，亦即透過公司內部擴張事業部門，新設廠房、營業據點，
甚至成立子公司等；亦可以直接透過外部併購其他公司，並可而分為垂直整合，將上下游廠商整併，或
水平整合，擴大市占率或達成一定規模經濟兩種主要態樣。傳統上企業以前者由內部發展擴張為主流，
惟近年來愈來愈多公司則採取後者，即以直接併購他公司之手段，促做企業營運更具規模經濟或擴大市
佔率。
為因應企業愈來愈多之併購交易，我國於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公布<企業併購法>，作為國內企業併購的
基本法律規範。其中關於企業併購之租稅事項，則規範於本法第三章租稅措施。由於本章既名為「租稅
措施」而非「租稅優惠」，因此於稅法之意義上，本章相關之規範僅是為讓企業於實施併購時，避免稅
法未考量併購之本質與一般交易性質不同，而課徵不應課徵之稅賦，所為之特別規範，以免干擾企業正
常發展。因此理解上，不應將本章視為一種「租稅優惠」，毋寜應將其視為企業併購於行為時，為使租
稅得以保持應有中立性角色所為之特別規範。
準此而言，由法律體系解釋以觀，<企業併購法>第 40 條「公司進行併購而產生之商譽，得於十五年內
平均攤銷」，即本文主題之「商譽」，既規定於「租稅措施」章中，自應將其解釋為，係為減少租稅干
擾企業併購，所為中立性之規範，而不應逕認定該商譽既得為攤銷，並得因此增加企業費用，而逕認定
係為租稅優惠之一種，進一步認為關於商譽之舉證責任應完全由企業負擔。若能在此基本概念上，建構
「商譽」認定及攤銷應有之要件及相關舉證責任，則稽徵機關或能對於「商譽」之認定，持以較合理開
放的審查態度，降低徵納雙方之歧見。
壹、 商譽舉證責任訴訟實務上之發展
一、 商譽案件爭議之發生
臺灣在<企業併購法>制定前，隨著國際間企業併購潮流，已有日見興盛之態勢，在<企業併購法>制定
後，企業併購之基本規範已然建立，企業間之併購更是益形熱絡。但隨著交易案件增多，及交易金額之
擴大，企業因併購而發生之商譽金額也愈來愈大。尤其是「二次金改」造就為數不少金融機構之併購案，
由於金融機構併購案，交易金額通常較一般企業之併購案大，因此所發生之商譽金額也水漲船高的增加。
由於金額的鉅大，也使國稅局對於因併購所發生之「商譽」開始投下更多關注的眼神。尤其，國稅局許
多審查人員對於所謂「商譽」之概念，係從會計學所為之簡單概念，「商譽是企業的超額獲利能力。」
開始了解。但諸多金融機構之併購案，被併購者常是獲利能力不佳之信用合作社，或小型金融機構，併
購交易卻仍產生鉅額「商譽」，也讓國稅局懷疑併購此種沒有「超額獲利能力」之金融機構，如何會有
「商譽」可言?
於是國稅局開始對於企業併購交易商譽之計算，以更加嚴格的審查角度審理，由併購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到被併購對象淨資產中各項資產之價格估定，無一不質疑，並要求納稅人提供真正之公平市價以供查核。
但由於所謂「公平市價」並未有確切客觀之標準，毋寜均係於併購交易發生時，基於當時一定假設前提
加以計算估定。又由於估計與實際通常會有一定差異，因此國稅局很容易於併購案發生數年後，於事後
查核時，以數年後當時之事實加以驗證，併購當時之估定與目前已發生之事實相較，確有偏差或錯誤，
從而全盤否定併購交易價格，並認為被併購公司可辨認淨資產之價格估定是不可採，進而否定該併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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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產生任何商譽。
二、 法院對舉證責任配置之提出
或因併購商譽金額鉅大，或因國稅局之要求確實強人所難，因此納稅人提起行政救濟案件所在多有。對
於「商譽」案件爭議，於 100 年前納稅義務人訴諸行政法院得到勝訴及敗訴判決均有，雖然敗訴判決仍
較勝訴為多，但勝訴案件並不罕見。依筆者非正式之統計，勝訴判決最常見之判決理由為，國稅局並不
否定納稅人確有商譽，只是金額無法確認，自然不得全部否准納稅人所認列之商譽，因此應撤銷原處分，
由國稅局另行查明。
在為數不多之納稅人勝訴判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訴字 1547 號判決(98 年 12 月 3
日)。本判決首先於判決書中提出下列式子 Z=X-Y 模式，論述商譽之舉證責任：
商譽(Z)=收購成本(X)-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Y)。
其中 X:由公司舉證真實、必要及合理性
Y:由稅局舉證不合理性
Z:是計算得出，而無法直接評估
此一模式事實上是根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之規定而列出。但重要的不是商譽計算方式，而是在本
判決中對於商譽之舉證責任分配之觀點。本判決認為關於收購成本(X)，應由公司舉證真實、必要及合理；
而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Y)，則應由國稅局舉證其不合理性。且本判決更進一步說明，如果交易雙方
已查明並非關係人，除非有其他證據，否則基於企業為營利事業，會為自已最大利益考量之經濟人假設，
因此該收購成本原則上應認係屬真實、必要及合理。至於國稅局若認為可辨認淨資產(Y)低估不合理，自
可直接調整，而不得一方面認淨資產價值低估不合理，一方面又不調高淨資產價值，讓公司僅能以低估
之淨資產價值入帳，並於日後分攤較少折舊費用或攤銷費用。
對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訴字 1547 號判決理由及主要觀點，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 723 號判決(100
年 5 月 12 日)，於相同商譽爭議案件中，亦持相同理由與觀點，而判決納稅人勝訴。既然最高行政法院
已有判決支持此一見解，使得當時正因商譽案件而爭訟之公司，莫不對最終能獲得勝訴判決的信心大增。
三、 最高行政法院對舉證責任配置之統一修正
雖然由於最高行政法院對於商譽舉證責任分配之見解，已有 100 年判字 723 號判決採對納稅人較有利之
見解，但最高行政法院內部顯然認為頗具爭議且滋事體大，因此在 100 年 12 月份(100 年 12 月 13 日)
第 1 次庭長及法官聯席會中提出，對於商譽之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應採何種立場加以討論。根據本次
會議結論，係採較不利於納稅人之見解。亦即依下列商譽計算模式：商譽(Z)=收購成本(X)-可辨認淨資產
之公平價值(Y)，其中商譽(Z)，係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應由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因此，納稅
人不但應舉證收購成本(X)之真實、合理及必要性外，對於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Y)，亦應同時負舉證
責任。從而在商譽計算之舉證責任，依本次決議之結論，全部應由納稅人負擔。且對於收購成本(X)之真
實、必要及合理性，不得僅由交易雙方均非關係人即可反證得出，而應以真接證明方式舉證成本之真實、
必要與合理性；至於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Y)部分，更是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第 17 段所敘，
就各項資產逐一辨認衡量。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 12 月份(100 年 12 月 13 日)第 1 次庭長及法官聯席會作出決議後，幾乎所有納稅義
務人於高等行政法院得到有利判決之案件，於國稅局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後，均遭到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廢棄原高院判決，並直接駁回納稅人之主張。連本文前揭首件以商譽(Z)=收購成本(X)-可辨認淨資產之公
平價值(Y)模式，論述舉證責任分配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訴字 1547 號判決(98 年 12 月 3 日)，亦於
101 年 3 月 1 日遭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210 號判決廢棄。爾後，所有商譽爭議訴訟案，於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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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幾乎均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 12 月份(100 年 12 月 13 日)第 1 次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做為
論述基礎，並認同國稅局之主張，以納稅人既無法就商譽負客觀舉證責任，自應受敗訴判決之不利益。
四、 最高行政法院對舉證責任配置之疑義
自從 100 年最高行政法院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後，實務判決均採取一致見解，因此幾乎再無納稅人在
商譽爭議訴訟中，得到有利判決之案例。國稅局或許觀察到最高法院 100 年 12 月份第 1 次庭長及法官聯
席會決議後，關於商譽案件幾乎每案均勝訴，原本因部分案件受到敗訴判決而內部積極檢討稅局對於商
譽案件審理似乎應建立一致性之查核認定準則之態度，已然轉趨消極。因為在幾乎所有案件均勝訴情形
下，建立一致性查核認定準則已顯得無急迫性。
但檢討 100 年最高行政法院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雖係就實務上舉證責任歸屬為原則性結論，認商譽
應由公司負完全舉證責任，且若無法負國稅局所謂完全適當舉證責任時，則應受敗訴之不利益。該決議
經實務判決加以援引結果，已形成公司併購發生之商譽，並非可認列多少的問題，而是全數不得認列。
事實上，細究諸多個別被判決敗訴案件內容可知，國稅局並不否認應有商譽，但因公司無法依國稅局要
求舉證證明確切之金額，因此全數無法認列。此一結果若僅是個別案件，尚無不妥。但若是所有案件均
屬此一情形，即國稅局不否認應有商譽，但因公司無法證明確切金額，因此全數不得認列。即等同國稅
局實質上已否認企業併購會有任何商譽發生。此不但與<企業併購法>第 40 條規定，企業併購之商譽得
以 15 年攤銷。預設企業併購發生商譽應為常態情形不同，亦與國稅局客觀上認同企業併購一般應會發生
商譽，但實際核定結果，卻僅有極少數案件有商譽不同，且該等案件可能均是與國稅局協談後被剔除大
半之結果。因此 100 年最高行政法院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之效果，實際上造成企業併購時發生「商譽」
成為變態情形，與企業併購法及財務會計準則認為企業併購時常會發生「商譽」之常態情形，大相逕庭。
五、 最高行政法院對舉證責任配置再調整
100 年最高行政法院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能將應為「常態」情況易為「變態」情況，若說沒有任何
疑義，實難令人信服。幸而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似乎也察覺到此一情況。終於在 104 年判字第 273 號判決
(104 年 5 月 29 日)1中，對 100 年最高行政法院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重新闡釋引申，加重行政機關應
為行政調查之義務，不得僅要求納稅人舉證後認為不足，即予全數否定。再者，本判決特別說明就行政
訴訟舉證強度應與刑事案件之舉證強度加以區別，不應要求納稅人至完全無疑之程度。
首先「就課稅處分之要件事實而言，基於依法行政原則，為權利發生事實者，依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第
1 項、第 133 條、第 136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有關營利事業所得加項之收入，應由稅捐稽
徵機關負客觀舉證責任；至於有關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則因屬於權利發生後之消滅事由，雖應由主張
扣抵之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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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達到『超越合理懷疑』或完全無疑的程度。」
其次，對於 100 年最高行政法院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之重新闡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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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商譽被定義為『原始購入成本減除購入各別資產逐一估價再行加
總後之餘額』，如訴訟上『原始購入成本』及『全部購入資產各別估價後之加總』之金額認定產生爭議
時，應如何處理？表決結果係採甲說，雖然決議文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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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觀諸甲說之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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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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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公司之案件另有 104 年判字第 274 號、275 號(為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判決)，104 年判字第 362 號
及 363 號(為(為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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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第 1 款規定，逕行估定其價額之可能，而係應依個案情節，為妥適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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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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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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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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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判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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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可辨認資產公平價值
之性質有所齟齬，蓋可辨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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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正確的數字等語，攸關原判決前開理由是否對於市場法乘數分析之理論有所誤認，而違反估價專業論
理法則，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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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廢棄原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
貳、 審慎樂觀期待商譽爭訟有合理舉證責任分配
法諺云:「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100 年最高行政法院庭長及法官聯席會決議，將商譽存在之舉證
責任全數歸由納稅人負擔，最終結果導致應為併購會發生之「商譽」常態，卻成為能被國稅局及法院認
同係極少數之「變態」情況。姑不論法院判決說理多清楚，判決如何有公信力，僅就商業實務及衡諸國
際間商業交易而論，併購之商譽得為認列者竟成鳳毛麟角，必是制度中某環節出了問題，才會形成違背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結果。我們欣見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終於察覺商譽爭議案件判決之不合理情況，且
願意以實際判決作出改變，但此仍需仰賴國稅局願意用平常心，以合理方式查核，並認同以合理證據即
可認列方可達成。
由於商場如戰場瞬息萬變，併購時機稍縱即逝，因此在併購雙方若非關係人情形下，實應容許並尊重企
業之商業判斷空間。否則即如近期沸沸揚揚日月光收購矽品案，僅僅在三個月期間日月光可以把每股收
購價格由每股 45 元，提高到 55 元，約提高 22.23%價格，這期間矽品淨資產價值真的有同比例增加嗎?
矽品之超額獲利能力真的也同比例增加嗎?會不會日後，日月光也會面臨國稅局挑剔其提高收購價格係無
必要及不具合理性?難道國稅局真的會比企業更了解其行業嗎?因此衷心希望國稅局能真正本於愛心辦稅，
在認同併購案應有商譽發生時，確實負起行政職權調查義務，即應可逕行核定公司商譽之金額。而不是
僅僅因公司無法盡完全舉證責任，而以技術性擊倒方式否認公司全部商譽，則商譽爭議之案件應會有更
圓滿之解決方式。

（作者係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本文不代表事務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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