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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稅務法令更新 

23 核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7條
規定，有關國內營業人（甲）接受保稅區
營業人（乙）訂貨，轉向國外廠商（丙）
訂貨，並直接以乙營業人名義報關進口之
交易型態之營業稅課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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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企業為獲取最大利益，而從事多角化經

營、掌控經營權或建立密切業務關係等
目的進行股權投資或併購等等，在稅務
爭議預防與解決2015年1月號業已探討
「當企業透過併購進行組織調整後，隨
之而來的是『商譽於稅務申報時是否得
以認列與攤銷?』之議題」，然，若企業
於投資後，因被投資公司營運虧損、國
際租稅規劃、業務經營等原因，而以
「出售境外股權」方式進行集團組織架
構重整，進而產生「出售境外股權損失」
或「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稅捐稽徵機
關或法院常因股權轉讓行為之法律性質
及交易價格與企業認定不同而產生許多
爭議。「出售境外股權損失」業已於
2015年5月號探討，而在「出售境外股
權利益」之稅務爭議常為其股權轉讓行
為究係為信託移轉或財產交易?轉讓價格
認定依據為何?

是否有顯較時價為低?進而要求企業認
列「出售境外股權利益」。

稅捐稽徵機關之核定經常有違反租稅法
定主義之疑慮，致衍生諸多稅務爭議，
因此，任何企業在準備或面臨稅務查核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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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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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及時解決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相關稅務
爭議問題。為協助企業做好控管集團以
出售股權方式調整企業組織架構衍生之
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稅務爭議，KPMG的
稅務團隊將分析下列3個階段，企業應
做好哪些準備，才可控管、降低調整集
團組織架構衍生之相關稅務爭議產生：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



承上述之爭議類型，本期將先說明有關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法相關規範，並提供
集團組織架構重組產生認列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爭議之法院見解後，將提出KPMG之
觀察。 

2015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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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集團組織架構重組衍生之出售境外股權利益常見稅務爭議類型如下： 

K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

母公司為調整集團組織架構而為股權移轉交易，例如：母公司將子公司B股權出售

予子公司A或孫公司時或外部第三方時，該股權移轉行為係為信託移轉或財產交易?

轉讓價格是否有顯較時價為低?若認定轉讓價格偏低，得否以成本或以權益法認列

之長期投資帳面金額認定? 產生之境外股權出售利益是否應認列?

外部第三
公司 

投
資 

投
資 

投
資 

子公司 A子公司 B

母公司 

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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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稅法規範 
 
 
 

 
 
 

2015 June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2) 

 

1.稅捐稽徵法 

條文 規範內容 

第12條之1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
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
則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
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
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
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
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
而免除。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義務人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二
項或第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按交易常規或
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納稅義務人得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六個月內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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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稅法規範 

2015 June 

2.所得稅法

條文 規範內容 

第9條
本法稱財產交易所得及財產交易損失，係指納稅義務人並非為經
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因買賣或交換而發
生之增益或損失。 

第24條
第1項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得
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
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法，由
財政部定之。 

第43條
之1

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
一事業所有或控制，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
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
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
予以調整。 

第63條

長期投資之握有附屬事業全部資本，或過半數資本者，應以該附
屬事業之財產淨值，或按其出資額比例分配財產淨值為估價標準，
在其他事業之長期投資，其出資額及未過半數者，以其成本為估
價標準。 

第65條
營利事業在解散、廢止、合併、分割、收購或轉讓時，其資產之
估價，以時價或實際成交價格為準。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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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稅法規範 

2015 June 

K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4)

3.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條文 規範內容 

第22條 

銷貨價格顯較時價為低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銷貨與關係企業以外之非小規模營利事業，經查明其銷貨價格

與進貨廠商列報成本或費用之金額相符者，應予認定。 
二、銷貨與小規模營利事業或非營利事業者，經提出正當理由及取

得證明文據，並查對相符時，應予認定。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其無正當理由或未能提示證明文據或經查對
不符者，應按時價核定其銷售價格。 
第一項所稱時價，應參酌下列資料認定之： 
一、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二、各縣市同業間帳載貨品同一月份之加權平均售價 
三、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均數為當月份時價。 
四、進口貨物得參考同期海關完稅價格換算時價。 
汽車貨運業出租遊覽車之運費收入得比照前項規定之原則查核。 

4.財政部82年2月26日台財稅821478448號函

出售未上市公司股票其售價顯較時價為低者應按時價核定 
主旨：營利事業出售未上市公司股票，其售價顯較時價為低者，比照營利事業所

得稅查核準則第22條規定，除其提出正當理由及證明文據經查明屬實者外，
應按時價核定其售價。 

說明：二、主旨所稱時價，應參酌該股票同時期相當交易量之成交價格認定，如
同時期查無相當交易量之成交價格，則按交易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每股淨
值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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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2015 June 

如前所述，企業因諸多原因，而須進行集團組織架構調整並轉讓股權，於實務上，
若為「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則稅捐稽徵機關或法院經常認定該出售股
權之行為係屬出售財產交易性質，並按企業帳上權益法認列之長期投資金額計算出
售股權之利益。惟轉讓股權是否為財產交易性質或處分價格之認定是否合理，衍生
許多稅務爭議，茲舉例如下：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76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200

號判決    ：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5)

本案D公司出售股權，應以「鑑價報告估計之價值」或「出售時之帳面價值」做為
出售價款? 

註1:上述二判決歷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747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65號判決

註1 

D公司

E公司 USA公司 W公司 M公司

原
始
投
資
架
構
圖 

100% 

100% 100% 

100% 

股
權
交
易
圖 

D公司 第三方非關係人
出售上述4家 
公司全部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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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2015 June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第176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
判字第747號判決：

 本案D公司出售4 家國外長期股權投資，計算出售資產損益時，究應採用淨值
法或按外部專家之意見?而若採用外部專家之意見，其所提示之憑證是否可採
用?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從幾個面向闡述其認定之理由，說明
如下： 
1)系爭公司於出售股權時，是否應依權益法(即淨值法)計算其出售價格?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768號判決係以「出售公司之實際收入」減
除實際原始成本認列損益，而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200號判決係以
「權益法認列之長期投資」做為出售價格，減除實際原始成本認列損益。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
訴字第1768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
判字第200號判決

本案中D公司以出售公司之實際收入減除
實際原始成本，來計算出售資產損
益，…，其計算方法大體上符合所得稅
法第24條所定之所得計算方式，原則上
也與實質課稅原則契合，應該是出售資
產損益之正確計算方式。

稅捐稽徵機關引為調整基礎之法規範，
其要件與本案之事實不符，不得據為調
整依據：
所得稅法第9條是就「財產交易所得、財
產交易損失」之定義為規範，但並沒有
規範損益之調整。

本件D公司投資之4家公司，為
未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D公司
於93年度100%持有，則D公司
對前揭4家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及具有重大影響力，自應列為長
期股權投資，其投資損失應採用
權益法予以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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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June 

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768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
判字第200號判決

•所得稅法第63條規定，營利事業轉投資其他營利事業，
在其持有上開該被投資營利事業期間內，如何來評價
該被投資營利事業反應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客觀價值，
而與出售資產之損益計算無關。

•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旨在闡明實質課稅原則，
但依出售價格及原始成本計算出售資產損益本來在外
觀上最符合實質課稅原則之要求。而最高行政法院36

年度判字第16號判例意旨乃是在說明舉證責任之客觀
配置，其調整規範全然無關。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5號第5條及第11條規定，均是資
產持有期間之評價規定，卻不是本案中稅捐稽徵機關
應提出之調整規範。

•原告買入及賣出上開4家公司是否為「常態性投資」，
均與「出售資產損益有無被扭曲」之判斷不具關連性。

•有了真實的交易價格，又無具體事證證明該交易價格
有人為之扭曲，則從訊息品質之角度言之，其證明力
或正確性都高於「原則上利用歷史成本法所為之估價
結果」。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
判字第747號判決及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
度訴更一字65號判決亦
認同上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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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2015 June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8)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747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

訴更一字65號判決

該鑑價報告之相關資料係D公司提供，評
估之模型設計均為假設狀況，且未就被評
估公司之資產逐項加以評估並說明其評價
依據，D公司未進一步說明出售價格遠低
於淨值之原因，原判決未予調查審認，為
稅捐稽徵機關敗訴之判決，亦嫌率斷。

該鑑價報告之相關資料係D公司提供
，評估之模型設計均為假設狀況，未
就被評估公司之資產逐項加以評估並
說明其評價依據。

2)D公司所提出系爭鑑價報告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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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2015 June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訴字第937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119號：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9)

A公司

C公司
(BVI) 

W公司

原
始
投
資
架
構
圖 

100% 100% 

股
權
交
易
圖 

D公司 W公司
出售全部

C公司股權

本案A公司以「原始成本」做為出售價款，不同於稅捐稽徵機關主張以A公司

「帳上權益法認列之長期投資」做為出售價款，雙方計算出之出售股權損益不

同，因而衍生出售之價格是否顯有偏低? 是否適用所得稅法第43條之1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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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2015 June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0)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訴字第937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
119號：

本案A公司出售C公司全部股權予原告
100%持有之W公司，稅捐稽徵機關認
為該股權售價顯較時價為低，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主張應依所得
稅法第43條之1 調整，說明如下：

「從調整之法規範言之，稅捐稽徵機關
引用所得稅法第63條為調整規範基礎，
顯然是錯誤的，

因為所得稅法第63條之規定內容，基
本上是對未出售資產所為之評價，但
若已出售原則上即應以出售價格為其
準據。

若稅捐稽徵機關認為出售價格不合常
情，明顯偏低，而有避、漏稅嫌疑，
且交易雙方又為關係人時，並非不可
調整，但其調整基礎亦應為所得稅法
第43條之1 ，而非其引用之所得稅法
第63條。」

交易後投資架構圖 

A公司 W公司 C公司
(BVI)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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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1)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9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
第1369號判決    ： 

事實背景：

吳○○與蔡○○曾於七十七年至大陸投資設立一大陸公司，並於八十二年將渠等

所持有該公司之股份全數移轉給香港Y公司、F公司及C公司，再由吳、蔡二人持

有香港Y等三家公司之股權。

註2

註:上述二判決歷經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099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2年訴更字第59號判決/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1047號判決

吳○○及
蔡○○

香港Y公司 香港C公司

原
始
投
資
架
構
圖 

99.976% 99.96% 

香港F公司

大陸公司

85.05% 

29.2% 
29.2% 

14.6% 

2015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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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June 

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2)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9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
第1369號判決：

股權交易事實背景：

1. B公司八十二年經董事會通過以應收帳款投資Y公司、F公司及C公司。

2.蔡OO及吳OO因受限於大陸法令規定發起人三年內不得轉讓，故B公司乃委託

蔡OO及吳OO持有三家公司股權。

3. B公司於八十五年終止信託關係後，指示吳OO及蔡OO等二人逕將其持有香港

Y等三家公司之股權，移轉於B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H公司。

系爭股權之移轉究為信託財產之返還或財產交易之行為?系爭股權移轉交易價格
應如何計算?

H公司

香港Y公司 香港C公司

交
易
後
投
資
架
構
圖 

99.976% 
99.96% 

香港F公司

大陸公司

85.05% 

29.2% 29.2% 14.6% 

B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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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June 

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3)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9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
第1369號判決：

本案原告轉讓原持有香港等三家公
司之股權予原告100%持有之H公司，
稅捐稽徵機關認為該轉讓行為屬財
產交易性質，故應按轉移日各該公
司淨值做為股權移轉價格，扣除投
資成本，列報財產交易所得。 

法院對於雙方爭議說明如下： 

1)系爭股權之移轉究為信託財產之
返還或財產交易之行為?

A.非屬信託財產之理由

本案例次判決皆認同以下法院判決：

B公司與吳OO及蔡OO等二人亦無簽訂使
其得無須經B公司同意，即得自行全權管
理、行使、處分香港Y該三家公司及大陸
公司股權之信託管理契約，準此，B公司
將香港Y等三家公司股權以吳OO及蔡OO

等二人名義持有之法律關係，自不符合信
託法律關係中受託人就信託財產，不僅承
受權利人之名義，且須就信託財產，依信
託契約所定內容為積極的管理或處分之實
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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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June 

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4)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9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
第1369號判決：

B.為財產交易之理由

a.以法令層面探討
B公司將系爭股權移轉予H公司後，系
爭股權之所有權人已變更，由法律形
式觀之，系爭股權之所有權人既已變
更，該項移轉行為實際上已發生財產
所有權變動之效果。蓋在系爭股權未
移轉前B公司之債權人若取得執行名
義，得直接對系爭股權進行強制執行，
但移轉後B公司之債權人卻不得對系
爭股權強制執行，以實現其債權，足
見實質上已發生移轉之法律效果。

b.以經濟實質層面探討
•系爭股權在移轉前出現於B公司之
財務報表， 移轉後不再出現

•系爭股權移轉前，系爭三家公司分
配股利或盈餘時，其分配之對象為
B公司，但移轉後分配股利之對象
卻為H公司。

•H公司雖為B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
公司，惟其與B公司係不同法律主
體，B公司僅保有間接之投資人權
益，無從直接影響系爭香港三公司
之經營。

c.以文件層面探討

文件 文件內容

投審會
備案函

B公司移轉系爭股權時向投審會申請備案時，並未表明其為信託財產
之返還或變更受託人之意旨觀之，亦證系爭股權之移轉非屬信託財產
之返還或變更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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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June 

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5)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9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
1369號判決：

文件 文件內容

B公司所屬
代表吳XX在
香港政府稅
務局簽署申
報轉讓宣誓
書

該宣誓書及系爭股權之移轉證明文件一再重述以「sale and

purchase」方式移轉系爭股權，而非信託財產之移轉。
於宣誓書內載明B公司（移轉公司transferor company）與H公
司（受移轉公司transferee company ）之買賣條件及買賣價款
係由B公司貸款給H公司，貸款不收取利息及未約定還款期限等。

 B公司另將「nominee」翻譯為受託人亦為牽強之解釋，查
「nominee」僅為被指定者，受託人之英文應為「trustee」，
更足見原告係曲解該宣誓書之原意，原告擷取其宣誓書中之片面
文字牽強解釋其為信託財產之返還，顯不足採。

證期會九十
一年十二月
十二日台財
證一字第０
九一０一五
七四八七號
函

本院函詢證期局針對B公司投資案及系爭股權轉讓之說明，以主關
機關之立場主張究認為係代表公司股權之買賣出讓，或僅為說明投
資人名義之變更?

該函說明二答覆以：「依B公司八十五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B

公司改由H公司控股香港Y等三家公司轉投資大陸公司，….實質
似未移轉對香港Y等三家公司之長期股權投資。惟財務報告為反
映企業經濟實質，有時並不採法律形式加以表達，故前開係屬股
權出讓買賣或投資人名義變更，宜由貴院依相關事證認定之。」
故由上開證期會函覆之內容，亦不足以認定系爭股權轉讓性質係
屬信託財產返還或變更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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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June 

三、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稅務爭議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6)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9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
第1369號判決：

2)系爭股權移轉交易價格應如何計算?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92號判決認定該股權轉移非屬買賣行為故不
探究其交易價格計算，而其餘4個判決係以權益法認列之長期投資做為出售股
權之價格。

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90年度訴字第

492號判決
其餘4個判決

B公司將原委託吳
○○及蔡○○持
有之系爭香港Y等
三家公司股權移
轉予H公司之行為，
既非屬買賣行為，
則作為計算財產
交易所得基礎之
系爭股權淨值，
究應如何計算，
已無再加以申論
之必要。

 B公司直接對香港Y等三家公司及間接對大陸公司投資持股
股份均逾百分之五十以上，則稅捐稽徵機關主張應以權益
法評價系爭股權價值，並無不合。

按B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財務報告經會計師簽證，
並經股東會承認，作為股東分配盈餘、債權人評估授信及
潛在投資人評估是否進行投資之重要財務會計資訊，稅捐
稽徵機關據以援用並非無據。

至B公司所提出之香港Y等三家公司八十五年度資產負債表，
僅係該年度財務報表之一部分，並未能揭露其自取得系爭
股權至出售該股權時之權益變動情形，無法與B公司告之財
務報告內容相互勾稽，且上開資產負債表僅由吳○○及蔡
○○簽章，其公信力自不及B公司所編製，並經會計師簽證，
應對社會投資大眾及授信單位負責之財務報告。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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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PMG的觀察：公司因應上述爭議之方式 

2015 June 

從上述判決內容可知，針對公司若以
轉讓股權方式調整集團組織架構，稅
捐稽徵機關或法院決定該轉讓交易是
否將產生「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關
鍵要素為：該股權移轉交易是否為財
產交易、是否能證明交易價格合理性 

K

性等等，以下將提出KPMG的觀察，
說明公司應於下列3階段如何依序控
管降低出售境外股權利益之相關稅務
爭議產生： 

企業併購重組衍生之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系列(3)-出售境外股權利益(續17)



重要稅務法令更新 



23   重要稅務法令更新 

核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7條規定，有關國內營業
人（甲）接受保稅區營業人（乙）訂貨，轉向國外廠商（丙）
訂貨，並直接以乙營業人名義報關進口之交易型態之營業稅課
徵事宜

2015 June 

財政部104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404516320號令

補充核釋本部97年10月29日台財稅

字第09704550620號令如下：國內

營業人（甲）接受國內買受人（乙）

訂貨，轉向國外廠商（丙）訂貨，

並直接以買受人（乙）名義報關進

口之交易型態，如買受人（乙）係

保稅區營業人，且該貨物之使用符

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7條

第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1第2

項規定者，

營業人（甲）得按其收取轉付差額

或取得之收入，開立零稅率二聯式

統一發票，並持憑經買受人（乙）

簽署「進口該貨物確係符合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7條第4款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1第2項規定供

營運之貨物無訛」字樣及加蓋其統

一發票專用章之海關核發進口報單

副本，申報適用零稅率。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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