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爭議
預防與解決

2020年9月號

前言
在所得稅法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廢止以前，公司經常
因為可扣抵稅額計算錯誤，導致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
稅額而遭補稅加罰。在公司之股東為非居住者之情形，
因非居住者股東不適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並不享有
稅額扣抵權，故稽徵機關命公司補繳稅款及裁處罰鍰，
往往 難 為公 司 所能 接 受 ， 進而 引發 諸 多稅 務 爭訟 。
然而，歷年來行政法院判決大多支持稽徵機關之法律
見解，並判決公司敗訴。
不過，最高行政法院在今年8月針對上述爭議作成了
指標性的判決。該判決透過大法庭機制，反轉該院過往
之法律見解，認定公司就非居住者股東可扣抵稅額計算
錯誤之部分，得免予補繳稅款。本期第一則主題報導，
將針對此一判決及有關法律爭議進行評析，值得讀者
注意。
另外，有鑑於許多實務上常見之稅務爭議並不總是會
進入行政訴訟階段，而多半是在稅捐調查、復查或訴願
程序 中 ，即 由 徵納 雙 方透 過協 商 、 和 解之 方 式獲 得
解決，故本刊除持續關注司法院大法官及行政法院重要
法律見解之最新發展外，也會就實務上常見，但較少

進入行政訴訟階段之稅務爭議，嘗試從不同於以往的
角度，分析、探究該等爭議之核心問題，並提出可能之
預防、解決方法。
為此，本期將於第二則主題報導，針對企業合併之稅務
爭議進行解析。一方面以簡明之圖表及文字說明協助
讀者了解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與稅負效果，另一方面則
從消滅公司因合併所產生之所得與存續公司所支付之
合併成本應相互勾稽的觀點，就實務上素有爭議之存續
公司商譽攤銷問題，提供讀者一個全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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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
予非居住者股東是否應補稅？
簡析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34號判決

案例背景
A公司為外國公司100％持有之在台子公司。A公司於辦理102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申報後，經國稅局於104年
核定其違反所得稅法第66條之6規定致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乃依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規定，命A公司就
超額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補繳稅款。A公司有無方式可進行救濟？

案例分析
稽徵實務對於公司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予非境內

上述稽徵實務所採取之法律見解，亦為多數行政法院

居住者股東是否應負補繳責任之看法

判決所採納，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170號判決

我國 在107 年1 月1日 以 前 採行 之兩 稅 合一 設 算扣 抵

(下稱「102年判決」)即為典型之代表。

稅制，因計算上頗為複雜，稍有不慎即可能發生錯誤，
進而導致超額分配股東扣抵稅額之結果。依據所得稅法

105年1月15日 修法

第114條之2第1項之規定，公司如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
稅額，稽徵機關應責令公司就超額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
額補繳稅款，並裁處一倍以下之罰鍰。此外，因該條文
並未隨兩稅合一制度廢止而一併刪除，故稽徵機關目前
仍可就核課期間內之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命公司補繳
稅款。
按照我國稽徵實務向來之見解，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

第1項旨在維護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記載之正確性，故
只有公司有股東可扣抵稅額計算錯誤之情事，不論其
股東為「境內居住者」與「非境內居住者」，皆有該
規定之適用。不過，由於所得稅法第3條之1明定非
境內居住者股東不適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該等股東
不享有稅額扣抵權，故財政部於105年1月15日修正
公布「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7條規定，明定
公司超額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其股份由非居住者
股東持有之部分，可免予處罰。儘管如此，稽徵實務

補繳稅款及處罰

補繳稅款

最高行政法院對於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予非境內居住者
股東之最新統一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8月14日作成之109年度判字第434
號判決(下稱「109年判決」)，採取與前述稽徵實務

以及該院102年判決不同之法律見解。109年判決之
看法，可整理如下：
‒ 適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之境內股東，必須取得
公司依所得稅法第102條之1開立之「股利憑單」，
才能按股利憑單之記載，列報因獲配股利而生之
「營利所得」，以及現實上可供其扣抵應納稅額之
「股東可扣抵稅額」。亦即，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
必須仰賴股利憑單，才能運作。

依舊認為，公司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予非境內居住

‒ 非居住者股東因依所得稅法第3條之1規定，不在

者股東時，公司仍需依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第1項規定

兩稅合一之適用範圍內，故公司分派股利予非居住

負補繳責任。

者股東時，不會發給股利憑單，而是依所得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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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88條辦理就源扣繳，並依規定發給「扣繳憑單」，
而扣繳憑單上並無「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欄位。
‒ 公司之股東如果全數為非境內居住者 ，其股東可
扣抵稅額縱使計算錯誤，因非居住者股東不會取得
股利憑單，實際上不會發生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
額之可能與結果，從而不符合所得稅法第114條之2
所稱「致所『分配』之金額，超過依規定計算之
金額」之補稅要件。
‒ 109年判決是由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作成，因該庭
擬採取與102年判決歧異的見解，乃依大法庭制度
徵詢最高行政法院其他各庭之法律見解，而各庭對
於第二庭所提出之看法均表示同意。因此，109年
判決所揭示之法律觀點，可以說是最高行政法院
最新的統一見解。

境內
結算申報

非居住者股東

股利

扣繳憑單

居住者股東
股利

A公司

就源扣繳

KPMG Observations

股利憑單

KPMG觀點

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之計算相當繁雜，公司一有不慎，
即可能導致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結果。況且，如
公司之股東為非境內居住者，該等股東依法既無稅額
扣抵權，就算股東可扣抵稅額形式上計算錯誤，也不會
發生漏稅結果。稽徵機關於此情況下責令公司負擔補繳
責任，在105年以前甚至還會按補繳稅額之倍數裁處罰
鍰，乃是「向公司補徵沒有短漏的稅款、就沒有短漏的
稅款進行漏稅罰之裁處」，並非合理。

最高行政法院在109年判決中，不再依循與過往判決所
表示之法律見解，改從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之實務運作
機制的觀點，輔以對於兩稅合一相關規定之立法意旨的
正確理解，進而扭轉上述不合理之現象，稱其為保障
納稅者權益的指標性判決，應不為過。
KPMG一直以來均十分關心上述議題，亦有協助多名
外商在台子公司與國稅局、財政部進行溝通之豐富
經驗，並促成105年免罰規定之修正。在109年判決
公布後，如公司有因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而經稽徵
機關補稅，且尚在進行行政救濟程序之案件，建議可以
該判決為依據，嘗試說服國稅局、財政部或行政法院
作成對公司有利之決定或判決。
倘若公司於接獲稽徵機關之補稅處分後，未提起行政
救濟即直接繳清稅款，而案件已經確定者，或許可考慮
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
第1540號判決及該院95年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之意旨，主張其因適用法律錯誤而溢繳稅款，向稽徵
機關提出退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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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併時之稅負效果
及商譽爭議之探討

案例背景
A公司及B公司為依我國公司法規定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雙方之合併契約，A公司於109年1月1日(即收購
日或合併基準日)，以現金新台幣(下同)200萬元作為對價合併B公司，B公司則同時辦理解散。假設B公司
股東原始出資額為50萬元，而收購當日B公司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及公允價值資訊如下，則A公司與B公司
吸收合併時，其會計及租稅處理為何？

非聯屬公司間吸收合併案例

案例分析
A公司股東

B公司股東

問題意識
目前實務上對於企業因合併產生之商譽，常因企業無法
證明其「併購成本是否具有真實性、必要性與合理性」
A公司
(存續公司)

承受權利義務

B公司
(消滅公司)

及「取得的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故而被稅局予以
剔除其商譽攤銷費用。相關商譽攤銷爭議討論已久，
不再贅述。本文此次主題報導之目的在於嘗試以不同

B公司資產負債表

帳面價值

公允價值

觀點理解，稅局何以對於存續公司就合併所產生之商譽
攤銷採取較為嚴格之態度。下列為以非聯屬公司間之

資產

吸收合併為例，就存續公司入帳基礎及消滅公司相關
現金及應收帳款

250,000

200,000

稅負之角度進行分析。

存貨

250,000

300,000

合併時存續公司入帳基礎及消滅公司相關稅負效果討論

廠房及機器設備

1,000,000

1,350,000

‒ 存續公司(A公司)應依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入帳

資產總額

1,500,000

1,850,000

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公報「企業合併」(以下簡稱
IFRS 3)規定，收購者收購總成本(合併對價)超過所取得

負債

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認列為商譽，而財政部
應付帳款及票據

200,000

200,000

其他負債

100,000

150,000

負債總額

300,000

350,000

1,200,000

1,500,000

可辨認淨資產

相關函釋亦是採取與IFRS 3相同之規定。是以，案例中
因存續之A公司係以現金200萬元之收購總成本取得
消滅之B公司的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150萬元，是以
A公司應於其財務會計帳上認列50萬元之商譽，A公司
於合併基準日合併B公司時之相關分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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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以現金為對價吸收合併B公司之併購分錄

借：現金

150,000

存貨

200,000

廠房及機器設備

理解散時，因依公司法、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理清算程序
及清算期間所得申報，故按照稽徵實務之看法，B公司

50,000

應收帳款

然而，在稽徵實務上，案例中B公司依雙方合併契約辦

縱因合併產生前述之利得(即200萬元−120萬=80萬

元)，亦不用就該利得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 消滅公司所取得合併對價超過股東出資額部分視為

1,200,000

股東之股利所得：

專利權

250,000

按目前財政部函釋規定，公司進行合併時，消滅公司所

商譽

500,000

取得之全部合併對價超過其全體股東之出資額(即示意
圖中之D−A)，其股東所獲分配該超過部分之金額，應

貸：現金

2,000,000

視為股利所得，依規定課徵所得稅。是以，對B公司

應付帳款及票據

200,000

股東而言，B公司自A公司處所取得的合併對價超過其

其他負債

150,000

原本出資額部分(即200萬元−50萬元=150萬元)，視為
其因合併而取得股利所得，故應依規定課徵所得稅。

‒ 消滅公司(B公司)無須申報合併時因淨資產移轉產生
之利得
吸收合併時，因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所有權利
義務，是以對消滅公司而言，等同於合併基準日時將其
原本帳上全部資產及負債以存續公司所支付之收購成本
為對價移轉出售予存續公司，故會有如下列示意圖所示
因合併產生之利得，即合併對價與消滅公司淨資產帳面
價值間(即D−B)之差額。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綜上可知，合併時消滅公司因依法無需清算而不用申報
其因合併取得對價所產生之利得，造成消滅公司有所得
卻不用繳稅之現象。是以，縱使財稅上均認為非聯屬
公司間吸收合併時，存續公司應以其所取得消滅公司之

淨資產公允價值入帳，並認列商譽，但稅局仍是對存續
公司就合併所支付予消滅公司之對價是否合理產生

視
為
消
滅
公
司
股
東
之
股
利
所
得

合
併
產
生
之
利
得

商譽

D
存續公司支付之合併對價
(200萬)

公允價值與
帳面價值間差異

C
消滅公司淨資產公允價值
(150萬)

歷年權益科目
增加部分
(e.g. 未分配盈餘)

B
消滅公司淨資產帳面價值
(120萬)

原始出資額

A
消滅公司股東原始出資額
(50萬)

質疑，進而對存續公司的合併商譽攤銷認列質疑。
所得稅法雖配合公司法的規定，免除合併時消滅公司之
清算申報義務，但消滅公司因合併移轉淨資產所產生之
利得，可否認定為清算期間之利得而可免予申報課稅，
而非將之歸屬於合併基準日當日發生之利得，似有商榷
之餘地。
反之，案例中消滅之B公司按所得稅法第75條第1項規
定，於申報辦理截至合併日止之當期決算時，若能申報
該筆於合併基準日產生之80萬元利得，如此一來，稅局
便能就合併時消滅公司取得之「合併對價」與所出售之
「淨資產公允價值」間差額課徵到稅收，則其將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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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再對存續公司「支付之合併對價合理性」及後續
「商譽之攤銷費用認列」提出質疑，因為倘稅局接受

消滅公司按出售淨資產時獲得的「合併對價」計算的
課稅所得額時，因買方之合併成本與賣方之所得應得
相互勾稽，理論上亦應接受存續公司取得消滅公司淨
資產所支付的同一筆「合併對價」產生的商譽金額。
同樣地，於公司收購他公司部分營業之情形，稅局於被
收購公司已申報繳納其資產移轉產生之利得情形下，亦
應無立場再對收購公司因收購產生之商譽攤銷質疑，此
議題將留待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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