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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關係企業藉由無形資產之高估或低估 
       而買賣有價證券之非常規交易 

第一節 無形資產買賣與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關聯 

壹、概  論  

關係企業之間，常以買賣有價證券達到套利或資金調度之目的，尤其當負

責人或大股東為謀不法私利，更由上市上櫃之公司買入關係企業中之無揭示價

格之有價證券，再藉由高估股價，將上市上櫃之資金流向未上市上櫃之公司，

而該未上市上櫃公司則為負責人或大股東實際掌控，此種違法行為甚為普遍。

觀察此種交易，類型大多為：高估未上市上櫃公司之股價，理由則以公司擁有

無形資產，例如通路、市場先占（Premier Control）、商譽等項；而當資金流向

關係企業中之未上市上櫃公司，負責人或控制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再非法取得，或藉由該資金買賣上市上櫃之關係企業公司股票套利，或再以該

資金移轉其他用途而實質掏空上市上櫃之公司財產。 

公司無形資產之種類甚多，而現今工商業發達，且呈現高度科技與多元商

業組織型態，因此，無形資產廣為社會眾，亦正因如此，公司無形資產之交易，

亦為大眾肯定，相對地，也變成關係企業負責人套利之工具。尤其在高度科技

發展之工商社會中，技術（Technology）乃為無形資產之典型交易客體，而科

技工業技術，如何估價，亦值得商榷，在關係企業中，負責人藉由高估公司無

形資產，而購買號稱擁有無形資產之無揭示價格股份（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

成為違法證券交易之重要課題。 

我國因為政治特殊因素，政策上限制某些產業前往中國大陸或共產國家為直

接投資，而中國大陸之廉價人力成本與廣大市場，乃使得我國關係企業以迂迴

方式，先在第三國家例如 British Vergin Island或 Cayman Island等稅賦優惠之地

成立所謂 Paper Company1，而此種公司往往只有一至二人為股東，資本額為美

金一萬元，董事會與股東會均在我國召開。在此情況下，我國有若干關係企業

                                 
1. 所謂 Paper Company乃指該地例如 B.V.I.或 Cayman之處，其對公司設立管制甚為寬鬆，且對稅賦採行優惠
策略，因而許多外國公司紛紛在該處設立登記，此種公司其發起人及資本額之要求甚低，且可在境外召開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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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規避政策對大陸直接投資之管制，乃先由大股東或其控制之公司先行在

B.V.I.或 Cayman設立公司，再由 Paper Company到中國大陸設立外資公司並營

業，但實際上在大陸設立之公司與該關係企業之我國境內之主要公司（上市或

上櫃者）有密切關連，甚至由我國境內之公司提供人力支援、財務保證2、業務

供應與使用相同商標，換言之，該 B.V.I.或 Cayman Island到中國大陸所設立之

外資公司，實際上與台灣之公司無異。此種規避我國政策之管制，行之若干年

後，再由在台灣之公司向大股東買入 B.V.I.或 Cayman Island之境外公司股權，

以達實際在大陸投資之結果，但在買入境外公司股份時，即以無形資產之高估，

而達到套利之目的。 

貳、無揭示價格之股票交易  

一 .相關法令之基本規範  

公司法對於無揭示價格之股票交易，除為公司重大經營事項應依第一

百八十五條之股東會特別決議外，其他並無明定。但證期局依證券交易法

第三十六條之一具體授權發布制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則有所規範，上開準則並由各公開發行公司據以訂立公司之取得或處

分資產內規再由股東會決議通過實施。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內容，應遵守評估

程式、作業程式、公告申報程式，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公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第十條）。而且，若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

                                 
2. 例如在台灣之上市公司先行提供銀行定存單或不動產質押於跨國經營之銀行，該銀行則由其設立在中國大
陸之分行開立 Standby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給在中國大陸之當地銀行（例如中國人民銀行），當地銀
行再放款給 B.V.I.或 Cayman Island設立中國大陸之外資公司。若萬一中國大陸之當地銀行有催收時，可將
Standby L/C兌現，再由台灣之跨國銀行向該上市公司實施擔保品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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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第

十一條）。 

此外，在課稅角度觀察，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前段及第二十九條之規範，未上市或未上櫃之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應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遺產稅或贈與稅，此亦為相

關參考準據3。 

二.未上市或未上櫃股票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關係企業，經由形式上合法之

董事會決議，將公司所持有之未上市或未上櫃股票，以低價出售其親屬或

所投資之公司等特定對象或人頭戶，再將股票以高價出售給其他人，如此

一來，則可獲得鉅額價差。另一種情形，則由關係企業之間，以高價出售

予關係企業中之主要公司（即上市或上櫃之公司），套取主要公司之資金。

此種交易型態，實因欠缺有效控制價格之比較法則，而各個公司之規模大

小、經營體質、財務狀況及發展潛力，千差萬別，如欲尋得相對比較價格

之公司，誠非易事。且未上市或未上櫃之公司股票，本身並無揭示價格，

無法判定其價格是否合乎常規。更何況，有關此種股票交易，控制股東或

不法行為人常以「程式正當」與「價格合理」置辯，就前者而言，公司均

有依照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藉以掩飾程式之正當性，而就後者之價格合

理性，則以公司無形資產之高估或低估作為手段，例如商譽、技術、影音

儲存、網路、先佔控制（Premier Control）、電子平臺、經銷通路、商業方

法（Business Model）、科技保全、電腦防毒等無形資產，以作為高價或低

價評估之藉口4。 

三 .「限制上市股票」之合理交易價格  

                                 
3. 財政部七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台財稅第四○八三三號及七十九年九月六日台財稅字第七九○二○一八三三號
函釋參照。  

4. 例如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六四號、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三八七八號判決「國
揚案」，國揚集團中，其上市之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向該集團負責人所持有之關係企業三功公司、漢
華公司、承陽公司、漢聯公司之股票，且將金額高估，分別每股金額為新台幣 19,271 元、21 元、40 元、
49元，使國揚公司以總價 6,548,371,800元之價額，向集團負責人買入股票，掏空上市之國揚公司六十五億
元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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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制上市股票之定義 

關於限制上市股票之定義，指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股票已上市之公司，再發行新股者，其新股股票於向股東交付之

日起上市買賣。但公司有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時，主管

機關得限制上市買賣。」5，依上述內容，上市公司之上市股票原應在集

中交易市場中流通交易，並以該收盤價格為上市股票之估定價格，然若

上市公司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時（該款內容

多為公司之資本、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交易秩序或有損公益之虞者），

該上市公司倘有要增資發行新股，主管機關得將該次發行之股票命其不

得在集中交易市場中買賣，以免其繼續影響交易秩序或有損公益，該等

股票須在公開說明書之封面及公告報紙以顯著字體刊印，而該次限制上

市股票之票面上亦均要註明為限制上市等字樣，該限制上市股票即僅得

同於一般未上市股票交易之方式，亦因其未能得於集中市場流通買賣，

該等股票之流通價值較低，故縱為同一上市公司之發行股票，其限制上

市股票價格均較一般得上市股票之價格為低。 

(二)限制上市股票之法令依據 

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已在證券交易市

場上市之有價證券，發生左列各款情事之一時，得命令停止其一部或全

部之買賣，或對證券自營商、證券經紀商之買賣數量加以限制： 

1.發行該有價証券之公司遇有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其結果足以使公司

解散或變更其組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狀況或停頓生產，而有影

響市場交易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2.發行該有價証券之公司，遇有重大災害，簽訂重要契約，發生特殊事

故，改變業務計畫之重要內容或退票，其結果足以使公司之財務有顯

著重大之變更，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3.發行該有價証券之公司之行為，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其

證券價格，而及於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5. 證期局台財證一字第○九二○一○九五九五號函令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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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該有價證券之市場價格，發生連續暴漲或暴跌情事，並使他種有價證

券隨同為非正常之漲跌，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已上市之有價證券，發生前項各款以外之情事，顯足影響市場秩序

或損害公益者，主管機關經報請財政部核准後，準用前項之規定辦理。」 

(三)限制上市股票之交易股價計算 

又按既然限制上市股票與上市股票有諸多差異性，若要進行限制上

市股票之交易，其交易價格如何計算，依證期局台財證一字第

0920109595號函表示：「有關已上市股票之交易價格，主要係透過台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之集中交易市場集中撮合，並依雙方申

報價格以競價方式決定之。惟因該等限制上市買賣股票無法於集中交易

市場進行買賣，故該等交易價格由買賣雙方參酌相關資料後議定。」，

由上述函令內容可知，限制上市買賣股票因非可在集中交易市場買賣，

故買賣雙方於議定價格時，即非得能以同公司中上市股票之收盤價格估

定，而此種股票因非得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其股票價值中之流通價值

大幅減少，故一般為買賣此種限制上市股票時，價格通常遠低於上市股

票，而估定限制上市股票之價格標準，即是以該公司之淨值估算，亦即

將其視同於未上市股票價格估算標準6。 

四 .擁有鉅額價值不動產之未上市或未上櫃公司股票交易  

關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股票交易，較為特殊之類型，即為目標公司

（Target Company）擁有鉅額價值之資產，尤其是不動產。此時，購買之

對象實際上為不動產而非股份。質言之，此種股份或股票交易，形式上買

賣標的為股權，但實際上係為規避鉅額土地增值稅與其他稅捐，藉由股份

買賣，達到節稅或規避稅捐之目的。 

實務上，亦曾經發生此種關係企業交易之案例，大華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為股票上市公司，為取得統一飯店之精華土地，而向統一大飯店股份有

                                 
6. 實務上，因限制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價格之認定，係「大業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該公司原名為「濟
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該案為關於交易價格課稅之爭議，稅捐機關認為應以「證券市場收盤價」為準，
但事實上，該案之納稅義務人所交易之股票遭限制上市，因而抗辯應以「公司淨值」為標準，此案現由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一號審理中，尚未裁判，此實例值得觀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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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之股東購買百分之九十四股份，並由大華建設公司之主要股東（自

然人）購買其他百分之四股權。完成交易後，大華建設公司足以掌控統一

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再將統一飯店拆除重建，使原來之飯店經營，變成

建屋出售。此種交易實際上係為稅賦考量，且能使大華建設公司之財務帳

面獲利。因為，如果以購買不動產之方式，取得飯店產權再拆除並建屋出

售，勢必負擔鉅額土地增值稅而影響獲利，但大華建設公司以購買統一飯

店之股份，再經董事會決議與股東會決議，拆除飯店重建出售，實質上並

非以購買股份為目的，而係欲取得不動產所有權。此案例，經大華建設公

司之股東向法院提起民刑訴訟，民事方面起訴請求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

刑事部分則告訴大華建設公司之董事長、參與決議董事與監察人涉嫌背信

罪，但均經法院駁回並認為此種交易並不違法7。法院認為本案交易合法之

主要理由，在於「程式正確」與「價格合理」，包括股東會決議、董事會決

議、證券專家之評估報告、不動產鑑定報告、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要點、揭露公告申報，程式上完全符合規定，而且其價格亦屬合理。

因此法院駁回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之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且檢察官亦對刑事被告（公司董事長、參與決議之董事、監察人）為不起

訴處分，全案已確定。 

針對上述此種類型之股票交易，就股份價格之評估，應審酌甚多因素，

包括：以公平客觀之原則，考量目標公司之獲利能力、業務狀況與股東權

益之實際狀況，目標公司之未來有利及不利因素，最近三年之財務資料（資

產負債、損益），綜合評估再計算其單股價格；此外，仍應斟酌程式之是否

正確，包括法令規範與公司內規，例如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

定應由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等項。 

參、上市或上櫃之承銷價格與市場慣用估價方式  

一 .市場慣用之承銷價格參考公式（承銷參考價）  

所謂市場慣用之承銷價格參考公式，又稱為「承銷參考價」此係依據

                                 
7.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一一三二號、第一一一三三號、第一一一三四號不起訴處分
書參照。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八六七號民事判決參照。本案之民事原告與刑事告訴人之
主張，認為大華建設公司以每股 106.2元至 156.25元向統一飯店購買百分之九十四股份，但大華建設公司
之主要股東，卻以每股 99.33元購得另百分之六股權，因此指控公司方面之交易涉嫌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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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主管機關之函令「股票承銷價格訂定使用財務資料注意事項」之參考
8，其所示市場慣用之承銷價格參考方式為： 

本益比還原值×40%＋股利率還原值×20%＋每股淨值×20%＋預估股

利還原值×20%＝(A×40%)＋(B×20%)＋(C×20%)＋(D×20%)＝P 

Ａ項：最近三年度平均每股稅後純益×同業類似公司股票最近三年度平均本

益比，其權值佔 40%。 

Ｂ項：最近三年度平均每股股利÷同業類似公司股票最近三年度平均股利

率，其權值佔 20%。 

Ｃ項：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財務資料之每股淨值，其權值佔 20%。 

Ｄ項：當年度預估每股股利÷金融機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其權值佔 20%。 

二 .上市或上櫃股票掛牌價格之形成  

(一)競價拍賣與公開申購 

1.議價 

初次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於前述以市場慣用之承銷價格參考公式

計算出「承銷參考價」後，應由發行公司與輔導承銷證券商議價，雙

方就參考價格另行議訂出每股單價。此原因在於公開發行公司股票初

次上市、上櫃之承銷案件，應保留承銷總數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

由證券商自承認購，所以必須由雙方議價9。 

2.競價拍賣 

當前述由發行公司與證券承銷商議訂價格後，該議價並非即為掛

牌價格，尚須經競價拍賣或詢價圈購之程式，形成掛牌價格。所謂競

價拍賣，係指由投資人參與投標，再依投標價格之高低順序，價格較

高者優先得標，並將得標價格未超過議定之最低承銷價格之 1.3倍部

分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價格作為公開申購配售價格之方法，此種

                                 
8. 財政部證期局八十年二月十八日(81)台財證(一)第○○二四○號函釋參照。  
9. 參照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八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
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九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中證商電字第 0920000084號公告）第四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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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價拍賣方式能使承銷價格之決定，更具有市場性10。而公開申購即

一般所謂之公開抽籤配售，於申購數量超過配售數量時以公開抽籤之

方式分配者而言。茲舉例說明之： 

Ａ公司依證期局規定之「市場慣用承銷參考價」算出為新台幣 60

元，而該公司上市發行轉導承銷證券商為Ｂ公司，經ＡＢ依「中華民

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之規

定，因Ｂ券商必須強制認購百分之十至二十五，乃議價定為每股 50

元，此時則以 50 元由投資人競價拍賣；再觀察投資人出價購買之價

格，如果全部競拍之應買人所出之價格，均在 1.3倍以上（即 50元×

1.3＝65元），則採 65元為公開申購之價格，亦即以 65元為掛牌價，

但得標者仍應以得標價格應買。若競標之出價得標投資人並非全部均

在 65元以上（即議價之 1.3倍），則應計算投資人在議價（底價）與

1.3倍以下間之均價，換言之，此時應就投資人所出價格，介於 50（議

價）與 65元（1.3倍）之間，所出價格與股數，算出平均每股得標價，

做為公開申購與掛牌價格，但所有競拍之得標人仍亦依得標價格認購。 

(二)詢價圈購 

有關詢價圈購之規定，於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具體授權證

期局訂立「證券商管理規則」，依該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中華民國證

券商業同業公會訂有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二十一

條至第二十九條。詢價圈購為承銷商藉由投資人圈購，探求市場需求情

形，以訂定承銷價格及投資人認購數量之方法。參加圈購之投資人向證

券承銷商遞交圈購單，僅係向證券承銷商表達認購意願，證券承銷商受

理圈購，亦僅係探求投資人之認購意願，雙方均不受圈購單之內容所拘

束。承銷商? 總圈購情形後，再與發行公司議定實際承銷價格。換言之，

此種有價證券之銷售，係由發行公司定出價格與數量，再由投資人填寫

「認購意願單」，發行公司再與承銷證券商統計，最後訂出一個價格，

做為承銷價格。 

                                 
10. 同前註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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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隆案」無罪確定－法院實務不以「市場慣用之承銷參考公式」判

斷「無揭示價格」之股票交易合理價格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間發生之著名實例「華隆案」，於民國九十三年

四月間無罪確定11。此案之無罪確定，值得觀察研究，因為該案涉及未

上市或上櫃之「國華人壽公司」之股票交易，公訴人認為國華人壽公司

之股價每股為一千元以上，但被告間卻以每股一百二十元成交，顯有背

信罪嫌。法院判決被告無罪之理由在於案發當時，國華人壽公司股票係

未經核准公開上市、上櫃或辦理初次承銷之公司股票，業經財政部證管

會多次函敘甚明。次查財政部證管會早於八十年五月八日即以（八○）

台財證字第五五○○六號函覆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表示：「二、所

屬根據本會頒佈『股票承銷價格訂定使用財務資料注意事項』計算國華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七十九年十二月若承銷，其合理價格上、下

限乙節，經查上揭注意事項通常適用於其公司股票已核准上市或上櫃而

辦理初次承銷時，由證券承銷商本其專業及經驗選擇營運、營收、資本、

資產相當之採樣公司，蒐集及分析相關資料，參酌專家意見並衡酌過去

三年及未來相關資訊適當調整計算後，再與發行公司共同議定後而得。

承銷時再由承銷商依證券交易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將承銷契約報本會備

查。三、本案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尚未經核准其上市、上櫃或對

外公開承銷；與前述之情形不同，且影響股價因素甚多，實務上，未上

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實際價格亦應由買賣雙方議價決定，且依現行法令

尚無由本會予以核算之規定。甚者如必須適用前揭注意事項計算價格

時，似亦宜洽請客觀公正之證券商及相關證券專家會同核計並據以表示

意見。」，另該會於八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以（八一）台財證字第五○○

                                 
11.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上更 (二)字第二二號判決無罪，經公訴人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上訴，
全案因而無罪確定，此案之案號為：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年度訴字第一三五六號、一三五七號、二八八五號判決起訴案號：台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八十年度偵字第五六八二、一○一三四號、七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九七一號；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檢察署八十年度偵字第三三二九、三三三○、三四三五、四三一八號。移送併案審理案號：台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八十年度偵字第八一○二、一二三八七號、一一四二六、八○九九、一二五一○、一二六○三、
一二六○一、八十二年度他字第七五五、七六七、七九四、八三七、九一三號、八十一年度偵字第三三二
九、三三三○、三四三五、四三一八號、八十年度他字第五六四號、八十一年度他字第二一一、八十二年
度偵字第八二八六號、八十三年度偵字第八二八六號、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七六九一、二三五六○號、八十
七年度偵字第二四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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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號函覆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時，除重申前開意旨外，並於理由中說

明「如非屬股票公開銷售，則其價格係由買賣雙方經合理議價後而決

定。」。又財政部證管會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八三）台財證字第

四六八四五號函覆時，亦再度表明「本案國華人壽公司於七十九年十一

月、十二月間，其股票尚未經核准其上市、上櫃，其市場合理價格似宜

參酌其相近時期之非關係人間買賣價格而決定。如無客觀合理之交易價

格可資參考，似宜由法院洽請客觀公正、超然獨立之證券分析專家、學

者或證券專業機構為之。」等情。而證人即財政部證管會第一組科長杜

惠娟於偵查中亦證稱：國華人壽股票未上市，未上市就沒一定之交易價

格等語，證人即證管會承辦人員張麗貞亦證稱：「未上市未上櫃公司之

股價係由專家來議定，而買賣價格是由雙方來決定，要說價格是否合理

則不一定，實務上通常未上市未上櫃價格由買賣雙方決定，是否合理則

不知」等語。由上述財政部證管會多次函件所述、及證人杜惠娟、張麗

貞之證言，可知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之交易價格，並無一定合理、

客觀標準可資判斷，實際上僅係由買賣雙方自行衡量商議決定，至於財

政部證管會頒佈之「股票承購價格注意事項」，僅係供經核准上市、上

櫃之公司初次辦理承銷時之參考計算標準，國華人壽股票既非經核准上

市、上櫃而欲初次辦理承銷，並不能適用上開「股票承購價格注意事項」

作為判斷其股票合理交易價格之依據。公訴人依據上開「股票承購價格

注意事項」等相關資料計算認為國華人壽股票每股價值為一千元以上乙

節，即顯屬無據，要無可採，更不能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最後，法

院審酌各項因素，認定股價每股一百二十元為合理，因而不採公訴人之

依據，而判決全部被告無罪確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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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司無形資產之特質與交易估價之重要課題 

壹、概說（一個故事的啟示）  

當美國太空船登陸月球之前，學者專家一致認為月球表面因屬無空氣之真

空狀態，因此判斷月球之地表應為鬆軟之沈積厚塵。及至太空人登上月球後，

發現月球為硬質地表。經由研究，結果指出：「宇宙塵粉以極端之快速降落月球

表面，而塵粉因快速移動而產生電荷，且塵粉互撞之結果，分子間結合而成為

硬塊，造成月球之硬質地表」。後來日本工程師精研此理，利用上開原則，以金

屬粉塵在真空中高速飛撞，結果成功研發一直被公認無法製造之「合金」，此事

一直被認為係「專利權」之典故。嗣工商多元化發展，企業間除對工業財產權

（其範圍大於智慧財產權）高度重視外，亦漸著重各種無形資產，但法令多僅

規範智慧財產權。職是，就公司無形資產而言，因其態樣日漸科技化，舉凡無

揭示價格之股權、商譽（Good Will）、技術、影音儲存、網路、電子平臺、影

片片庫、商業方法（Business Model）12、科技之保全、技術交易市場。此種資

產價值愈趨重要，極具研究價值。 

貳、問題之提出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修正，將股份有限公司之出資，由「現金」擴大

範圍，允許以「貨幣債權」、「技術」、「商譽」抵充之。而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有關公司重大行為之股東會特別決議，對於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與財產之讓

與或受讓，一直久缺公允價格之準據。又金融機構合併法中，對於合併之許可

（第六條）、股東會對於財務報表之審查（Due Diligence）（第八條）、以收購金

融機構不良債權為目的之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審查

收購目標公司之資產（第十五條），不論為概括承受、概括讓與、分次讓與或讓

與主要部分之營業及資產負債，均涉及公司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之價格評估。

惟對無形資產之價格，評估甚為困難。另金融控股公司法施行後，金控公司為 

                                 
12. Business Model（商業方法）在國外先進國家已被承認為一種專利技術，Business Model之案例亦不在少數。
例如：科技產品之通路及販賣，在美國已行之有年，此項業務之設置、管理與財務控制（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and Finance）即為一種 Business Model。假設美國之跨國企業欲前往開發中國家經營科技產品
之通路與販賣，如援引已在美國成型之 Business Model，則可節省鉅額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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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目的之實現，其成立方式不論係採「營業讓與」或「股份轉換」13，就公

司無形資產之價格，並無適當之判斷機制。又企業併購法中，就合併、收購與

公司分割而言，更常涉及企業無形資產之鑑價（第十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

三條），即使是在「惡性兼併」（Hostile Acquisition），亦極易產生疑義；此外，

公司法關係企業中有價證券之交易或關係人交易，對於無揭示價格之關係企業

股權之購買價格，極易產生非常規交易（No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而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對非常規交易者課以重責14，但無具體明確之

法律定義。近年來關係企業購併風氣極盛，於評估目標公司之資產購買價格時，

均將無形資產認列其中，而企業財務報表攸關投資人權益，就無形資產之交易，

常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態樣，從而無形資產與非常規交易即產生關聯。 

參、我國現行法令之規範與缺失  

一 .法令不完整：  

我國現行法令對於公司無形資產之定義與保護並不完整，關於無形資

產，僅就智慧財產權以法律保護。而所謂智慧財產權，其法律效力範圍亦

只及於：著作權、智慧創作物之保護（例如專利、植物新品種、積體電路

佈局、電腦軟體保護、工業設計、營業秘密等）、營業上標誌之保護（例如

商標、服務標章、商號權、防止不正當競爭等），無法涵蓋多元化之科技與

知識經濟產品。雖專利法第十九條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

作」列為專利，但仍不完整；近年來，國際資訊高度科技化，知識密集帶

動之科技產品甚多，智慧財產權之法令尚無法充分保護，例如首揭之

                                 
13. 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得依「營業讓與」之方式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而其方
式係由金融機構經其股東會決議，讓與全部營業及主要資產負債予他公司，以所讓與之資產負債淨值為對
價，繳足承購他公司發行新股所需股款，並於取得發行新股時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同時他公司轉換為其
子公司（第二十四條）；另亦得以「股份轉換」之方式，先經主管機關許可，由金融機構經其股東會決議，
讓與全部已發行股份予預定之金融控股公司作為對價，以繳足原金融機構股東承購金融控股公司所發行之
新股或發起設立所需之股款，該金融機構即轉換成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第二十六條）。  

14. 非常規交易（No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雖由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加以規範，但該法欠
缺具體要件敘述。通常，判斷其合法性與否，應自交易程式之正確性（Due Process）與價格之合理性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加以觀察，並佐以商業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ement Rule）、忠誠義務與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Fiduciary Duty, Duty of Care, Duty of Loyalty）。最常見之非常規交易行為有：租稅規
避、關係人不動產交易（利益輸送）、關係人股權交易、資金融通（違法資金貸與）、信用補強（違法背
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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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商業方法）、影音儲存之程式與網路交易保全方法，在國

內尚無法申請專利。且無形資產亦不僅智慧財產權，例如商譽，我國法院

實務認為私法人名譽受損時只得請求回復，無財產上之損害，因而無法評

估價值15。 

二 .法令無具體規範鑑價機制：  

無形資產之鑑價機制，尚無法令具體規範，導致坊間鑑價機構良莠不

齊。現行法令提及公司無形資產之鑑價，只在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法院囑託專責機關或專家估計專利權損害

賠償之數額，如此而已。但事實上，鑑價之品質，建立於人力、資源與資

訊透明化之基礎上。且公司無形資產之鑑價，本為高難度之專業，如因市

場競爭，導致品質不良，亦值商榷（目前較有公信力之鑑價機構不多，例

如中華徵信所）。如以技術入股為例，純就公司財務報表與技術說明書，尚

不足評斷其技術與股份之價值，但坊間卻常據此為基準，甚不妥當，此有

如「學校敲鐘工友與鐘錶店互相核對時間」，可能二者均不正確。 

三 .法令執行有實質上困難：  

雖然經濟暨證券主管機關對於發行公司頒佈各種管理規則，但仍有其

實質上之困難。政府對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因資本證券化與證券大眾

化之考量，乃依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具體授權主管機關頒佈多項措施或行

政命令，例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公開發行公司向關

係人購買不動產處理要點、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上市上櫃公司

背書保證處理要點、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編

製準則，等相關規定，並要求公開發行公司依前開規範應另制訂公司內規，

經股東會決議後實行。惟因政府資源不足，僅能就申報公告之事項為形式

審查或必要性調查，無法進行實質審查，加上公司治理制度（Corporate 

Governance）未能落實，導致發現時已嫌太遲，無法充分保障公司股東、

債權人與投資大眾。以台灣地區近年來若干關係企業所生弊端為例，所謂

「地雷股」案件中，多為關係人交易之違法，包括背書保證、資金融通、

                                 
15. 最高法院六十二年度臺上字第二八○六號判例闡示：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
之痛苦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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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揭示價格之股權買賣，等各種利益輸送。而此情況，欠缺公司無形資產

之公信鑑價機制，亦為無法對非常規交易行為防弊之原因。 

四 .經濟部建立技術交易市場之努力：  

有鑑於技術之需求、創造、買賣與交易服務，經濟部於二○○一年間

建立「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秉持理念為知識經濟之發展有賴

智慧財產，如何有效率地取得有價值的智慧財產並快速地運用則是核心課

題。在資訊不對稱、技術應用跨領域及交易漸趨專業化等情況下，讓技術

供需雙方及技術交易服務業齊聚成立社群、進行技術或專利之交易平臺之

建置不失為一項可提升交易效率的方式，同時亦可提供技術交易服務的商

機，促進技術交易服務業之興起。 

「經濟部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簡稱 TWTM），由經濟部

工業局出資成立，並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經營。採會員制方式運

作，積極邀請國內外企業、創投業、研究機構、學術機構及個人等技術供

需關係人，以及有能力提供技術交易相關服務（例如專利檢索／分析、技

術鑑價、技術仲介、協商談判及營運計畫書撰寫．．．等）之專業機構成

為 TWTM 會員，並由服務中心主辦人員居中促進彼此間之互動及媒合機

會。 

TWTM交易網，技術供應者包括法人機構、企業、學術機構、政府機

構，與個人，對於技術需求者，包括企業、創投、法人投資、與一般投資

人，建立「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此舉對於技術交易有很大貢獻，惟

其範圍尚非廣泛，就公司之無形資產（例如商譽、無揭示價格之有價證券）

並不能全部涵蓋，亦屬美中不足。 

肆、鑑價機制與金融體系之關聯  

依前所述，對於公司無形資產之評估與鑑價機制，由於本質上之高難度16，

加上法令規範不完整，導致無所適從，甚至對關係企業弊病無法防止。實際上，

除公司技術入股或智慧財產權之拍賣外，甚少鑑價，更遑論如商譽、商業方法

（Business Model）等無形資產。而企業對於公司營運資金之需求，除資本及公

                                 
16. 例如荷蘭 PHILIPS公司產品「可書寫型式之光學讀取紀錄載體」之專利技術，含有營業秘密，除可補強專
利技術外，尚可防止他人侵權。依此實例，足見公司無形資產之鑑價，甚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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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債以外，有賴於金融機關之融資（Business Financing）。就此，金融機構對企

業無形資產之融資擔保，確有必要。在科技進步之知識經濟時代中，科技公司

往往並無足夠資本供應龐大研發費用。所以創立之初，均由創投公司介入，在

公司設立五年後，銀行始願提供融資借貸，此現象更使科技公司進展緩慢。因

此，如何以公司無形資產提供為金融機構之授信擔保，亦有賴於有公信力之鑑

價機制。由於對公司無形資產尚未建立合理公信之價值評估準則，雖金融已趨

自由化，但民營銀行考量商業利益，其對此融資擔保之態度非常保守。加上無

形資產之實用性、價值性及使用具體性，均非屬銀行辦理授信人員之判斷能力

可及，金融主管機關亦未對銀行辦理該項業務形成規範，使得公營銀行、民營

銀行或票券商對公司無形資產之授信擔保產生疑慮。 

現有法規中，以公司無形資產作為授信擔保者，只有二○○一年八月一日

修正之「自創品牌貸款要點」。此係專利商品化之獎助措施，允許產品在生產過

程中，將專利權轉化為可販售之商品，洽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授權國內各

公民營銀行運作辦理，以具體協助廠商解決行銷資金不足問題17。舉凡貸款對

象、辦理貸款之金融機關、貸款用途及方法、授信額度（最高新台幣壹億元）、

貸款期限（最長五年）、利率與申請程式，均有規範。惟「自創品牌貸款辦法」

僅限於品牌推廣之設計、廣告、包裝、行銷委託、售後服務、設備投資及其他

相關計劃，並未對公司無形資產全部納入融資授信擔保。質言之，我國現行法

令，尚難謂將公司無形資產之鑑價機制與金融體系，做出連結條件與配套措施。

而銀行法與票券商管理辦法對於授信擔保之限制（例如銀行法第十二條）。加上

金融業授信承辦人員對背信罪責之擔憂，亦使以公司無形資產做為融資擔保窒

礙難行；上述「自創品牌貸款辦法」雖對企業界助益不小，但就專利技術而言，

專利法第六條規定：「以專利權為標的設定質權者，除契約另有規定外，質權人

不得實施該專利權」，又使金融機關對「技術鑑價與質權擔保融資」之態度更加

保守18。 

伍、會計介面之分析  

公司財務報表之範圍，包含現金流量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盈虧撥補

                                 
17. 此「自創品牌貸款要點」係由國貿局與財政部於二○○一年會計年度共同訂定。  
18. 另專利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專利權共有人不得以其應有之部分讓與他人或設定質權，此亦限縮金融機構對專
利權之融資擔保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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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二百二十八條）。其中資產負債表中，

對於公司無形資產之認列，尚有困難。基本上，有權利證書之無形資產（如智

慧財產權），較可在資產項目中認定，但對於商譽、營業秘密、專門技術或配方

等無形資產，現行法規及會計準則並未明確界定，適用頗為困難。除在技術入

股或未揭示價格之股權交易時有所考量外，其他情況鮮少認定。 

由於法律對「非常規交易」之禁止，所以會計作業對於公司無形資產之認

列亦受限制。在關係人交易之會計介面，其規範包含：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第十八條）、金融機構非營業用辦公場所管理辦法（第四條）、外國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第四條）、台灣

證券交易法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暨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

明（第一條、第二條第四項第五款、第二條第十項）、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

申請上市案之評估查核程式（第六條）、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之處

理要點（第四條：涉有非常規交易之認定標準），此外，財務會計準則第六號公

報，對於「關係人交易之揭露」亦有規範。惟上述會計介面，對於公司無形資

產之認定與交易判斷機制，仍屬不足。 

陸、國外若干法則之觀察  

一 .國際會計準則（IAS）第三十八號公報：  

在國外，依「國際會計準則」（IAS）第三十八號公報，則對「無形資

產」做出明確規定19。該三十八號準則係對其他國際會計準則中無具體涉

及之會計處理進行規範，要求當特定條件滿足時，應對企業確認無形資產。

且該準則亦對如何計量無形資產之帳面金額作出規定，並對公司無形資產

之認定提出評價要求。第三十八號公報會計準則第七點明確定義無形資產

為：「指適用於商品或勞務之生產或供應、出租給其他單位元、或管理目的

而持有之無實體形態之可辨認之非貨幣資產」。綜合而言，該公報內容包

含：無形資產之定義、可辨認性、控制、未來經濟效益、無形資產之確認

與初始計量、企業合併時無形資產之獲得、內部產生之商譽與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與成本、費用之確認、無形資產之計量分子、攤銷方法、殘值、

揭露程式等項，共計一百二十三點規定，頗值參考引進適用。 

                                 
19. http://www.chaina-cpa.com/Int-acc/IAS-38.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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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方面：  

美國在 1980年代有一家名為 M-CAM公司，為最早對於 I.P.R.（智慧

財產權）之鑑價機構，該公司主要服務項目在於使企業能藉其智慧財產權

與無形資產利用「智慧資本」、創造智慧財產權流動市場、部署全球性有公

信力之智慧財產權分析功能。M-CAM 公司以其分析與發展業務之經驗，

擴展智慧財產鑑價之機制，甚為成功20。 

後來，美國發展出一種特殊機制，稱為「Technology Escrow Service」

（技術信託服務），藉由「技術信託服務公司」（Technology Escrow Service 

Company）與欲提供智慧財產權為擔保而借款之公司（借款公司）訂立「技

術信託契約」（Technology Collateral Escrow Agreement），在此信託契約規

範中，技術信託服務公司有權調查，包括專利、著作權、商業機密、會計

審查，等各種程式。除此之外，技術信託服務公司對融資標的有權管理、

確認與證實效力（ to identify, validate and administer the physical 

embodiments）。這種由第三者做為 escrow的機制，提高銀行貸款意願，促

成很多融資成功之案例21。 

三 .日本方面：  

一九九五年，日本住友銀行出資 45%，與另一家 Bandai Visual公司（出

資 55%），合資設立 Multimedia Finance公司，資本額為日幣五千萬元，提

供對於智慧財產權之擔保融資。該公司之業務範圍包含遊戲軟體、電視電

影等影像軟體，以及電腦軟體三大領域之擔保融資，逐步累積評估公司無

形資產之能力，並創造新融資體系，帶動日本金融界對公司無形資產授信

擔保之發展。另日本於一九五一年創設「新技術企業化」制度，協助業者

取得研發資金，一九八○年將「新技術企業化」改為「新技術開發融資」，

將新技術企業，試驗階段所投資之設備亦列入融資對象22。 

據此觀察，我國現有法律體系對公司無形資產之規範與保障，並不完

整，散見於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種苗法、積體電路佈局保護

                                 
20. 參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二○○一年十一月委託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企業智慧財產融資之可行性
分析研究報告」，頁 7。  

21. 同前註，在美國最具代表性者為 DSI Technology Escrow Service Company. 
22. 參前揭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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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平交易法、營業秘密法。且前開法律亦未對公司無形資產建立鑑價

機制。雖民法第九百條與銀行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權利質權可為擔保標

的物，惟因鑑價機制之欠缺，致實務上以公司無形資產為授信擔保者不多，

影響科技進步與整體經濟。現行實務上，因銀行對公司無形資產未有授信

作業規範，且銀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與商業會計法第五條規定無形資產

以實際成本為取得成本，須由銀行依據時值、折舊率及銷售性，覈實決定。

導致公司無形資產估價困難、價值容易被低估及交易困難。爰建議應成立

公司無形資產之公信鑑價機構，設立財團法人或開放民間機構承辦，並建

立配套措施23。另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八號規範，容許研發成本列為

公司無形資產，以反映真實成本，提高企業研發意願。並提高銀行接受公

司無形資產為融資擔保之上限與作業規範之訂立，政府應考慮補助此類融

資之逾期放款與呆帳損失。另擴大「技術交易市場」，強化 TWTM之功能，

整合交易平臺，建構技術交易體系，引進外國法制與交流合作，充分發揮

公司無形資產之功能。 

                                 
23. 例如就不動產之估價，二○○○年十月通過「不動產估價師法」，二○○一年十月又公佈「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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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形資產之定位與基本內涵 

壹、無形資產之定位  

一 .企業無形資產之意義  

所謂「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會計上係指公司所擁有具有「排

他之專屬性質權利」之無實體而存在之資產，而此種資產必須為提供企業

營業使用，且能創造未來經濟效率（future economic benefit）。簡言之，無

形資產係指「無形體之營業用資產」，其性質應包含24： 

(一)無實體存在，大多為一種權利，由法律所賦予，具有價值而無形體。 

(二)具有排他專用權之性質，受法律保障，例如專利權、商標權。有時在

性質上排除他人致他人無法加以使用，例如商譽。 

(三)須能創造未來經濟效益，此為重要之前提，否則即不能認為資產。 

(四)用途在於供營業使用，俾供獲取利益，職是，如果係供出售或用於投

資之用途者，不屬之。 

(五)耐用效益在會計上認列之條件，無形資產必須有超過一年之效益年限。 

(六)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之區別，在於前者不具形體，而收益不確定且波

動大，並可能僅對公司有特定價值，單獨轉讓困難，且效益年限亦可能

難以確定（例如商譽）。 

此外，依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公佈之國際會計準則（IAS）

第三十號公報，就無形資產之定義，認為係：「企業用於製造商品、提供服

務、出租或營運，且可辨認之非貨幣實體資產」。另依據我國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務會計準則」第一號公報，認定無形資產係

指「無形體存在之營運用資產」。又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十九條則規定「無

形資產為無實體存在而具有經濟價值之資產」。 

早期，公司或企業的生產要素是建立在大量勞力與資金等有形資產之

                                 
24. 鄭丁旺，中級會計學（上冊），頁 457-458，一九九七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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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透過巨額資金購買廠房、機器等硬體設備與土地，再配合大量勞工進

行產品的生產，最後經由銷售產品而獲利。因此，傳統評估一家公司體質

與獲利能力是否良好，主要是藉由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有形資產的多

寡來判斷，同時因為上述有形資產可以依據會計原則訂定出適當的價值，

而容易於市場上進行交易，因此公司或企業常常利用此種有形資產進行相

關融資行為，以增加營運的靈活度。 

然而，在全球倡導「知識經濟」的時代中，企業擁有的知識或者稱為

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的價值，已經逐潮超越一般有形資產，並能

為企業產生最大價值，也就是說，公司或企業的生產要素除了建立在大量

勞力與資金等有形資產之外，知識或是無形資產也已經成為公司生產要素

之一。一般而言，公司或企業的無形資產包含行銷能力、供應鏈或客戶關

係管理能力、品牌形象、員工教育水平與素質、公司研發能力、公司專利

或商標數量等。當一家公司的無形資產越多，可預見的該公司未來獲利的

機會與可能性也越高，尤其對於高科技公司更是如此。舉例而言，美國微

軟（Microsoft）公司是以生產電腦作業系統與軟體為主的公司，該公司的

作業系統與其他軟體在全球市場上享有極高的佔有率，但是這些作業系統

與其他軟體的生產主要是依賴人腦的創意、研發能力和行銷技巧，而非依

賴土地或廠房設備。據統計，於 1995年 4月微軟公司的資產淨值雖然只有

45億美元，但是當時微軟公司所有的股票市場價值竟高達 491億美元，兩

者差距高達 446億美元25。 

二 .估價界對無形資產之界定  

估價界專門職業（Appraisal Profession）對於無形資產之定義與上述會

計界專門職業對於無形資產之定義，有所不同。估價界將資產分為有形

（tangible）及無形（intangible）二類。有形財產與無形財產之分野，在於

有形資產具備有物質（corporeal）、可以看得見（visible）及可以摸得到

（tactile）三個條件，而無形資產反之，以上三項條件無一具備。不過，估

價界所稱的無形資產並非全為會計界所稱的無形資產。因此估價界將下列 

                                 
25. http://members.tripodasia.com.tw/JULIN/new page 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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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內容仍列為無形資產，其範圍較為廣泛26，茲列表如下： 
技術與特殊收藏
品（書、記錄、
圖樣） 
Technical and 
specialty libraries 
(books, records, 
drawing, etc.) 

對保險業者之賠
償請求權 
Claims（against 
insurers, etc.） 

僱傭契約 
Employment 
contracts 

雜誌或某種服務之
訂戶名單 
Subscription lists
（for magazines, 
services, etc.） 

訓練教材、課程 
Training manuals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materials, course, 
and programs 

配銷權 
Distribution 
rights 

有利的融資契約 
Favorable financing 

金融業之客戶群 
Band 
customers-deposit, 
loan, trust, credit 
card, etc. 

化學配方 
Chemical 
formulations 

推銷權 
Solicitation rights 

商業特許契約 
Franchise 
agreements 
（commercial） 

客戶名單 
Customer lists 

                                 
26. http://www.tse.com.tw/plan/essay/457/Ma.htm 
估價界將資產區分為有形財產與無形資產二類，除無形資產定位外，並將有形財產進一步劃分為不動產
（tangible real estate）及動產（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二類。至於無形資產，也可進一步劃分為無形
的實體財產權（ intangible real property），及無形的個人財產權（ in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二類。上
述四類財產中，不動產與實體財產權之價值均來自於土地，至於動產與個人財產權之價值，則不是因土
地而來。所謂有形不動產，係指土地及附著於土地，變成土地一部分的從屬物（appurtenances）。這種
具有不可移動且長期特性的財產，有：土地、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附著於建物之電梯、管線、由一面
牆舖到另一面牆（wall to wall）的地毯、箝入牆壁的書櫃等。至於燈具，若非附屬於建物，可從某一幢
建物拆下來拿到另一幢建物安裝，則屬動產，而非不動產。所謂有形動產，係指未附著於不動產，可移
動的有形財產，其具備有形體、未附著於不動產、可移動以及可辨認（ identifiable）等特性，如可移動
式的地毯、可移動的書櫃或冰櫃等。所謂無形的實體財產權，係指因擁有不動產而衍生出來之法定權利
（legal right），這些權利有多種，且都與不動產有關，例如，使用某項不動產之權（right to use）、佔
用某項不動產之權（ right to occupy）、開發某項不動產之權（ right to development）、從某項不動產之
上穿越之權（ right to cross over）、從某項不動產之下通過之權（ right to cross under）、銷售某項不動產
之權（right to sell）、出租某項不動產之權（right to lease）、把某項不動產送人的權利（right to give away），
以及不使用上述權利的權利均是。按照行使權力的標的區分，實體財產權還可再分為水權（water right）、
空權（air right）、採礦權（mineral right）、地役權（easement）、地上權、永佃權，以及典權等。這些
權利均因擁有不動產而衍生，在大多數情況下，並未另訂單獨之契約。這些實體財產權雖無形體，是估
價所稱之無形資產，但非會計界人士所稱之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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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調味法與食
譜 
Food flavorings 
and recipes 

零售貨架位置 
Retail shelf space 

不參與競爭之契約
Noncompete 
covenants 

商譽－機構 
Goodwill – 
institutional 

醫生處方簽檔 
Prescription drug 
files 

通路 
Distribution 
networks 

有利的租賃契約 
Favorable leases 

商譽－個人 
Goodwill – personal 

病歷 
Medical（and 
other 
professional）
charts and 
records 

訴訟裁定與損害
賠償請求權 
Litigation awards 
and damage 
claims 

政府契約 
Government 
contracts 

商譽－專業 
Goodwill – 
professional 

光罩 
Masks and 
masters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陸海空使用權 
Use rights-air, 
water, land 

管理契約 
Management 
contracts 

與專業肯定有關之
獎品獎狀 
Prizes and awards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產品之設計 
Product designs 

產品與程式之專
利權 
Patents – both 
product and 
process 

具個人特色之契約
Personality 
contracts 

繼續經營價值 
Going – concern 
value（and 
immediate use 
value） 

藍圖與圖畫 
Blueprints and 
drawings 

採礦權 
Mineral rights 

與供應商之契約 
Supplier contracts 

座落地點之價值 
Lo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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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型式、圖
樣、圖解、技術
圖 
Designs, patterns, 
diagrams, 
schematics, 
technical 
drawings 
 

石油探勘鑽洞權 
Drilling rights 

創業投資約定 
Joint ventures 

已受訓練及組織之
員工 
Trained and 
assembled 
workforce 

商標與標記圖案 
Grand names and 
logos 

天然資源 
Natural resources 

廣告活動 
Advertising 
campaigns and 
programs 

與股東之協議 
Shareholder 
agreements 

樂曲 
Musical 
compositions 

礦藏 
Ore deposits 

手稿 
Manuscripts 

商標及商號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手工資料檔 
Manual （versus 
automated） 
databases 

通訊基地許可證 
FCC licenses 
related to radio 
bands （cellular 
telephone, 
paging, etc.） 

估價時使用之檔案
及記錄 
Appraisal plants 
（files and records）

權利金 
Royalty agreements 

報紙資料檔 
Newspaper 
morgue files 

廣播執照 
Broadcast 
licenses（radio, 
television, etc.） 

專屬程式及其相關
技術記錄 
Proprietary 
processes – and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技術分享協議 
Technology sharing 
agreements 

電腦資料庫 
Computerized 
databases 

須要照護機構之
證明 
Certificates of 
need for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專屬技術及其相關
技術記錄 
Proprietary 
technology – and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已接但尚未出貨之
訂單 
Production back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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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自行
發展或外購） 
Computer 
software（both 
internally 
developed and 
externally 
purchased） 

執照－專業、一
般營業 
Licenses – 
professional, 
business, etc. 

技術書面記錄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著作權 
Copyrights 

經政府特許之作
品 
Franchise 
ordinances
（governmental） 

許可證 
Permits 

歷史文件 
Historical 
documents 

環境權 
Environmental 
rights（and 
exemptionis） 

文藝作品 
Literary works 

政府機關之核准
（不須政府機關
之核准） 
Regulatory 
approvals（or 
exemptions from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工程圖與相關文件
Engineering 
drawing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開發權 
Development rights 

與契約顧客有關
之提案 
Proposals 
outstanding, 
related to 
contracts, 
customers, etc. 

政府執行計劃 
Government 
programs 

行銷與促銷文件 
Marketing a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地役權 
Easements 

營業秘密 
Trade secrets 

租賃權益 
Leasehold 
interests 

產品技術專屬文件
Proprietary 
products – and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航空公司之降落權 
Landing rights（for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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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 
Agreements 

已申請之專利 
Patent 
applications 

說明書、操作手冊
know – how and 
associated 
procedural 
documentation 

不動產租賃權 
Leasehold estates 

契約 
Contracts 

已在政註冊之狀
態 
Government 
registrations（and 
exemptions） 

工作程式書 
Procedural （“how 
we do things 
here”）manual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與證券有關之選擇
權、認購權 
Options, warrants – 
related to securities 

消費者契約 
Customer 
contracts 

授信資訊檔 
Credit 
information files 

實驗筆記 
Laboratory 
notebooks 

財產使用權 
Property use rights 

買賣契約 
Buy – sell 
agreements 

與消費者之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 

圖書及其他出版品
之收藏 
Book and other 
publication libraries 

所有權 
Title plants 

合作契約 
Cooperative 
agreements 

HMO註冊名單 
HMO enrollment 
lists 

收藏之影片 
Film libraries 

機場登機門及降落
跑道使用權 
Airport gates and 
landing slots 

 

貳、無形資產之種類  

無形資產之分類，可有數種方法為之： 

一 .以辨認性質區分  

可分為「可明確辨認者」與「不能明確辨認者」，前者例如專利權、版

權、商標權、特許權、開辦費、秘方程式；後者則無法明確辨認，例如商

譽。而前者大多可與企業個體分離，單獨轉讓，而後者無法與企業個體分

離，須與企業一併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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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效益年限區分  

可分為「有一定年限者」與「無確定年限者」。就上開可明確辨認之無

形資產，多具有一定之法定年限或效益年限，但無法明確辨認之商譽，其

效益年限極難確定。 

三 .就取得之方式區分  

可分為「向外購買者」與「自行發展者」。此種劃分之目的，在於確定

其成本，但無形資產有時亦可同時具備「向外購買」與「自行發展」之性

質，例如專利權。 

四.我國商業會計法第五十條所列舉者，計有商譽、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

特許權等，而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十九條則再增加電腦軟體及開辦費二項。 

五.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

FASB）則將無形資產種類之區分，以各種基礎因素列舉之27：  

(一)顧客基礎資產（Customer-based Assets）及市場基礎資產（Market-based 

Asserts）：即與顧客結構及市場因素相關之無形資產。包含：名單（廣

告、客戶、交易商等等）、客戶源、金融機構之關係、通路配銷體系、

服務客戶能力、有效之廣告計劃、商標、報紙發行人欄、市場滲透、製

造標籤、檔案與紀錄。 

(二)契約基礎資產（Contract-based Assets）：即與固定及明確項目相關之

無形資產。包括：協定（諮詢、收入、授權和權利金）、契約（廣告、

營造、諮詢、顧客、僱傭、保險、維修、管理、行銷、購買、及供給）、

擔保契約、地役權、租賃協定、許可證、權利（廣播、發展、出租、開

採、使用、水權及服務）。 

                                 
27. 楊建國，無形資產之評價，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6-19，二○○一年六月。係引述美國財務
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於一九九九年九月提出「企業購併與無形資產」建議公報的草案，該建議公報將
會修正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APB）第十六號意見書「企業購併」（Opinion No. 16），並且替換 APB第
十七號意見書「無形資產」（Opinion No. 17）。此公報將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說明瞭企業購併的會計方
法，而第二部分說明無形資產之會計方法（包含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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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基礎資產（Technology-based Assets）：即創新及新技術進展相關

之無形資產。包含：電腦軟體與執照、電腦程式、資訊系統、程式格式、

網功能變數名稱稱與入口網站、製程及秘方、科技手冊及藍圖、研究與

發展、科技之專門技術。 

(四)法律基礎資產（Statutory-based Assets）：即法律付予保障年限之無形

資產。包含：專利權、著作權、商標及商號、特許權。 

(五)員工基礎資產（Workforce-based Assets）：即與資深勞工產生之專業及

創新力相關之無形資產。包含：有組織的及訓練有素的員工、有利的工

資及深厚的勞工關係、優秀的管理團隊及重要的員工、持續的訓練及招

募計劃。 

(六 )組織基礎資產（Organization-based Assets）及金融資產（Financial 

Assets）：即與企業組織相關之無形資產。包含：有利之金融協定之信

用評等、有利之政府關係。 

參、無形資產之評價  

一 .智慧資本（Intelligence Capital）對企業股價之影響  

無形資產與智慧資本，在定義上並無不同，只是在衡量資訊時代無形

資產之價值時，通常會以智慧資本（Intelligence Capital）做為評量定位。

就智慧資本之內涵，美國學者 Leif Edvinsson 與 Michael S. Malone認為應

考慮「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二

項因素，前者融合知識、技術、革新，與公司員工之個別能力，同時亦包

括公司文化、價值觀念、經營哲學。後者包括硬體、軟體、資料庫、組織

架構、商標、專利與全體員工生產力、組織能力、顧客與公司之信賴關係28。 

無形資產經常係公司經由研究發展之行動而獲致，其價值之評估經常

產生困難。困難產生之原因，並不一定是其缺乏固定形體，而是其未來之

價值不確定。因為有一些資產雖無固定形體，如應收帳款，但其評價並未

遭遇困難。由此可見，沒有固定形體本身，並不是造成評價困難的必然原

                                 
28. 林大容，智慧資本－如何衡量資訊時代無形資產的價值，頁 20-31，麥田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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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年來，美國矽穀中充滿許多傳奇性公司，許多公司致力於研發新產

品，雖然成功的機會相當渺小，但一夕成名所帶來的果實卻將豐碩的無法

想像。如網景（Netscape）這家一七○○百萬美元、員工僅五十人的公司，

於股票上市第一日，其股票收盤價格就使得公司身價竄到三十億美元；而

八億美元身價的微軟公司在 95視窗（Window 95）作業系統問世之時，股

票價格飛漲至每股百元以上，使得當時微軟公司甚至比汽車產業的克萊斯

勒公司、飛機製造商的波音公司更有價值；又如亞馬遜書店開業迄今尚無

任何盈餘卻能擁有相當高之股價29。 

學者曾經就一九九九年間台灣十二家上市上櫃公司之本益比（P/E 

ratio）及市價淨值比（P/B ratio），包括水泥、塑膠、紡織、汽車、金融、

電子及資訊軟體產業等企業。由表中可知，傳統產業之水泥、塑膠、紡織、

汽車及金融公司，其本益比及市價淨值比均較低，代表科技產業之電子業

及軟體業則有較高之本益比及市價淨值比；其中，軟體業不但本益比可達

五十倍，市價更可高達淨值之七至八倍，相反的，傳統產業不但本益比較

低，股價甚至低於淨值。其公司「本益比」及「市價淨值比」表列如下30： 
 

 台泥 台塑 華隆 東元 中鋼 裕隆 華銀 台機電 華碩 友立 資通 倚天 

P/E 20.3 25.7 4.5 18.6 13.1 11.7 27.9 36.1 28.1 35.4 41.7 57.6 

P/B 1.4 2.1 0.8 1.2 1.1 2.2 2.0 5.1 7.8 8.4 7.2 7.8 

 
說明：1. P/E=每股價格（88.10.31）／每股盈餘（88年度財訊預估） 

   2. P/B=每股價格（87.12.31）／每股淨值（帳面價值，87.12.31）， 

友立、資通及倚天乃民國88年上櫃，P/B之股價以上櫃日股票收盤價替代。 

                                 
29. 蘇裕惠，「智識經濟時代下財務會計之新思維」，會計研究月刊，第 170期，頁 30。  
30. 劉正田，「企業無形資產評估問題之探討」，會計研究月刊，第 170 期，頁 20-22。該文作者認為思考這
個問題，莫過於兩種方向，一是股價的問題，另一是淨值（股權帳面價值）的問題。前者是考量市場投資
人低估或高估公司價值的問題，一般而言，市場即使一時會有超漲或超跌之情形，但終究會回到公司應有
之價值，此種說法建立在財務理論之效率市場（efficient market）假設下，為多數學者所接受，換言之，市
場應能合理評估公司價值；後者則是思考公司財務報表低估或高估公司價值的問題，亦即依照目前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GAAP）所編製之公司財務報表是否可合理的衡量公司價值？例如，表中所列之公司，其股
權淨值與股價差距是如此之大，如果股價是合理的，那麼財務報表之股權淨值即有討論的空間，公司價值
與股權淨值（帳面價值）往往不等，原因有三：1.公司資產以歷史成本評價，如固定資產；2.有些無形資產
未入帳，如自行研發之專利權；3.有超額獲利能力存在，如商譽。上述三項所指皆表示因為目前之 GAAP
而低估公司了公司帳面價值，此種情形，對擁有較少有形資產，較多無形資產之科技產業而言，最為嚴重，
尤其是投入大量研究發展支出所建立之智慧財產的無形資產，帳面價值幾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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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價無形資產之主要方法  

無形資產之評價，對於投資者、管理階層或法院判斷訴訟行為人是否

涉及「非常規交易」、公司股票申請上市上櫃訂定承銷價格、企業進行股權

移轉、金融機構審核貸款、企業決策等各種情況時，俾供斟酌，有研究評

量方法之必要。 

無形資產之評價方法，共有三種，即為：(一)成本法，(二)市場價值法，

(三)經濟所得法31。而在無形資產評價之過程，可分為下列七個步驟： 

1.定義及辨認待評價之無形資產， 

2.指明評價之目的，以及決定所選用之評價基礎（basis of valuation）， 

3.選擇評價方法（methodology of valuation）， 

4.蒐集須用之資訊， 

5.進行評價之計算， 

6.驗證計算， 

7.發出評價報告。 

前述第二個步驟中所謂之評價基礎，亦稱價值前提（premise of 

value），分為四類：目前狀況下之使用價值（value in continued use或 existing 

use）、在正常狀況下出售之價值（value in exchange as part of an orderly 

disposition 或 market value）、在清算狀況下出售之價值（value in exchange 

as part of a forced liquidation或 liquidation value）、不使用狀況下之價值

（value in place, but not in current use）（該種價值係指某一個別無形資產

對一個暫時停業，但非永久歇業企業之價值）。 

前述第三個步驟中所謂之評價方法，有：以成本為基礎的方法

（ cost-based methodology）、以市價為基礎的方法（ market-based 

methodology），以及以經濟價值為基礎的方法（ economic-based 

                                 
31. 馬秀如、劉正田、俞洪昭、諶家蘭，「無形資產之評價與揭露」，  

http://www.tse.com.tw//plan/essay/459/M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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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三類，該三大類可混合採用32。 

(一)成本法（Cost Approach） 

成本法係評估資產本身投入之價值，而非考量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未

來經濟效益，衡量之依據，為企業過去所支付之金額成本。此種評量方

法歸納如下： 

1.成本之項目，區分為硬體成本（例如：原物料）、軟體成本（例如：工

程管理、設計、勞力）、發展無形資產之潛在利潤（此為比較不確定之

概念）。 

2.評估成本時，應考慮「成本退化」之事實。質言之，應將無形資產因

退化事實而致價值減損，列入評估，必要時調整評估價值。而所謂「退

化」（deterioration），包含「物質退化」（Physical Deterioration）與「功

能退化」（Functional Obsolescence）。前者係指資產因持續使用而致物

質耗損與價值減少，後者指因無法執行既定之功能而價值減損33。 

(二)市場價值法（Market Approach） 

所謂市場價值法，即為市價評估，係指資產按其在市場之售價來評

                                 
32. 對於智慧資本（ Intelligence Capital）之評估法，另有一種評估方法稱為「斯堪地亞評估法」（Skandia），

Skandia為瑞典一家金融與保險公司，該公司將智慧資本分成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二種。所謂人力資本，係指融合員工知識、技術、掌握自己任務之能力及組織的革新（創造力）；
所謂結構資本，則指一切支援員工保有生產力的組織能力，包括硬體、軟體、資料庫、傳達與停存智慧的
有形制度、組織結構、專利、商標、版權等。結構資本由人力資本建立，不過，當結構資本愈好時，人力
資本也愈好。  
至於智慧資本之衡量，則有五個焦點，財務焦點、顧客焦點、流程焦點、更新與開發焦點、人力焦點等。
衡量時，係分析此五種焦點之組成份子，再經訪談、問卷、討論等搜集資訊，然後把搜集而來的資訊轉
化（換算）為智慧資本絕對測度值（c）及效率係數（i）兩種數值，再將兩者相乘，用以衡量企業的真
實價值。  
斯堪地亞智慧資本評估法，是結合實務與產業特色的一項突破。其模式中之智慧資本絕對測度值(c)及效
率係數（i），將因企業文化、國情、產業、技術層次⋯等而有不同。如何尋找一適合某特定產業特色
之智慧資本絕對測度值及效率係數，是一個仍待討論的問題。  

33. 此外，「退化」之情形，可能有下列二種情況，但此二種情況與「物質退化」、「功能退化」應屬重覆，
只供參考即可。  
1.技術退化（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  
技術退化是一種因科技的進步而致待評價無形資產比理想上的重置資產產生較低效用的價值減損。  

2.經濟退化（Economic Obsolescence）  
經濟退化是一種因使用無形資產時，發生狀況外之事件的價值減損。經濟退化的影響通常不是無形資產
所有人所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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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一般而言，因市價係透過市場之供需而產生，故市價公正、明確，

能反應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以市場價值評估，頗具攸關性，惟各個無

形資產多相當獨特，尋得客觀之售價，並不容易。茲歸納如下： 

1.在一個自由與無限制之市場之中，供給與需求因素影響投資之價格變

動，最後達到自然均衡價格。職是，均衡價格將會成為評估無形資產

的參考價格。在市價法之中，必須分析之項目包括買賣及授權交易之

市價，一般而言，必須研究適當的交易市場，以取得買賣價格及出租

報價的資訊。在選擇市場時，評價人員應選擇交易標的與無形資產特

徵相似之市場，例如：無形資產的種類、用途、功能及交易日期等。

且應驗證資訊的真偽。評價人員應確認取得之市場資訊是否精確，及

所參考之交易是否為活絡市場下之交易。假如評價人員所參考之資訊

並非活絡市場，則必須針對交易資料做調整。此外，尚且應選擇攸關

的比較基礎。例如：單位價格，此處單位價格係指每份製圖、每張專

利、每筆顧客資料及每行程式碼等。並應比較參考之交易標的與待評

估之無形資產間的特性差異。如果評價人員發現兩者間存在差異，則

必須調整參考交易之價格或刪除此種參考資料不再引用。 

2.市場價值之判斷，就其價值而言，可區分為「變現價值」與「清算價

值」。前者係指以企業在正常營業下在市場出售相似或相同獲利能力之

資產所能獲得之變現價值，作為估計價格。變現價值，係以售價減去

必要之支出而得（至於必要之支出，則包含行銷或運輸成本等）。後者，

係指以企業在停止營業時於市場上出售相似或相同獲利能力之資產所

能獲得之價格，作為估計之價格。由於在企業停止營業時，清算時間

急迫，財務亦不寬裕，常須削價出售，故以此法估計所得之價格，可

能較低，不是正常情況下之公平市價。另外，有些無形資產不可與企

業分割，並無單獨市價，採用此法估計這些無形資產之價值，較不客

觀34。 

                                 
34. 此外，考量市場價值，有時亦以「併購價值」或「權利金額價值」為判斷準據。前者，係指在正常併購之
情境下，企業無形資產之價值。另一個握有相似無形資產之企業，若有併購發生，則可藉其實際交易之價
格而估計自己企業所有無形資產之價值。後者，係指參考法院對侵犯智慧財產權判決之賠償額來估計無形
資產價值之方法。  
學者馬秀如、劉正田於前註 31，文中指出美國法院對於侵害無形資產之判決，法院認定之賠償標準約為侵
害行為者公司稅前淨利之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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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所得法（Income Approach） 

所謂經濟所得法又稱為「利得法」，係指按資產在未來可帶給企業

之總效益數額來評價。此種衡量方法是理論上最客觀之方法。依評價時

係直接評價無形資產，或間接透過企業整體價值再評估無形資產價值。

茲歸納如下： 

1.依經濟所得法之方法評估無形資產之價值，應考量企業之總營收金

額、總淨利金額、稅前淨利、稅後淨利、營運現金、現金流量變化等

各項因素，為具體客觀之綜合判斷。 

2.應考量無形資產可能創造之經濟利潤（future economic benefit），此包

含：增加之經濟利潤、降低之經濟成本、減少或免除之費用（例如權

利金或租金之減免）。 

3.應確實評估無形資產之剩餘年限（Remaining Life），而影響剩餘年限

因素包含：法律因素（Legal Determinants）、契約因素（Contractual 

Determinants）、功能因素（Functional Determinants）、科技因素

（Technological Determinants）、經濟因素（Economic Determinants）。 

4.經濟所得法可分為市場餘額法及現金流量折現法。前者係一種間接衡

量無形資產價值之方法，其評估方式，係從公司整體之市價，減去有

形資產之價值後，所餘即為無形資產之價值。亦即， 

 

無形資產＝公司整體之市價－有形淨資產之帳面價值 
 

上述公式中公司整體之市價，係指股票之實際交易價格。此種衡量

方式可適用於股票已上市（櫃）之公司。對於股票尚未上市（櫃）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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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而言，因缺乏公正明確之市價，這種衡量方式即不適用35。後者係指

先估算某無形資產可產生收益之年限、未來各期之淨現金流入，以及各

年適用之折現率，再予折算現值，並予加總之方法。 

三 .商譽之定位與認列之限制  

商譽乃企業賺取超額利潤之能力，凡無法歸屬於有利資產及可明確辨

認無形資產之獲利能力，即屬商譽（good-will）。而企業商譽之估算，應以

「公司總價值」扣除有形資產與可明確辯認之無形資產之公平市價，再扣

除負債之總額，始可認定為商譽之價值。但在購買其他公司之商譽，則應

以「支付總成本」，扣除「取得之有形資產與可明確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平市

價」，再扣除「承受之負債總額」，始可認定為購買之商譽價值。 

商譽具有三大特性，此乃因商譽之產生，係由於企業良好之經營、產

品品質之優良、經營成效之優越、與服務提供之親切等各種條件。因此，

其三大特性在於36： 

(一)不可分性質：即商譽與企業無法分離，在購買、合併之情況，企業必

須與商業結合而進行。 

(二)不易認定：由於商譽之產生，係由各種因素交互影響，從而，極難加

以認定。 

                                 
35. 我國在決定發行公司股票上市上櫃之承銷價格，依證期局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81)台財詮(一)第○○二
四○號函釋，採「市場慣用方式」，公式為：  
參考之每股承銷價＝（每股稅後純益×類似公司最近三年度平均之本益比×40%）＋  
         （每股股利÷類似公司最近三年度平均股利率×20%）＋  
         （最近期每股淨利×20%）＋  
         （預估股利÷一年期定存利率×20%）  
此公式可分析為：P=A(占 40%)+B(占 20%)+C(占 20%)+D(占 20%) 
        P：參考之每股承銷價  
        A：申請上市（櫃）公司之每股盈餘×（乘以）採樣公司之本益比  
        B：申請上市（櫃）公司之每股股利÷（除以）採樣公司之股利百分比  
        C：申請上市（櫃）公司之每股帳面價  
        D：申請上市（櫃）公司之當年度每股預估股利÷（除以）一年期定存利率  

36. 同前註 24，頁 46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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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確定性極大：商譽具有不確定性質，無論商譽存在與否，與存續效

益期間之長短，均難確定。 

公司許多特質可產生商譽，其相對重要性可分四類：增加短期現金流

量之能力、經濟穩定性、良好管理當局及組織結構、排他性（品牌認定及

技術能力）。而特性中之經理人能力顯然對商譽貢獻最多，其次為：良好員

工關係、品牌認定、生產經濟、技術能力。而且，商譽與顧客名單、組織

成本、發展成本、商標及品牌、機密製程及處方、專利權、版權、許可、

特許權或可增加盈餘之其他可辨認來源有關37。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第

17段規定企業合併採購買法時，收購公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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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應將

超過部分列為商譽。據此以觀，依一般公認之會計準則，自行發展之商譽

不可認列入帳，僅「購入之商譽」始可認列。此項原則，其理由在於企業

自行發展之商譽，未經客觀合理之判斷，是否存在與存在價值欠缺基礎。

且若將公司自己發展之商譽認列將可能混淆實際投資與獲利能力之關聯，

易使獲利能超額估計，導致不公，無法判斷特定之支出係產生商譽之因素，

                                 
37.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系教授張鳴、王明虎二人對於商譽之見解，對於商譽的構成要素，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
大類。狹義的商譽構成要素主要有：1.傑出的管理人員、2.科學的管理制度、3.融洽的公共關係、4.優秀的
資信級別、5.良好的社會形象。廣義商譽構成要素主要有：1.優越的地理位置、2.獨特的生產技術、3.專營
專賣特權。  
該二位教授於「對商譽會計理論的反思」文中指出：  
1.商譽是對企業好感的價值。  
對於這一論點的解釋是：“人們通常認為商譽是產生於融洽的商業關係，企業與雇員的良好關係以及顧
客對企業的好感。這種好感可能起源於企業所擁有的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口碑，獨佔特權和管理有
方等。”  

2.商譽是企業超額盈利的現值。  
“企業超額盈利”應該是指在較長時期內能獲取較同業平均盈利水平更高的利潤。因為短期超額盈利只
能被認為是偶然利得，不能因此而確認企業有商譽。對這一觀點的解釋是：人們之所以認為一個企業有
商譽，是因為這個企業能夠較為長久地獲得比其他同行更高的利潤，這種將於未來實現的超額收益的現
值，即構成企業的商譽。這是僅從會計計量角度而言。  

3.商譽是一個企業的總計價帳戶。  
‘總計價帳戶論’是繼續經營價值概念和未入帳資產概念的產物。繼續經營價值概念認為商譽本身不是
一項單獨的會生息資產，而只是特殊的計價帳戶，它表明該實體各項資產合計的價值（整體價值），超
過了它們個別價值的總和即‘整體大於其各組成部分的總和’。因此，從會計帳戶處理角度看，未入帳
資產概念認為商譽是計量了未入帳資產的結果。其實企業擁有許多的未入帳資產，如優秀的管理人才，
先進的技術、科學的管理制度、忠實的客戶和有利的地點等等。  
（資料來源：http://extend.hk.hi.cn/~acount/hjyl/y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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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認列支出為商譽亦具困難度。而在購買外部商譽者而言，購買者確實

支付對價，將購買之總金額扣除有形資產與可辨別之無形資產，再扣除承

受之負債，即為商譽之價額，此種評量方式，頗為公平。此外，購買商譽

係購買「未來之超額獲利能力」，如果該獲利能力足以實現，亦僅為投資成

本之回收，而非投資之報酬，甚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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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會計準則第 38號公報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IAS  38)關於

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之規範與違法交易之禁止 

壹、IAS 38號公報對企業無形資產之定義與項目  

國際會計準則第 38號公報（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IAS 38）係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Committee, IASC）於

一九九八年七月批准（approve），並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生效。其目的在於

針對「其他國際會計準則中並未具體處理之無形資產」，進行規範無形資產之會

計處理原則（to prescribe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 for intangible assets that are not 

dealt with specifically in anot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IAS 38號公報明確規定

企業應確認無形資產，並列出如何計量無形資產之帳面金額（how to measure the 

carrying amount of intangible assets），且要求企業必須揭露特定之無形資產38。 

IAS 38號公報第七條將企業無形資產定義為： 

一 .無形資產為可辨認之非貨幣資產（ identifiable non-monetary asset）  

二 .無形資產屬於「無實物形態」（without physical substance）  

三.無形資產之用途在於商品製造、服務之提供（held for use in the production 

or supply of goods or services）  

四 .無形資產之功能包含「商品製造與服務提供」之租賃及行政管理。 

此外，第七條亦對資產與貨幣資產加以定義，所謂資產，係指： 

一.企業由於經營之累積而控制之資源（a resource controlled by an enterprise 

as a result of past events）  

二 .藉由該資源，企業足以期待創造未來之經濟利益（from which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are expected to flow to the enterprise）  

                                 
38.資料來自網站：http://www.frg.eur.nl/vakken/RQ17/ias/IAS38-Immaterielevasteactiv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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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貨幣資產，其定義為： 

一 .企業所持有之金錢（money held）  

二.得以固定或可得確定之數額而收取金錢之資產（assets to be received in 

fixed or determinable amount of money）  

IAS 38號公報共有一百二十三條，其內容包括：適用範圍（Scope）、公報

內容之定義（ Definitions）、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可辨認性

（Identifiability）、控制（Control）、未來經濟效益（Future Economic Benifits）、

無形資產之確認與原始計量（Recognition and Initial Measurement of an Intangible 

Asset）、個別取得（Separate Acquisition）、無形資產作為企業合併之取得內容

（Acquisition as Part of a Business Combination）、藉由政府許可而取得之無形資

產（Acquisition by way of a Government Grant）、資產互易（Exchanges of 

Assets）、內部產生之商譽（Internally Generated Goodwill）、內部產生之無形資

產（Internally Generated Intangible Assets）、研究階段之無形資產（Research 

Phase）、開發階段之無形資產（Development Phase）、內部產生之無形資產之成

本（Cost of an Internally Generated Intangible Asset）、費用之確認（Recognition of 

an Expense）、後續之支出（Subsequent Expenditure）、不應承認為資產之過去開

支（Past Expenses not to be Recognized as an Asset）、原始確認後之計量

（Measurement Subsequent to Initial Recognition）、基本處理方法（Benchmark 

Treatment）、選擇性之處理方法（Allowed Alternative Treatment）、攤銷

（Amortisation）、攤銷期（Amortisation Period）、攤銷方式（Amortisation 

Method）、殘值（Residual Value）、攤銷期與攤銷方法之檢查（Review of 

Amortisation Period and Amortizstion Method）、帳面金額之回收－減值損失

（Recoverability of the Carrying Amount-Impairment Losses）、報廢與棄置

（Retirements and Disposals）、無形資產之揭露（Disclosure），等項目。 

貳、IAS 38號公報之重要內容  

一 .無形資產之認列要件  

IAS 公報第八條明確將企業之無形資產予以定位，無形資產包括：科

學或技術知識（scientific or technical knowledge）、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市場新知（market knowledge）、商標（包括服務標章與出版名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298 

稱）（tradmarks, including brand names and publishing titles）、許可授權

（licences）、新穎設計、程式與系統（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w 

processes or systems），以及上述各種資源之研發、維修與強化（development, 

maintenance or enhancement of intangible resources）；公報第八條亦列舉無

形資產之通常範例，諸如電腦軟體、專利、著作權、影像照片（motion picture 

films）、客戶名單、抵押權服務（mortgage servicing rights）、漁業權、進口

配額、連銷加盟商業（ franchises）、客戶或供應商關係（ customer or supplier 

relationships）、客戶信賴（Customer Loyalty）、市場分配與銷售權利（market 

share and marketing rights）。而 IAS 38公報第九條又明文規定無形資產必須

具有其特質要件，否則不予認列，此要件為： 

1.必須具有可辨認性（identifiability）。 

2.企業必須可控制該無形資產。 

3.具有未來之經濟利益（existence of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二 .承認無形資產之必要條件  

企業無形資產具有不明確因素，且屬廣泛不具體之資源或權利，職是，

承認公司無形資產，尚須就無形資產規定其特質與要件，否則易致弊端。

IAS 38 號公報乃針對無形資產之可辨認性（ indentifiability）、控制權

（control）、未來經濟利益（existence of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等要件，

予以明文規範。 

(一)無形資產之可辨認性（identifiability） 

IAS 38號公報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係就無形資產之可辨認

性之明文規範。所謂「可辨認性」之意義係指無形資產可與「商譽」

（goodwill）區分。通常在企業合併或購併時，商譽? 經評估具有價值，

確能為企業創造利潤，而商譽與無形資產應予區分，雖然在合併或購併

時均對二者有評估，但基本上，無形資產與商譽為不同之認列標準與項

目。此外，「可辨認性」（identifiability）與「可分性」（separability）

為屬不同之概念，所謂「可分性」係指在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共同評估

或移轉時，將二者予以區分之機制，其與「可辨認性」係指無形資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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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之區分，有所不同。但「可分性」並非「可辨認性」之必要條件，

因為企業可依其他方式辨認無形資產。質言之，無形資產並不一定具有

可分性，例如：公司取得一組資產，該資產中可能包含無形資產，則企

業可自法定權利之移轉（the transfer of legal rights）區分之。此外，無形

資產亦可能與有形資產共同創造未來之經濟利益，亦可自整體資產之法

定權利所引起之未來經濟利益，區分無形資產，但如何區分與判定價值，

則有賴於公司業務執行者之商業判斷。 

(二)控制權（control） 

無形資產之認列要件，其重要因素之一，在於企業必須可以控制該

無形資產，否則並不具意義。IAS 38號公報第十三條規定所謂控制權，

係指公司得藉由擁有該無形資產而獲得將來實質之經濟利益，並禁止其

他無關之第三人取得該實質之經濟利益。在判斷是否具備控制機制時，

通常著重於「法律之強制權利」（normally stem from legal rights that are 

enforceable in a court of law），質言之，企業擁有之無形資產，其權利應

受法律保護，且有強制權利足以排除侵害。但法律之強制權利亦非控制

權之必要因素，因為企業亦可能經由其他途徑控制無形資產39。 

IAS 38號公報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市場行銷與技術新知」（market 

and technical knowledge）如果具備著作權之法律保護、合約簽訂、或約

束員工保密義務，等要件，則將能創造未來之經濟利益，從而足以證明

該企業擁有控制權。 

至於「具有技能之員工」（Skilled Staff）得否被認列為公司之無形

資產？IAS 38號公報第十五條特予闡明，認為：通常公司無法充分控制

具備技能之員工，所以將來創造利潤充滿不確定性質，故不可承認其為

無形資產。但若有前述「法律之強制權利」時，則就確定受保障之具體

權利，可承認為無形資產。 

就「客戶名單」（portfolio of customers）或「產品市場」（market share 

and expect）而言，得否認列為無形資產？基於企業對建立客戶之關係與

                                 
39.例如公司對於科技智慧財產權設計軟體保護方法，一方面確保產品之商業秘密，另方面則保障交易安全，
此時公司對其無形資產亦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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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之努力，本質上具有資產性質，但企業就此部分尚難充分控制使其

必能創造經濟利益。質言之，客戶名單或產品市場之價值仍充滿不確定

性。除非有法律之強制權利，否則不得遽爾認定客戶名單、產品市場、

客戶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客戶信賴（customer loyalty）為企業

無形資產40。 

(三)未來經濟利益： 

企業無形資產之重要特質，在於其能創造未來之經濟利益。此所謂

未來經濟利益，包括：產品銷售或服務之提供所創造之利潤（revenue from 

the sale of products or services）、成本之節省（cost savings）、或其他使

用該無形資產之利益（other benefits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the asset by 

the enterprise）。例如：智慧財產權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並增加未來收入，

所以應認列為無形資產41。 

三 .內部產生之商譽不應認定為資產  

IAS 38號公報第三十六條規定，企業內部產生之商譽不得認定為資產

（internally generated goodwill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as an asset），此問題

頗值商榷且具爭議性42。該公報並非不認商譽為資產，而僅將某些情況下，

企業為創造未來經濟利益而支出費用，而該費用係有助於形成內部產生之

商譽，此時，企業本身無法充分辨認並控制，所以不認為屬於無形資產43。

IAS 38號公報第三十七條對於「內部產生之商譽」不應認定為資產之原因，

解釋為“Internally generated goodwill is not recognized as an asset because it 

is not an indentifiable resource controlled by the enterprise that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at cost”質言之，對於內部產生之商譽不認列為資產，但

對於自外部取得之資產仍列為資產，例如向他人購併或企業合併時，如有

                                 
40.參照 IAS 38號公報第十六條之反面解釋，則若有法律強制權利（legal rights that are enforceable）時，則可
認定其為公司無形資產。  

41.IAS 38號公報第十七條參照。  
42.在知識經濟時代，無形資產對企業之價值益形重要，且受投資大眾關注，通常均將商譽認定為無形資產。IAS 

38號公報將內部產生之商譽不認列為無形資產，並非不承認商譽為無形資產，而應指僅將企業內部產生之
商譽不予認列而已，至於商譽在會計上之評價則為另一問題  
（http://www.deloitte.com.tw/the new/02060302.html）。  

43.IAS 38號公報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參照。依該二條之內容，亦未說明何謂「內部產生之商譽」，但該
定義之相對名詞應為「向他人購併時取得之商譽」，此時即為「外部取得之商譽」，應列為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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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他人之商譽，則該他人之商譽非屬內部產生者，應列為資產44。 

四 .無形資產之鑑價  

IAS 38號公報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規範對於無形資產價值之判斷

基礎。第二十二條明定無形資產應以原始取得之成本做為價值之評量標準

（An intangible asset should be measured initially at cost）。而就無形資產之

鑑價，應分為四種情況： 

(一)單獨個別取得（Separate Acquisition） 

如果企業係就某項無形資產單獨個別取得，則該取得之成本可採信

即為無形資產之價值。尤其是，如以現金或其他貨幣資產做為取得無形

資產之對價，則其對價（consideration）之數額即為無形資產之價值（第

二十三條）。 

(二)因企業合併而取得（Acquisition as Part of a Business Combination） 

就此部分，第二十七條明定應依照 1998年修正之國際公認會計準則

第 22號公報（IAS 22, revised 1998）內容，如因企業合併而獲得無形資

產，則該無形資產應以「購買日之合理價格」為判斷之準據。通常，合

理之市場價格（the appropriate market price）即為購買價格。欲判斷購買

價格之合理與否，應觀察比較「最近期之類似交易價格」（the price of the 

most recent similar transaction），將之採為合理價格45。 

(三 )因政府之補助或授權而取得（Acquisition by way of a Government 

Grant） 

在某些情況，企業可能經由政府補助或授權而免費或僅支付象徵性

之些微對價而取得無形資產，例如機場著陸權（ airport landing rights）、

                                 
44. IAS 22號公報 Business Combination第 42條參照。又關於此問題，可參考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第二十五
號公報「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第十七條之規定，內容意旨為：「企業合併採購買法則，收購公
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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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認產資之公平價值，應
將超過部分列為商譽」。而該二十五號公報所謂商譽之評價，應有下列原則：  
(一)商譽應按期攤銷，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  
(二)攤銷年限之合理性應持續評估，若經評估商譽之價值或未來效益有大幅減損時，應將商譽之攤銷餘
額按減損金額降低，並認列損失。  

45. IAS 38號公報第二十八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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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廣播或電視台之特許權（ licences to operate radio or television 

stations）、進口許可證或配額（ import licences or quotas）、管制物品之

取得權（rights to access restricted resources）。於此情形，IAS 38號公報

第三十三條規定，企業可以選擇提出公允價格對上述無形資產認列，或

選擇就上開無形資產「將來使用前所必須支出之開銷」（expenditure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preparing the asset for intended use）之金額做為該無形資

產之價值46。 

(四)資產交換（Exchanges of Assets） 

無形資產可能係透過交換「不同類之無形資產」（ dissimilar 

intangible asset）或「其他資產」而為全部或一部之取得。此時，判斷無

形資產價值，應以取得資產之合理價格為標準（the fair value of the asset 

received），而此之合理價格，又應以「交換出去之資產調整轉換成為現

金之數額」判斷之47。 

五 .無形資產之攤銷（Amortisation）  

IAS 38號公報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七條規範無形資產之攤銷期間，第八十

八條至第九十條規範攤銷方法、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規定「殘值之認定」、

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規範攤銷期與攤銷方法之檢查，茲就重要論述之： 

(一)所謂攤銷，係指將無形資產之成本分攤在其提供效益之期間。通常採

用「直線法」，其公式為48。 
 
 
 
 無限資產－殘值 
 每年攤銷＝────────── 
 耐用年限 
 
 

                                 
46.就此部分，所謂公允價格（ fair value）與「將來使用資產所必須支出之開銷金額」，IAS 38號公報第三十
三條規定必須遵照 IAS 20號公報之內容判斷。  

47.IAS 38號公報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參照，但以資產交換而取得無形資產，如以有形資產換取無形資產，
尚易評斷價值，但若在互以不同類之無形資產交換時，確難判斷其合理價值為若干。  

48.淡江大學會計學教學研究會，會計學原理下冊，頁 11-28，東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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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攤銷期間 

IAS 38號公報第七十九條規定：無形資產之成本應於其最佳預估之

有效期間內有系統地攤銷，攤銷期應自無形資產可利用之日起算，除非

有反證足以推翻，否則其有效期間不得超過二十年49。 

(三)確定無形資產之使用年限，應考慮之因素50 

1.企業對該資金所預期之使用情況（the expected usage of the asset），以

及該資產是否可由其他經營團隊有效管理（whether the asset could be 

efficiently managed by another management team）。 

2.該資產之「通常使用年限週期」（typical product life cycles），以及一般

資訊就該無形資產之類似物品使用年限之估計（public information on 

estimates of useful lives of similar types of assets that are sued in a similar 

way）。 

3.工業性質、技術性質與其他類型資產之報廢情況（ technical, 

technological or other types of obsolescence）。 

4.就該無形資產是否具有「操作穩定性」，以及該資產是否會對「產品製

造」或「服務提供」影響市場需求之變化（changes in the market demand 

for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output from the asset）。 

5.競爭者或可能之競爭者是否將採取何種行動。 

6.依據該無形資產創造未來經濟利益，而需支出之維護費用（maintenance 

expenditure），以及公司必須負擔預算。 

7.控制無形資產之期限，對該資產之法律規定與類似限制（legal or similar 

limits），例如租賃契約之到期日。 

8.無形資產之使用年限是否依賴於其他資產之使用年限。 

                                 
49. 一九三三年國際會計準則第 22 號公報「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 IAS 22, Accounting for Business 

Combination）第 42 條亦規定「商譽應於其有效期間內攤銷為費用」，職是，企業合併所產生之商譽攤銷
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  

50. IAS 38號公報第八十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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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殘值（Residual Value） 

IAS 38號公報第九十一條規定無形資產在提供效益之期間過後，其

殘值應假設為零（ the residual value of an intangible asset should be 

assumed to be zero），除非有下列情形： 

1.在提供效益之期間結束時，有第三人承諾購買。 

2.該無形資產係存在於一個活絡市場（an active market），而就該無形資

產之殘值仍能自市場中確定，且市場在該無形資產之效益期間結束時

仍可能活絡存在（ it is possible that such a market will exist at the end of 

the assets useful life）。 

六 .企業對無形資產之揭露（Disclosure）  

企業應對無形資產加以分類，而且揭露下列各項資訊51： 

(一)使用年限或公司對無形資產之攤銷（the useful lives or the amortisation 

rates used）。 

(二)公司採用之攤銷方法（the amortisation methods used）。 

(三)無形資產之帳面總金額與累計攤銷金額（the gross carrying amount and 

the accumulated amortisation）。 

(四)包含無形資產攤銷額之收益報表（the line item of the income statement 

in which the amortisa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is included）。 

IAS 38號公報要求揭露之無形資產亦有例外情況，質言之，對於某些

具有「比較性質之資訊」（Comparative Information）52則不需要揭露，例如：

服務標章（brand names）、報刊刊頭（mastheads and publishing titles）、電

腦軟體（computer software）、授權與連鎖許可（licences and franchises）。 

                                 
51. IAS 38號公報第一○七條參照。  
52. 所謂「具有比較性質之資訊」（Comparative Information），係指企業之無形資產中，某些是整體組合，具
有類似性質，而由該公司就全體組合性質之無形資產加以使用者而言（A class of intangible assets is a 
grouping of assets of a similar nature and use in an enterprise’s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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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公司之資產中，無形資產之確認與價值之判斷，一直為企業界與會計

界所關心之議題，尤以平時認列帳目報表或企業合併時更形重要，但很難

建立鑑價機制。IAS 38號公報經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發布

第三十八號公報（IAS 38 Intangible Assets），亦同時修正第二十二號公報「企

業合併」（IAS 22 Business Combination），加以配合，其中第二十二號公報

第四十二條規範商譽之攤銷（商譽應於其有效期間內攤銷為費用）。如此一

來，無形資產之確認、價值之判斷、攤銷方法與期限，均有準據，俾無會

計處理之適用，且對交易安全與財務報表之準確性有所助益。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306 

第五節 美國技術託管契約（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  

對無形資產之保障機制與比較法學研究 

壹、概說  

無形資產之特性，在於無實體存在而具經濟價值，而有排他之專屬權，且

具未來經濟效益，舉凡與顧客結構及市場因素相關者，例如：客戶來源、通路

配銷體系、客戶服務能力、商業計劃、商標等項均包括在內。此外，企業以契

約之訂立為基礎之資產，例如擔保契約、租賃契約、許可權及其他相關權利（開

採、使用、服務權利）等項亦包括在內。尤其，近來科技進步且多元化，企業

以科技基礎之資產（Technology-Based Assets）亦均屬無形資產，例如：電腦軟

體與程式、資訊系統、網功能變數名稱稱、科技藍圖、專門技術之研究發展等

項均屬之53。 

企業對於無形資產，於對無形資產交易時或欲以公司無形資產為擔保而取

得融資貸款時，除該無形資產必須可加以辨識分類外，尚須能「具體化」

（physical embodiment）。在美國，乃發展出技術託管契約（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於公司欲以無形資產為融資擔保，向銀行或創投公司（venture 

capitalist）借款時，先由借款公司將該無形資產交由託管公司，借款公司與託

管公司訂立契約（escrow contract），託管公司得就該無形資產加以辨識、確認

與管理。並以貸與人為契約受益人（beneficiary），於條件成就時，託管公司應

將公司無形資產移轉於受益人託管公司之機制，在於使公司無形資產具體化，

另方面亦對交易相對人或融資貸與人加以保障。技術託管契約主要之功能在於

將公司無形資產具體化，並保障貸與人得以透過程式辨識、記錄並持續針對無

形資產建立實質之辨識方式，保障其權利（gives the lender a means to the 

borrower’s intangible assets by providing a process for indetifying, cataloging and 

continually establishing a tangible form of indentification for the assets）。 

                                 
53.無形資產種類甚多，尚有例如以法律為基礎之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與服務標章、設計執
照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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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託管契約之目的與適用時機  

一般而言，技術託管契約之適用時機如下： 

一 .某公司或個人欲用其智慧財產作為抵押，以取得貸款（A company or 

inidividual wants to use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collateral to secure a loan.）。 

二.貸款未獲履行時，貸款人欲辨識可轉讓之智慧財產（The lender wants to 

identif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will be transferable in case of default on 

that loan.）。  

三.某公司給予另一公司融資，或者持有另一公司之股份，以發展為公司成功

關鍵之產品或技術（A company finances or takes an equity position in another 

company to develop products or technology that are pivotal in its success.）。  

四.雙方希由一中立之第三方辨識、確認並管理技術資產（智慧資本）之具體

項目，使該技術資產中一項或一項以上之技術，得以方便且迅速地銷售／

授權予一位或多位買方（The parties want a neutral third party to identify, 

validate and administer the physical embodiments of technology assets 

(intellectual capital) such that these assets could be easily and expeditiously 

sold/licensed to single or multiple buyers of one or more of the technology 

assets.）。  

此外，技術託管契約，具有保障交易安全之特質（feature），質言之，技術

託管之客戶，可從下列特質中獲得交易融資之保障： 

一 .量身訂做之釋出條件（Tailored release conditions.）。 

二 .特殊要求之條件修改（Modification of terms for unique requirements.）。 

三 .以書面方式告知初次託管及最新狀況之詳細內容（Written notification 

detailing the contents of the initial deposit and each update.）。 

四 .半年度帳戶歷史，並詳列所有託管活動（Semi-annual account histories 

listing all deposit activity.）。 

五 .技術確認選擇（Technical verificatio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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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雙方均享有之稽核權（Audit rights for both parties.）。 

七.檢查所有託管品，並加註日期與時間，以進行託管之稽核追蹤（Audit trail 

of deposit created through inspection, dating and time-stamping of all deposit 

materials.）。 

八.託管品檢查，並為雙方備妥已簽收之收據（Deposit inspection with signed 

receipt for both parties.）。  

參、技術託管契約之主要內容54 

一 .契約之主體  

契約主體有三方，包含「技術託管服務公司」（Technology Escrow 

Service Company）、委託人（Depositor）、與受益人（Beneficiary）。委託人

係技術或無形資產之所有權人，受益人係金融機構（financiers）、銀行、貸

與人（Lenders）、或創投公司（venture capitalists）。託管契約之目的，在於

由委託人與託管服務公司建立託管關係（escrow），由託管公司保存、管理

並在約定之特別情況下取得委託人之技術所有權（ the reten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led access of the proprietary technology material）。

而除了託管契約外，委託人與受益人之間應有協議存在，此種協議通常為

擔保融資契約（collateral agreement）、研發契約（development agreement）

或其他有關就技術或無形資產所有權之協議（other agreement regarding 

certain proprietary technology）。至於受益人，在特定之約定條件成就時，

可依託管契約取得技術之所有權（access to the proprietary technology under 

certain limited circumstances）55。 

二.託管之責任（Obligation to Make Deposit）與託管標的物之檢查（Deposit 

Inspection）  

託管契約簽訂之後，委託人應將技術或無形資產之相關資料（Deposit 

                                 
54.關於技術託管契約，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二○○一年十一月委託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研究之「企
業智慧財產融資之可行性分析研究報告」指出，在美國最具代表性者為 DSI公司（DSI Technology Escrow 
Service Company）。  

55.技術託管契約之主要用途在於將技術具體化，並加以管理，以便保障受益人，使受益人在約定情況下，可
取得所有權。此種託管契約大多用於公司以技術向金融機構貸款時，從而委託人與受益人之間，常存有擔
保契約（抵押契約 collateral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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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即託管標的物資料）交付予託管公司。通常，訂約之三方主體

多將託管標的物之內容作成附件（exhibit），詳列託管之技術或無形資產，

俾供確認。而託管標的物之相關文件之提供，係委託人之責任，質言之，

託管公司並不對文件之準備負其責任。 

當託管公司接獲託管資料（Deposit Materials）時，應進行託管標的物

資料之有形標示與附件載明之內容（conduct a deposit inspection by visually 

matching the labeling of the tangible media containing the Deposit Materials to 

the item descriptions and quantity listed on the Exhibit）。 

三 .託管標的物之接收（Acceptance of Deposit）  

當託管標的物檢查完成後，託管公司如果認定託管資料已經齊全，而

且與載明附件內容相符時，立與委託人與受益人共同簽署文件確認接收託

管標的物。 

四 .委託人應確認之陳述事項（Depositor’s Represations）  

委託人應明確保證其有下列權利與事項： 

(一)委託人依法擁有存放於託管公司之所有託管資料（Depositor lawfully 

possesses all of the Deposit Materials deposited with Escrow Company）。 

(二)關於所有之託管資料，委託人有權將本契約所給予之權利賦予託管公

司與受益人（With respect to all of the Deposit Materials, Depositor has the 

right and authority to grant to Escrow Company and Beneficiary the rights as 

provided in this Agreement）。 

(三 )託管資料僅須遵守扣押權或抵押契約中所載明之其他情況（The 

Deposit Materials are subject only to the lien or other encumbrance specified 

in the Collateral Agreement）。 

(四)託管資料包含專利技術，以及其他得由抵押契約或附件內容所指明之

其他資料（The Deposit Materials consist of the proprietary technology and 

other materials identified either in the Collateral Agreement or Exhibit 

content, as the case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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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託管資料清晰可讀，且可在其目前形式下使用，但若託管資料包含任

何加密部分，其解密工具與解密鑰匙也須交付託管（The Deposit Materials 

are readable and useable in their current form or, if any portion of the 

Deposit Materials is encrypted, the decryption tools and decryption keys 

have also been deposited）。 

五 .託管公司之權利（Grant of Rights to Escrow Company）  

(一)製作託管資料副本之權利（Right to Make Copies） 

在履行託管契約之合理必要條件下，託管公司有權複製託管資料之

副本。委託人應在其交付託管公司之全部託管資料上，詳細註明複製託

管資料之方法、所需之硬體或軟體（Depositor shall provide any and all 

instruct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duplicate the Deposit Material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hardware and/or software needed）。 

(二)契約條件之轉讓權（Right to Transfer Upon Release） 

當依照託管契約之內容，於契約條件成就時，委託人賦予託管公司

將託管資料轉讓予受益人之權利。 

(三)契約規定轉讓託管資料之條件 

託管契約規定，委託人在有下列情況時，轉讓條件即為成就，託管

公司應將託管資料（包含託管標的物）移轉予受益人： 

1.委託人未能履行抵押契約或擔保協議之條件時（Depositor’s failure to 

carry out obligations imposed on it pursuant to the Collateral Agreement）。 

2.委託人無法繼續正常營業時（Depositor’s failure to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六.契約終止後，託管資料之處理（Disposition of Deposit Materials Upon 

Termination）  

契約終止時，託管公司應按委託人之指示銷毀、歸還或傳送託管資料。

若無任何指示，託管公司得自行決定銷毀資料或將其歸還委託人。若託管

資料須遵守另一與託管公司簽署之託管契約，則託管公司不須承擔歸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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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託管資料之責任（Upon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Escrow Company 

shall destroy, return, or otherwise deliver the Deposit Materials in accordance 

with Depositor’s instructions.  If there are no instructions, Escrow Company 

may, at its sole discretion, destroy the Deposit Materials or return them to 

Depositor.  Escrow Company shall have no obligation to return or destroy the 

Deposit Materials if the Deposit Materials are subject to another escrow 

agreement with Escrow Company）。 

肆、比較法學研究  

一 .我國法制與相關實務裁判  

(一)信託法制 

我國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公佈信託法，就委託人將財產權

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

的，管理或處分信託之財產56。依信託法第九條第一項就信託財產所為

之立法解釋，所謂信託財產，係指「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

職是，信託財產以「財產權」為限。而財產權應指可依金錢計算價值之

權利，包含動產、不動產、有價證券或其他具有價值之財產。據此以觀，

信託法制中之信託財產，當包括如準物權之礦業權、漁業權及屬無體財

產權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或服務標章等權利。因而，技術或無形資

產之信託，理論上並非不可為信託財產57。 

依信託法第五條之規定，信託目的有其限制，包含：不得違反強制

或禁止規定，不得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禁止訴願及訴訟信託（即

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而信託財產，藉此獲取不當利益）、禁 

                                 
56.信託法第一條參照。  
57.賴源河、王志誠，現代信託法論，頁 65-67，五南圖書公司，二○○一年九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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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脫法信託（即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
58。 

依我國信託法之上開規定，如就技術權利為信託行為，並無不可，

但比較美國 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契約主體與信託機制功能有所

不同。在我國信託法中，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間之關係與美國技術

信託契約有時不同，後者之受益人為融資貸與人（ lender or collateral 

contract），而我國信託法制之受益人，在自益信託或公益信託，其為融

資貸與人之情況較為不可能，尤其在公益信託，誠然不可能由融資貸與

人為受益人59；其次，就信託機制之功能而言，我國信託法制中信託之

功能包含：保全功能、增值功能、公益功能、導管功能60。而美國技術

託管契約（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之機制功能性在於使技術或無

形資產「具體化」（physical embodiment），同時具有保全功能，而該

保全功能係在於保全融資貸與人之權利，此二者稍有不同。 

綜合而言，在我國信託法制下，就信託功能、信託財產、信託目的、

信託當事人（自益信託之受託人與委託人）等各種法律規範，如將美國

技術託管契約（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引進，尚無牴觸信託法，

此值得重視。 

比較美國技術託管契約，參諸我國信託業法第十六條規定信託業經

營之業務項目包含：金錢信託、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信託、有價證

                                 
58.自信託法公佈以來，信託法制在實務上適用之情形尚未普遍，惟及至民國九十年間，有些財團或集團企業
為規避債權人之強制執行，乃將其財產信託，藉信託法第十二條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暫時保全，
再與債權人或銀行團協商，達成清償協議（standstill agreement），此種情形，是否有無脫法信託行為之情
況，值得研究。但此行為，尚未具有債權人依信託法第六條之規定「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
而聲請法院撤銷信託。可能亦因信託財產均已高額抵押設定，而抵押權之存在係信託前存在，從而抵押權
人可依信託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聲請強制執行，而非抵押權人亦認為撤銷信託並無實益，故未聲請
法院撤銷之。  

59.公益信託依信託法第六十九條規定，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公共利益為目的之
信託。公益信託與自益信託之差異在於：1.受益人之屬性不同； 設立應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信��
託法第七十條）；2.監督機關不同（信託法第七十二條，第六十條）；3.委託人得否自為受託人（即信託法
第七十一條規定之宣言信託）；4.情事變更時之解決方式（信託法第七十三條、第十六條）。  

60.信託可能被利用為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之導管，而具有導管功能。質言之，對於資產證券化
過程中，將資產信託於 SPC（Special Purpose Company）或 SPT（Special Purpose Trust），再發行受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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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信託、動產與不動產之信託、租賃權、地上權、專利權、著作權之信

託及其他財產權之信託。該法條規範「其他財產權」，足認就技術或企

業無形資產之信託，並非不可行。綜合而論，在我國欲實行技術或無形

資產信託，有如美國之 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應屬可行之保障機

制。惟應注意者，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若依著作權法、商標法

或專利法而不正當行使權利之行為，應依公平交易法規範。據此以觀，

若欲在我國實施技術或無形資產之信託行為，揆諸信託目的與法益、信

託財產特質、信託主體之權利義務，應屬可行，但仍應合乎公平交易法

之規範，不得有獨占、結合、聯合行為，或不公平競爭行為。 

(二)動產擔保交易法之信託佔有 

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稱信託佔有者，謂信託人供

給受託人資金或信用，並以原供信託之動產標的物所有權為債權之擔

保，而受託人依信託收據佔有處分標的物之交易」。從而，信託佔有為

一種擔保制度，而由信託人供給受託人資金或信用，且受託人以由信託

人供給之資金或信用所購入之動產為標的物，再由受託人移轉標的物予

信託人為債權之擔保，受託人享有回復標的物所有權並依信託收據佔有

處分標的物。 
 
 
 
 
 
 
 
 
 
 
 
 
 
 
 
 
 

（實質貸與人）信託人 受託人

1.並不實際佔有標的物 
2.但在保有標的物所有權之條件下 
  將標的物交付受託人 
  依信託收據佔有及處分 
  （信託收據即信託佔有之書面契約） 
3.受託人如依約清償債務 
  則能回復標的物所有權 

動 產

（實質借用人）
供給資金或信用

信託關係

佔
有

移
轉
所有
權

做
為
債
權
擔保

以信託人所供給之 
資金或信用購入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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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信託人實質上為資金提供者，受託人為借用人性質，

再依該資金購買動產，而移轉所有權予信託人，但由受託人佔有處分，

且受託人享有「所有權之期待權」61；此信託佔有之制度與美國技術託

管契約截然不同，且標的物亦不同，尚難援引比較62。 

(三)信託的讓與擔保 

依最高法院判例之闡示，所謂信託之讓與擔保，係指債務人為擔保

其債務，將擔保物所有權移轉與債權人，而使債權人在不超過擔保之目

的範圍內，取得擔保物所有物。債務人如不依約清償債務，債權人得將

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金受清償63。對於信託之讓與擔保契約有

效性，在學說上雖有爭議，但在我國判例中經據肯定。至於學說上對信

託之讓與擔保契約有效性之爭議，有主張讓與擔保為規避佔有改定之脫

法行為，有認為係規避流質契約禁止之脫法行為，亦有主張係通謀之虛

偽意思表示，但主張有效說之學者，則認為信託讓與擔保契約並無上述

規避佔有改定或規避流質契約禁止之脫法行為，亦非虛偽通謀意思表示
64。 

基本上，信託的讓與擔保契約與美國 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有

所區別，但就保障功能上，亦有某種程度相似之處。前者保障之對象為

債權人，而後者保障者亦為債權人，尤其是融資貸與人，但前者並無託

管機制，後者則透過託管公司（Escrow Service Company）為信託受託人，

並實際佔有技術或企業無形資產，如有公示之必要時，應符合公示要件，

質言之，後者之託管公司與債權人並非同一，此為最大之區別。 

(四)實務裁判研究 

最高法院於民國八十五年信託法公佈實施前，曾經對於信託契約之

定位、信託契約之效力、信託關係之終止，? 著裁判闡示。惟自信託法

公佈實施後，即應適用信託法，至於相關裁判如與信託法有所差異者應
                                 
61.亦即如果受託人依約清償債務，則受託人即能取得所有權。  
62.尤其就標的物而言，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應指：機器、設備、工具、原料、半製品、
成品、車輛、農林漁牧產品、牲畜及總噸位未滿二十噸之動力船舶或未滿五十噸之非動力船舶。此與美國
技術託管契約之標的物為「技術」（Technology）、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有所不同。  

63.最高法院七十年度臺上字第一○四號判例參照。  
64.陳榮隆，「讓與擔保之借殼信託契約」，月旦法學雜誌，第 27期，頁 47-52，一九九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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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適用，茲就相關裁判敘明之。 

1.最高法院六十六年度台再字第四二號判例及七十三年度臺上字第二三

八八號判決闡示：「信託行為乃信託人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

利，而僅許可其於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行為」。就上開裁判

之解釋，信託契約乃為達到一定之經濟目的，許可於經濟目的範圍內

行使權利，質言之，縱令信託契約之目的在於設立擔保，而為保障第

三人或債權人之利益，亦為許可。此比較信託法第一條規定：「信託係

指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

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似不砥觸。換言

之，若依上開最高法院之裁判與信託法第一條之立法意旨，引進美國

之技術託管契約（Technology Escrow Contract），並不違背65。 

2.最高法院六十二年臺上字第二九九六號判決闡示：「? 令受託人違反信

託之內部約定，委託人僅得請求賠償因違反約定所受之損害，其不得

於受託財產返還於信託人之前，仍稱該財產為委託人所有」。此即信託

契約之效力。惟信託法公佈實施後，依信託法第四條規定，信託應具

公示方式，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如經登記時，得對抗

第三人，以有價證券為信託者，非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

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為信託財產，不得對抗第三人，以股票

或公司債券為信託者，非經通知發行公司，不得對抗該公司。又信託

法第十八條規定，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信託財產之

得為信託公示者，如已符合公示之要件時，受益人即得聲請法院撤銷

其處分，而不問第三人為善意或惡意；據此以觀，綜合上開裁判與信

託法之規定，引進美國之技術託管契約，因該技術或無形資產形態不

同，若符合信託公示且已為公示要件之履行時，對委託人或受益人均

有保障機制，且並不牴觸法律規範。 

3.信託法公佈後最高法院曾做出若干與信託有關之裁判，例如八十五年

臺上字第三五七號、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五五八號、八十五年度臺上

字第二六九○號、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二七九四號、八十六年度臺上

                                 
65.此部分內容，學者見解認為信託法規定之信託乃是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而設，受託人不得為自己或
第三人之利益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以該最高法院之裁判見解，應予變更。同前註 57，第十六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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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二九三二號、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三四五四號、八十七年度臺上

字第二六九七號、八十七年度臺上字第二八七○號、八十八年度臺上

字第八九號、八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二四七號判決。比較最高法院之裁

判，於信託法公佈實施後，應適用信託法，從而信託法公佈前最高法

院有關信託行為之判例或判決如有牴觸信託法之規定者，應不再適

用。至於信託法公佈後，最高法院之上開判決，若能依信託法內容者，

當有適用，但若與信託法不合者，則值得批判66。 

二 .中共法制－「合同法」中關於「技術合同」之規範  

中央現行合同法中，特別對於「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諮詢」

與「技術服務」明文化67，納入法規制度內，此舉頗為先進。中共合同法

中，第十八章規範技術合同，共有四節。第一節為一般規範（自合同法第

三百二十二條至第三百二十九條），包含：技術合同之概念與類型、訂立技

術合同之基本原則、技術合同中之一般條款、價款之支付方式、職務技術

成果之轉讓及利益分享、非職務技術成果之歸屬與轉讓、技術成果完成者

之權利、無效技術合同之特別規定；第二節為技術開發合同之規範（自第

三百三十條至第三百四十一條），包含：技術開發合同之概念與類型、委託

人之義務、開發人之義務、委託人之違約責任、開發人之違約責任、合作

開發合同中各方當事人之義務、合作開發合同當事人之違約責任、技術合

同標的之公知與解除權、風險責任之分擔與當事人告知義務、委託開發合

同之成果歸屬與分享、合作開發中技術成果之分享與歸屬、技術開發合同

中技術秘密之歸屬與分享問題；第三節為技術轉讓合同之規範（自第三百

四十二條至第三百五十五條），包含技術轉讓合同之種類與形式、技術轉讓

之範圍約定、專利技術轉讓合同對專利權有效期間之依賴、專利實施許可

合同中讓與人及受讓人之義務、技術秘密轉讓合同中讓與人及受讓人之義

務、技術轉讓合同中讓與人之義務及受讓人之保密義務、違約責任、權利

瑕疵之擔保責任、技術秘密後續改進技術成果之分享、技術進出口合同之

特別規定；第四節為技術諮詢合同與技術服務合同之規範（自第三百五十

六條至第三百六十四條），包含：技術諮詢合同及技術服務合同之概念、委

                                 
66.謝哲勝「信託法的信託概念之釐清」，台灣本土法學，第 24期，頁 7-16，二○○一年七月。  

67.江平，中國合同法要義與案例解釋，頁 1166-1308，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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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之義務、受託人之義務、當事人之違約與風險責任、新技術之成果歸

屬、技術仲介合同、技術培訓合同、特別法之優先適用68。 

伍、小結  

無形資產之價值、鑑價機制與可否供做融資擔保，此類問題已因社會科技

進步與多元化，而日漸重要。本文自美國技術託管契約，討論在我國法制規範

之可行性，期能做為將來銀行界融資授信之參考準據，並充分保障交易安全，

且避免關係企業之非常規交易行為。 

                                 
68.中共合同法中，關於「技術託管」（Technology Escrow）或信託機制，均未規範，但該法中將技術開發、
技術轉讓、技術諮詢、技術服務，等關於公司無形資產具體明文化，不失為一進步之立法制度，值得效法，
且中共於二○○一年四日另公佈「資產評估準則－無形資產」，對於無形資產之評估與相關信託之揭露加
以規範，更為具體，且對企業非常規交易之防範，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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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實證法學研究－我國司法實務中買賣未上市 
    未上櫃有價證券非常規交易之訴訟案例與研討 

壹、概說  

我國司法實務上，就非常規交易之訴訟案例截至民國九十一年為止，僅有

二件。此可能係因非常規交易之法律制訂因素，原僅於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一至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規範關係企業專章中，提及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

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之經營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第三百六

十九條之四）。及至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佈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

一條第二項對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

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損害者，科以刑事

責任。前開公司法之規範，尚未見實際訴訟案例，而對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七十一條第二款非常規交易之二件刑事案件，其中一件屬於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違約交割實質範圍，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

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九○五八號、第一九一七○號、第二○一八四號合併起訴，

公訴意意旨以被告為集團企業之董事長，因該關係企業旗下上市Ｋ公司69股價

連續跌停，而被告之胞兄及控股之投資公司持有Ｋ公司大量質押於金融機構，

如股價無量下挫，質押股票勢必遭「斷頭處分」70，被告之胞兄於一交易日中

大量買入，但違約交割，金額高達新台幣三億七千六百餘萬元，且被告之胞兄

於證券商之開戶資料中留存之地址與通訊處所均為控股之投資公司地址，投資

公司又設於被告（即集團負責人）住所之樓上，因此公訴人認定係被告藉由其

胞兄名義買賣股票。另本案公訴人指訴被告涉及非常規交易之原因，在於股票

違約交割，有另一名曾任Ｋ公司之董事於該交易日大量賣出股票，金額高達約

新台幣三億元。因此，公訴人質疑被告與該曾任董事之人事先承諾，一方故意 

                                 
69. 因該訴訟案件尚未裁判確定，從而暫略其公司名稱與被告姓名。  
70. 「斷頭」係民間俗稱，意指處分賣出，股票質押之法律關係應為民法第九百零八條、第九百零九條規定之
有價證券債權質押之設定與實行。質言之，當股價下挫時，權利質權之債權人（即金融機構）實施質權而
處分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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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買入使對方賣出，再以違約交割之手段，達到套利之目的71，從而除以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違約交割罪嫌起訴外，另以第一百七十

一條第二款非常規交易罪嫌之牽連關係（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之牽連犯）論處；

但本案於第一審時，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九十年度訴字第四六號審理，調查

結果認為該曾任董事之人，出售股票僅為單純認為當天股價打開跌停（即並非

無量跌停）72，而其又因資金需求乃出售股票，並無與被告任何串謀或關連，

職是，第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並未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之非常

規交易罪責，僅以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違約交割罪論處，現該案經被

告上訴第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以九十年度上重訴字第三八號審理中，尚未判

決確定73。 

貳、無形資產買賣涉及非常規交易之案例74 

一 .涉嫌之犯罪事實  

被告係慶豐關係企業集團（簡稱慶豐集團）之負責人，該集團下轄有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三陽公司）（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南陽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南陽公司）、慶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慶豐公司）、

與慶豐環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慶豐環宇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其中

                                 
71.有價證券交易市場上，常有此種套利情況。尤其在店頭市場資本額較小之公司，常有某些人故意將股票連
續買入或是沖洗買賣（Wash Sale，即證券交易法已廢除之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造成股
價大幅上漲（因公司資本額不高，成交量甚小，欲拉? 股價甚為容易）。及至漲幅到達某種程度時，再以
其他人頭戶於特定交易日大量買入，同時在原買入之帳戶中同日拋售，但人頭戶之買入股票，依台灣證券
交易所營業細則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四項之規定，必須由證券經紀商代為交割，但犯罪者已獲取股款。
此舉造成證券商之鉅額損害，但揆諸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非常規交易之構成要件，該犯罪者
並非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尚難課以該罪責，僅能以刑法第三百十九條詐欺罪論處。 

72.在股票交易實務上，現今跌停價為前一日收盤價之百分之七，如果特定有價證券無量跌停，係指當日以跌
停價出售者甚多，但購買者少，導致股票一直在跌停價格交易。又如果當日並無人買入，但賣出者甚多且
以跌停價出售，此時亦為「無量跌停」且係「跌停鎖死」。如果上述情形，在眾多以跌停價賣出，但買入
之股票數量多於賣出之股票，則價格自然超過跌停價，此即為「打開跌停」。  

73.就本案之情況，被告抗辯：  
(一)被告自己並未開戶買賣Ｋ公司  
(二)被告並非Ｋ公司之控股投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且投資公司自行判斷。  
其胞兄買入Ｋ公司之股票與被告無關��  

74.本案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一六號、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七一○號提起公訴，由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三六○號受理，因正由法院審理中，尚未裁判確定，從而不揭示其
公司名稱。本案另就董事會決議將董事長薪資由每月新台幣十八萬元調高為一百萬元；及董事會決議分派
現金股利後，未經股東會決議前，S公司即將股利預先分派予被告，認定亦為非常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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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豐環宇公司為被告家族用以投資慶豐集團企業體之控股公司。於民國八

十年五月間，慶豐集團為赴海外從事機車製造、銷售業務，乃以慶豐環宇

公司名義，赴越南轉投資越南 VMEP公司（簡稱 VMEP公司），從事機車

之製造及銷售業務。其後八十二年間，又由慶豐環宇公司先赴海外維京群

島（B.V.I.）設立 PIL公司，再以 PIL公司名義百分之百轉投資赴大陸設立

中國廈門廈杏公司（簡稱廈杏公司）（由 PIL 公司及當地市政府分別持有

65％及 35％股權）；民國八十五年間，再以慶豐環宇公司名義於英屬維京

群島（B.V.I.）設立 COSMOS 公司，再以 COSMOS 公司名義百分之百轉

投資大陸中國張家港慶洲公司（簡稱慶洲公司）。廈杏公司及慶洲公司分別

專營機車製造、組裝、銷售及機車引擎之製造等業務，所需之零件，則由

慶豐環宇公司或先向 S公司採購，加計二‧六四％至八‧二七之利差後，

再轉賣給 VMEP公司、PIL公司及 COSMOS公司，PIL公司及 COSMOS

公司再轉賣給大陸廈杏公司、慶洲公司，而技術人員則全由三陽公司員工

負擔。 

而因經營不善，致 VMEP公司截至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認

列投資虧損新台幣三五四、五五二、九三一元，僅存新台幣二九五、五七

九、三一四元之投資淨額；COSMO 三陽公司截至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已認列投資虧損新台幣三一一、二八八、六五四元，僅存新台幣三

三、三五四、八七八元投資淨額；PIL 公司自民國八十六年投資設立至民

國八十八年間，亦呈虧損狀態，累計慶豐環宇公司歷年投入成本新台幣三

○一、四一五、五六七元，截至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認列投資

虧損新台幣二二九、三二二、八七○元，僅存新台幣七二、○九二、六九

七元投資淨額。而慶豐環宇公司民國八十七、八十八年度對 VMEP公司、

PIL 公司 COSMO三陽公司三家公司之應收票據及帳款，分別佔年底餘額

之 87％、83％。且三家公司累計對慶豐環宇公司之應付票據及帳款帳零已

近兩年，收現可能性極低，已嚴重影響慶豐環宇公司之財務結構。同時慶

豐環宇公司對三陽公司截至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所生之新台幣

一、二四八、九四六仟元債務，因經營前揭海外公司失敗而無力償還。 

民國八十九年初，被告見慶豐環宇公司已無力負擔虧損，乃圖謀由三

陽公司高價向慶豐環宇公司購入 VMEP公司、PIL公司及 COSMOS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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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權之方式，將慶豐環宇公司經營虧損轉嫁給三陽公司，逕在第六次

董事會中主導強行通過該投資案，惟因三陽公司股東反對，董事會遂決議

「有關投資案，擬委請專家進行評估，並授權總經理規劃、執行，提出評

估報告，覆提下次董事會討論。」詎第七次董事會，被告未依前次董事會

決議，先行委任證券專家評估且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逕以來源

不明之數據認定三公司於民國八十八年底之股權淨值合計為美金一七、二

四五、七○八元。 

另為規避「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第六點，即交易

標的之有價證券每股淨值與交易價格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須經會計

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之規定，乃於第七次董事

會以掌握過半數董事席次之優勢強行通過，由三陽公司以前述三家公司淨

值之一點二四倍為交易價格（每股淨值與交易價格差距為百分之十九點三

五）向慶豐環宇公司購入前揭轉投資公司之股權。事後三陽公司委請安侯

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對三家公司進行專案查核，認為上述三家公司之財務報

表居有斟酌調整之必要，又該三家公司經會計師查核後之股權淨值與交易

價格之差距，因上述調整而超過百分之二十，乃建議三陽公司應重新檢視

原交易價格之合理性。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為忠實表達前揭交易價格，

乃在季報中將被投資公司減列之淨值新台幣一、四○七、八三九、○○○

元，列為「商譽」（顯見該交易價格有高估）。惟被告不另尋證券分析專家

重新評估，仍在第十二次董事會，以該公司預估之數值為憑，宣稱經以「未

來現金流量折現法」、「開辦成本還原法」重新評估認該交易價格合理，主

導該次董事會通過維持原交易。 

二 .爭執要旨  

本案公訴人起訴二名被告，一為三陽公司之監察人兼慶豐環宇公司之

總經理，另一被告為三陽公司董事長兼慶豐環宇公司董事長，亦為慶豐集

團之負責人。起訴法條包括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與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七十一條第二款非常規交易行為罪嫌。主要起訴理由在於被告共謀圖利

家族成員（因家族投資慶豐環宇公司，而三陽公司則為上市公司，投資人

甚多），將慶豐環宇公司持有之海外公司股權出售予三陽公司，但事實上海

外公司因經營不善而虧損累累，如海外公司股權轉讓，則慶豐環宇公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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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之損失即可填補。因慶豐環宇公司亦為三陽公司之法人股東，被告

尚有投資其他公司亦為三陽公司股東，足以控制三陽公司董事會，乃經由

董事會決議，由三陽公司向慶豐環宇公司購買海外公司股權，但三陽公司

因與日本 HONDA公司（HONDA公司分別在日本、美國均有龐大企業）

技術合作，HONDA 公司亦為三陽公司之股東且佔有少數董事席次，爰於

董事會中表示反對意見，但被告均置之不理，仍在數次董事會議中以影響

力堅持通過決議購買慶豐環宇公司持有之海外公司股權。此外，慶豐環宇

公司對海外三公司擁有債權，但對三陽公司負有債務，詎竟藉由買賣海外

公司之股權，將上開債權債務為相對免除，使得三陽公司直接擁有對海外

公司之債權，但海外公司並無清償能力，致三陽公司受有損害。被告堅持

之理由在於商業判斷原則與海外公司具有高度無形資產及商譽。因早期我

國政府禁止上市公司直接投資中國大陸，且美國對越南經濟制栽，被告認

為慶豐環宇公司實質上與三陽公司互相對等，替代三陽公司經由海外設立

公司轉投資中國大陸，達到三陽公司間接投資之目的，且海外公司設立後，

由其中二家海外公司投資大陸，另一家投資越南，均使用三陽公司之商標，

對於銷售許可權、控制優先權（control premium）、生產線之建置、商譽之

建立、通路與銷售網之完成、機車市場之佔有率等無形資產甚鉅，從而海

外公司股權之計量，不可單憑資產淨值判斷，而應就其過去開辦階段之成

本還原，並評估其未來性潛力，計算未來現金流量之折現價值，採「還原

法」與「折現法」為計量標準75，如以此為準據，購買海外公司股權之價

格並無不合理之情形。整體而言，本案爭點在於： 

(一)交易程式之正確性：包括：控制董事會決議是否違法？每次董事會決

議是否單獨生效？前次董事會決議在後次董事會能否變更？是否符合商

業判斷原則？ 

(二)交易價格之合理性：包括海外公司股權是否為合理價格（ fair value）？ 

(三)海外三公司對慶豐環宇公司負有債務，慶豐環宇公司與三陽公司達成

協議，由慶豐環宇公司將其對海外公司之債權，與慶豐環宇公司對三陽
                                 
75.被告以還原法計量海外公司之股權，理由在於海外公司投資於大陸市場與越南市場，該二地區屬於「人
治國家」，經營形態特殊，公司開辦成本甚鉅，且多所不能列入正式帳內。至於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
理由在於該國家之投資初期投入龐大成本，但具未來性，質言之，到某一程度時開始獲利而成倍數成長，
乃以將來公司之現金流量折現，乃認為股權頗具價值，價格為合理（fai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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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債務，藉由股權買賣而將債權債務互抵而免除，是否合法？ 

(四)慶豐環宇公司雖為三陽公司之股東，但對三陽公司負有龐大債務，藉

由將轉投資之海外公司股權出售予三陽公司，取得對價，是否符合商業

判斷原則？ 

三 .公訴人認定之犯罪事實與證據方法  

(一)慶豐環宇公司八十八年及八十七年度財務報表暨查核報告書 

依 A會計師事務所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出具之「會計師查核報

告」載，「慶豐環宇公司自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起陸續與各債權金融

機構簽訂一年期之紓困協議書。債權金融機構同意展延債權一年，⋯惟

至民國九十年六月七日紓困協書到期後，上述償債計劃書是否獲得銀行

團同意，尚未確定，且該公司負債大於資產，致繼續經營能力仍存有重

大疑慮。」足證被告主導與慶豐環宇公司之交易，乃為降低該公司負債

比例、改善財務，矧且可自三陽公司取得資金，爭取與債權金融機構達

成紓困協議。 

(二)三陽公司民國八十九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 

會計師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致三陽公司之「查核報告」中，

載有「三陽公司之子公司 PIL 公司及 COSMOS 三陽公司民國八十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總額超過資產總額，此兩公司轉投資之廈杏公司

及慶洲公司之財務狀況不佳，三陽公司雖已承諾給予財務支援，惟是否

繼續經營，須視未來能不能改善經營而定。該等公司之財務報表係依據

繼續經營假設編製，並未因繼續經營假設之重大不確定性而有所調整。」

足證被告之重大背信行為，已嚴重影響公司權益。 

(三)三陽公司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及第十二次董事會議事錄 

被告未依第六次董事會之決議提出評估報告，且為規避「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第六點，即交易標的之有價證券每股淨

值與交易價格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須經簽證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之規定，強行通過以海外三公司一九九

九年底股權淨值之一點二四倍為交易價格，並於第十二次董事會未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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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會計師事務所於海外三公司實地查帳後，函請三陽公司重行檢視交易

價格合理性之建議，強行通過維持股權交易案。 

(四)VMEP公司、PIL公司及 COSMOS三陽公司股權轉讓合約書及股權交

割日協議書內容 

1.合約第 5.3約定，慶豐環宇公司應將海外三公司全數移轉由三陽公司承

受，三陽公司應相對免除一部或全部之慶豐環宇公司債務為取得債權

對價，係對三陽公司重大不利之條款。 

2.三陽公司因本交易而承受海外三公司之債權，而此債權因該等公司財

務不佳無力清償，此為慶豐環宇公司長期無法受償原因，故三陽公司

取得此債權實際價值為零。 

3.三陽公司因本交易而取得海外三公司全部股權，故受讓之債權實際上

等於「混同」而消滅。 

4.慶豐環宇公司藉債權讓與交換三陽公司免除其無力清償之鉅額債務

（新台幣十億九千餘萬元），一方面擺脫長期無力收回之債權，另一方

面清償對三陽公司債務，成為最大獲利者，三陽公司則承受慶豐環宇

公司交易前之窘境，財務大受影響。 

(五)VMEP公司、廈杏公司慶洲公司專案查核報告 

依審查結果顯示，海外三公司之財務資訊均未能確實記錄公司之資

產負債情形。會計師乃建議，因三陽公司一九九九年底財務報表可能有

調整必要，應與賣方重新檢視原交易價格之合理性或考量是否仍欲購買

該股權，以免公司損失。 

(六)三陽公司民國八十九年度第三季財務報告 

1.海外三公司之淨值為負數新台幣四億七千五百萬，非第七次董事會上

所宣稱之淨值五億三千萬元。被告為掩飾該交易價額之不合理性，竟

於財報上浮編海外三公司有鉅額之新台幣十四億七百八十三萬九仟元

之「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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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陽公司對慶豐環宇公司及 ST公司之

逾期未收款共新台幣十一億八千五百三十五萬二千元。慶豐環宇公司

與 ST 公司均屬慶豐集團企業，被告未積極催收，任令大筆債務逾期

未收，造成三陽公司之損害。 

3.海外三公司投資案交易對象為慶豐環宇公司及慶達公司，俱為關係人

交易。 

(七)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函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受三陽公司委任至海外

三公司對資產負債情形，做實地專案審查。審查完竣後，於民國八十九

年十月九日致函三陽公司，以「上述三公司西元一九九九年底之財務報

表可能有斟酌調整之必要」為由，建議公司「重新檢視股權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或評估海外機車生產基地建立之其他可行方案，以免造成公司

損失。」足證會計師實地查訪後，發現海外三公司之資產負債嚴重不實，

為免三陽公司受損，乃建議重新檢視交易之合理性。詎被告竟置此不顧，

顯為非常規交易行為。 

四 .被告抗辯意旨  

(一)三陽公司購買海外三公司股權為董事之商業判斷，而非屬非常規交易： 

1.程式方面：三陽公司購買海外三公司股權交易均先經董事會及股東會

通過，程式確屬合法 

三陽公司為進行海外三公司之投資案，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

九日召開第十九屆第六次董事會，會中討論轉投資海外三公司，有關

投資案擬請專家進行評估，並授權總經理規劃執行提出評估報告，覆

提下次董事會討論之議案，並決議照案通過。三陽公司為續行前開投

資案，乃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召開第十九屆第七次董事會，該

次董事會依據前次董事會之決議由總經理就海外三公司之利多因素提

出口頭之評估報告。 

該次會議乃擬定交易價額，提請討論，其交易價額之計算原則乃，

「以各被投資公司 1999年度經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之股權，並考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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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執照及產品目錄之特殊性，已建立之行銷網路、商譽及經營權之

取得⋯等因素，以 1999年底股權淨值之 1.24倍為交易價額」，而該次

會議所提出之海外三公司之財報資料，均係國際知名之勤業會計師事

務所簽證之報表，並非起訴書所謂引用「來源不明之數據認定海外三

家公司之股權淨值」。 

另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三陽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會中提請股東

討論經由購買三海外公司轉投資廈杏公司及慶洲公司之議案，案經二

分之一以上股東贊成通過，慶豐環宇公司亦因利害關係人而依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未參與表決。 

因此，三陽公司為購買海外三公司之行為已確實先經由第十九屆

第六次及第七次董事會及當年之股東會決議通過，始於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一日及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分別購入海外三公司之股權。準

此，系爭股權交易之程式方面，確屬正當。 

2.實質方面：系爭股權交易價格確屬合理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三陽公司另委託證券分析專家審查

意見認定: 與買賣雙方議定實際成交價格相較，認為經衡量其交易對

象實屬有限，及衡量交易標的之經營實績、獲利能力、股東權益淨值

與投資風險，此交易價格尚屬合理。又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八日會計師

複核意見，謂：「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第陸、

二點規定，予以複核海外三公司股權淨值與交易價格差距未達 20

％」。三陽公司民國八十九年九月間曾委託會計師事務所對 VMEP 公

司、廈杏公司、慶洲公司實施專案查核，係因三陽公司欲瞭解該三家

公司實際之財務、經營狀況，以作為三陽公司本身評估尚須投注若干

資金，並由會計師之觀點瞭解三家公司之財務面、經營面之優劣及資

金需求狀況何在，準此，該專案查核之目的與企業價值之評估目的，

係屬二事。 

前開針對專案查核意見之會計師函雖建議三陽公司應與賣方重新

檢視原股權交易價格合理性，惟其理由係因三公司 1999年底之財務報

表可能有斟酌調整之必要。然 1999 年底之財務報表有斟酌調整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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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係於系爭股權交易之後始為知悉，準此，自不得因事後財務報表

有斟酌調整之必要，而認定三陽公司先前所為系爭股權交易之價格不

合理。 

且海外三公司年度之財務簽證，均係由另一會計師事務所負責簽

證，該事務所歷年來對該等海外公司之財務報表均未認定有異常情

事，而實施專案查核之會計師事務所，乃將應收帳款、存貨等資產，

以最低淨值認定。亦即二家會計師事務之淨值估價方法不一所致。 

此外，三陽公司第十九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討論前開會計師議案，惟以「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開辦

成本還原法」等方式比較之，認定該售價尚屬合理，而交易尚須考量

無形資產、特許權、通路建立、CONTROL PREMIUM等因素，且 VMEP

公司自民國八十九年九月起已獲有盈餘，則該股價尚屬合理，乃決議

「對慶豐環宇公司之股權交易價格維持原案」。系爭股權交易中，

VMEP公司之股權交易金額占該次交易金額總額之比例高達百分之七

十二，而 VMEP公司民國九十年度上半年已達每月均有盈餘，合計民

國九十年度上半年已獲利美金一百四十餘萬元。至於 PIL 公司及

COSMO 三陽公司轉投資大陸之廈杏公司及慶洲公司，自民國九十年

四月起，三陽公司業已指派副總經理率領高階台籍幹部十餘人前往整

頓大陸市場，目前狀況已漸趨好轉，預計短期內可達損益平衡。因此，

海外三公司營運堪稱正常，三陽公司尚不致於因系爭股權交易而受有

損害。本件系爭股權轉讓合約之簽訂，均依法定程式由證券分析專家

及會計師審查估算價值合理，並經董事會及股東常會多數表決權決議

通過，三陽公司經營階層所為系爭股權交易之經營決定乃基於其商業

因素之考量，為該公司董事經營判斷之範疇，本不應受外界過度之干

涉，蓋在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原則之下，經營判斷法則乃確保由

董事，而非由股東經營公司，蓋若容許股東經常輕易請求法院審查董

事會之經營管理決策，其結果，決策權最終可能由董事會移轉至好訟

成性之股東。查系爭股權交易並未涉及詐欺、違法或濫用權力之行為，

依據前開商業判斷原則，在無反證之情形下，原則上應推定被告即三

陽公司董事所為之行為，乃基於誠信且符合公司之最佳利益或合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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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目的。從而，被告依據前開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決議，執行該決議

內容，其程式方面及實質方面俱屬合法正當，且亦屬於前開董事經營

判斷之範圍內，而應尊重董事職權及其決定，使董事得專心致力於業

務經營，以提高公司獲利，對全體股東始具有積極正面之意義。 

此外，由於投資或營業本具有諸多潛在之經營風險，不宜於事後

以發生虧損為由，即逕行認定其屬於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評估時點，而

應以事前標準判定是否屬於不合營業常規。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專案查核意見雖建議三陽公司應與賣方重新檢視

原股權交易價格合理性，惟其理由係因海外三公司一九九九年底之財

務報表可能有斟酌調整之必要。然一九九九年底之財務報表有斟酌調

整之必要，係於系爭股權交易之後始為知悉，準此，自不得因事後財

務報表有斟酌調整之必要，而認定三陽公司先前所為系爭股權交易之

價格不合理。 

五 .法院裁判  

本案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三六○號判決被告無罪，

經檢察官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現由台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二年度上重訴

字第一四號審理中，尚未裁判確定。 

第一審法院判決被告無罪之主要理由，在於： 

(一)系爭買賣為符合商業判斷原則 

因商業投資本有其風險以及事實上無從事前評估規劃之盲點，而商

業投資是否成功，亦牽涉日後經營環境與市場之變遷之情形，復受經營

方針之選擇、決策執行等等因素之影響，而此等因素均非於決定投資之

時所得確定，況投資金額之決定，除有市場價格可以做為參考之情形外，

因受上揭因素之影響，並無從依照特定或標準之計算方式確定適當之價

格，另投資財務困難之企業固然與投資體質健全之企業不同而更須注意

其經營上困難之處，然如能其將此經營困境之情形反映於投資之價格上

時，則其交易亦難謂有何不妥之情形，此與投資體質健全之企業一般均

屬可得投資之標的並無二致，故此項投資應與其投資之目的互相關照，

以視其投資之商業判斷是否違背常理或偽做價格而定，非可因其所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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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企業有其財務困難，即得推論涉有不法，至於商業投資盈虧之結果，

則應僅係間接之佐據，而非絕對之判斷標準。因此，法院審酌三陽公司

董事會決議之內容、評估買賣決策之過程、董事會中由專業人士列席報

告、董事會程式之完備，並傳訊全部參與決策、談判、接洽之人員到庭

作證證述屬實。此外，法院亦審酌買賣之動機、訴求之商業最後目的、

以及當時考量之情況，認為該交易之動機考量之主要內容為，一是台灣

機車市場急速萎縮，造成三陽二輪事業經營困難，三陽要往外發展，裡

面有兩個重要市場，一為大陸市場，一是東南亞市場，二是大陸佔了世

界一半機車的量，東南亞要成為東協自由貿易區，若是沒有設點，很難

立足，這兩個市場都是成長中市場，三陽當時發展車種也是適合這兩個

成長中市場，要趕快到大陸、東南亞設廠，還有因為當時三陽、本田簽

有技術合同，本田限制三陽到海外發展的區域，這裡面大陸沒有限制，

東協，越南也是沒有限制，所以到大陸、東協越南最符合三陽當時利益。 

(二)系爭交易之程式具備正確性，交易之價格具備合理性 

就三陽公司購買海外三家公司之財務會計面以觀，採信會計師之證

詞，認為海外三間公司未來資源整合，對三陽要面對的機車龐大市場，

是很有利的，交易價格就是合理，買公司是看未來獲利性，不是現在，

經營團隊更換是因為八九年廈杏是大陸人經營團隊，八九年後，更換為

三陽，整合良好，而且，企業價值決定，有四種，淨值調整法，未來現

金流量折現法，重建基定法，類似交易比較法，如何評估交易價格合理，

首先看價格，鑑價師的報告，一個是淨值，一個是現金，各給他們百分

五十權數給他一個合理價格，依照委託目的，評估是否合理，使用數據，

經過這些評估後，還有現在、未來，三陽公司策略，判斷合理性，淨值

報告在跟交易價格比較，若是交易價格在這區間內，若是可以落實，這

是合理的，評論最後交易價格，認為買貴或是便宜，這是主觀判斷，評

估的是未來企業走向、經營方式，未來市場，照企業評價的合理，這個

合理要看未來企業，金額合理的確有提出證券分析師的內容，確有三間

公司未來損益狀況，會有這麼多現金流入，代表這些公司會有這個經營

價格，買的是未來，不是現在，若是可以實現，可以創造這麼多利潤，

投資就有必要，因此，三陽公司所欲達成之目標係可得實現，而實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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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達成審查意見評估之損益結果，因此該交易之合理性經評估結果為

合理，應堪認定，是三陽公司此項交易，依照會計方法評估為合理，亦

難認有不當之處。 

參、對本案之實證法學研究心得  

一 .交易程式正確性  

三陽公司向慶豐環宇公司購買海外三公司之股權，共經三次董事會，

第一次董事會因有日本ＨONDA 公司及其他少數董事反對，於是做成決

議：「擬請專家進行評估，並授權公司總經理規劃、執行、提出評估報告，

覆提下次董事會討論」，質言之，並未決議買入股權，但亦不排除購買，僅

為附條件一須有評估報告，由下次董事會討論；及至第二次董事會開會時，

並未提出專家之評估報告，僅由公司總經理口頭報告海外公司之銷售許

可、生產線完成、商譽、通路銷售網建立、control premium、機車市場開

拓佔有率等項，乃於第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購買海外公司之股權。比對第

二次董事會之前，並未依前次決議委由專家評估亦未請會計師查核簽證財

務報告，則第二次董事會決議顯有不當。尤其是，第二次董事會之後，三

陽公司委由簽證會計師為專案查核，認為海外公司之財務報表有斟酌調整

必要，並由會計師函三陽公司應重新檢視交易價格之合理性，嗣董事會又

召開第三次會議，決定維持原交易，並將慶豐環宇公司對海外公司之債權

移轉予三陽公司，三陽公司免除慶豐環宇公司之債務，程式顯有不合。理

論上，每次董事會所為之決議均屬獨立性質，但仍需有一致性，亦即前次

董事會之決議如有附帶條件，則後次董事會應遵守之。就本案而言，第一

次董事會做出「委請專家提出評估報告再決定是否購買海外公司股權」，則

理應依此作為，乃竟未為之，徒以總經理口頭報告，並不符合條件，則第

二次董事會決議顯有瑕疵。及至第二次董事會後，又委請三陽公司簽證會

計師專案查核，會計師函請三陽公司應重新評估購買價格之合理性，詎第

三次董事會置之不理，仍決議維持原決議，殊屬不當。此案突顯被告控制

董事會作出決議，且慶豐環宇公司為三陽公司之法人股東，被告及其家族

均為該二公司之控制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s），存有利益衝突（interest 

conflict），三陽公司購買海外公司股權，屬於「自我交易」（self-dealing），

三陽公司董事會成員均為被告控制多數，強行主導通過決議，交易程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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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正確性，洵堪認定。 

二 .價格合理性  

本案有一關鍵性問題，即為海外三公司轉投資均屬虧損累累（海外三

公司中，一為越南 VMEP公司，另二公司轉投資中國大陸廈杏公司與慶洲

公司均嚴重虧損），其中越南 VMEP 公司，由慶豐環宇公司投入成本約新

台幣 6.5億元，但投資淨額僅剩新台幣 2.9億元，另海外 PIL公司轉投資廈

杏公司，PIL公司由慶豐環宇公司投入成本新台幣 3億元，投資淨額僅剩

新台幣七千萬元，COSMOS三陽公司轉投資大陸慶洲公司，慶豐環宇公司

投入 COSMOS三陽公司約新台幣 3.4億元，但 COSMOS三陽公司投資淨

額剩新台幣三千萬元，此外越南 VMEP公司存貨呆滯損失美金六百九十二

萬元，九十一天應收帳款未收回者有美金三十八萬元，且大陸廈杏公司涉

及關稅補稅，預估最大值為人民幣 1.58億元76。自帳面觀察，海外三公司

確無投資價值。雖被告抗辯海外公司因取得銷售許可權建置生產線、使用

三陽公司商標創造商譽、市場佔有、control premium、擁有通路與銷售網，

等項無形資產，從而應以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與開辦成本還原法估價，購

買價格並無不合理云云。惟查： 

(一)對於創業期間成本之會計準則，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十九號公報

判斷77。創業期間指企業正致力於其創業活動且於下列階段之一者： 

1.計劃之主要活動尚未開始之期間。 

2.計劃之主要活動已開始但尚未產生重要收入之期間。 

而創業期間除從事與設立有關之活動外，通常致力於財務規劃、

資金籌措、探勘與開發天然資源、研究發展、開拓資源、購買廠房或

其他營業資產、招募與訓練員工、市場調查與開發及準備生產等活動。

企業創業期間因設立所發生之必要支出，如發起人報酬、律師與會計

師公費、設立登記之規費、發起人會議與創立會之費用及其他與設立

直接有關之支出均屬開辦費。而創業期間非屬設立所發生之支出，如

                                 
76.廈杏公司涉及大陸「遠華走私案」，該案係中國大陸有史以來最大關稅走私與行政首長之貪汙舞弊案，有
數百名高級行政主管涉案，甚至有市長最後遭槍決處刑。  

77.該公報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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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與訓練員工、市場調查、開拓貨源及顧問費等支出則非屬開辦費，

企業籌設分支機構所發生之支出，亦非開辦費78。 

據此以觀，本案被告抗辯開辦費還原法之計量，顯然不符合第十

九號公報，更重要者為第十九號公報第五條規定「開辦費之支出雖使

企業得以成立並營業，惟其未來經濟效益未能明確辨認，故應做當期

費用」。質言之，被告抗辯之費用尚難全部認為係開辦成本，而縱令有

部分可認為開辦費用，但亦僅得做為費用之認列，並非價值，不應估

為股權價值。 

(二)對於未來現金流量之折現，係指將未來某一特定日期之價值轉化成現

在價值之過程，此稱為「折現價值」（discounting）79，例如現在存入一

千元，年利率為 12%，則三年後可得到 1404元，則現在之價值為 1000

元。而「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Future Cash-Flow Methods，

簡稱 DCF），必須確定報酬率與期末之價值80，就本件而言，三陽公司

購買海外公司股權，該海外三公司之期末價值與報酬率焉得確定？且該

三公司之投資均呈虧損，何來投資報酬率？職是，其以未來現金流量折

現而買入，顯與會計理論不符，足證其買入價格為不合理。 

三 .債權讓與及債務免除之合法性  

本案三陽公司購買慶豐環宇公司所擁有之海外公司股權之交易價格議

妥後，共為新台幣六億餘元。而在該時之前，因慶豐環宇公司對海外三公

司有債權共計新台幣十六億八千餘萬元，但三陽公司又對慶豐環宇公司擁

有債權新台幣十七億九千餘萬元，乃透過債權讓與及債務免除之方式，由

慶豐環宇公司將對海外公司之債權讓與三陽公司，三陽公司則免除對慶豐

環宇公司之債務，相互抵銷後，因此慶豐環宇公司變成尚欠三陽公司新台

幣一億餘元，再由三陽公司應付之股款中扣除後，三陽公司再給付慶豐環

宇公司新台幣四億九千餘萬元，圖示如下： 

                                 
78.同前註公報第二條、第三條參照。  
79.鄭丁旺，中級會計學，頁 176，自行出版，二○○一版。  

80.葉金成、顏信輝、林穀峻譯，成本會計，頁 955，東華書局，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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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以觀，其所謂免除債務實際上應為相互抵銷，質言之，係由慶豐

環宇公司將其對海外三公司之債權與其對三陽公司之債務相互抵銷，抵銷

後尚有部分債務，再自股款中扣除，再由三陽公司給付餘額。此種情形，

依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之規定抵銷與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條債權讓與之規

定，並無不可，但主要之問題在於海外公司之清償能力與股價之合理性，

合理性有待商榷已如前述，而就海外公司之清償能力，亦屬可議。質言之，

慶豐環宇公司對海外三公司之債權，因海外三公司之財務狀況不佳

（insolvent），收回債權之可能性小，在此情形下，其將此種不良債權（non 

performing loans）讓與三陽公司，即有瑕疵。此為「動機不純之行為」

（ corporate action with mixed motives ）， 明 顯 有 利 益 衝 突

（Conflict-of-Interest）存在，且有「自己交易」（self-dealing）之情形，最

後結果將使三陽公司承受該不良債權，顯為不合營業常規與不利益之行

為，屬非常規交易81。 

                                 
81.王文宇，論董事與公司間交易之規範，政大法學評論，頁 415-439，八十八年十二月第 62期。  

慶豐環宇 
公司 

三陽公司

海外三公司

債權

17.090357E 

讓與16.80797E 
債權 

應付股款 6.05123E
扣除債權 1.0956 E
再付款項 4.95563E

原有債權 17.090357 E
受讓債權 16.80797  E
餘  額   1.0956  E

慶豐環宇 
公司 

三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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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程式與實質考量，是否符合經營判斷原則：  

就本案而言，被告抗辯之主要理由在於商業判斷原則，而此亦涉及刑

事直接犯罪故意之有無，其意旨在於三陽公司受制於政府對企業直接中國

大陸之禁令，且三陽公司技術合作之日本 HONDA公司亦考量美國政府對

越南經濟制裁而限制三陽公司直接投資越南，乃由被告及其家族控股之慶

豐環宇公司代替三陽公司，透過在海外公司之成立再轉投資中國大陸與越

南。從而，慶豐環宇公司之行為實質上等於三陽公司所應為之事，並無不

當，等語置辯。惟查，對於是否符合經營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ement 

Rule），應著重在忠誠義務（Fiduciary Duty）、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Duty of Loyalty）等因素，尤其重要者，應考量「合理之經營目的」

（rational business purpose）、「公司之最大利益」（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rporation）、與「公司交易之利益衝突」（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corporate 

transactions）82。本案如果真如被告所抗辯，為何慶豐環宇公司與三陽公司

未於設立海外三公司之時訂立協議約定將來權利義務之歸屬？為何選擇在

海外公司鉅額虧損之際移轉股權？又為何不由三陽公司與慶豐環宇公司訂

約規範各種控制因素與評量分子？凡此均為被告所不能舉證以實其說。更

何況，將慶豐環宇公司對海外公司之債權轉移三陽公司，抵銷慶豐環宇公

司對三陽公司之債務，致三陽公司得到不良債權，顯非三陽公司之最大利

益。且使慶豐環宇公司獲得利益，慶豐環宇公司又為被告及其家族投資，

被告為三陽公司董事長，此交易違反利益衝突，至為明確，核與商業判斷

原則不符合。 

                                 
82.Conflict of interest issues arises whenever a corporation contracts directly with one of its  officers or directors, or 

with a company in which the officer or directors is financially interested. 
See, Josse H. Choper & Melvin A. Eisenberg, Corporations, at 48-49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