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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資本公積是法律概念亦係會計科目，因此在法律規範及會計規範均有相

當之規定，適用上兩種規範應行調和，由本質面觀察「超過票面金額發

行股票所得之溢價」方符合公司與股東間股本交易所產生之溢價之資本

公積定性，合併溢額亦屬發行股票溢價之一種，受領股東之贈與，亦可

理解為股東該外投入之資本，而認屬資本公積，另長期投資採權益法認

列之資本公積，本於財務報表允當表達之目的，於會計學理上，應認屬

資本公積，但其運用應以公司法明文限制，餘者處分資產溢價、資產重

估增值均不宜列入資本公積。 資本維持原則之存在，主要係在於保障公



司債權人之利益，而資本維持原則並非僅是一種行為之禁止規範，該原

則之內涵係存在一定之標準，資本維持原則之核心標準在要求公司之實

質資本（股東權益）應維持在「股本」之數額，資本維持原則理想之期

待並非僅在維持資本達股本之水準，其係要求公司資本應保持超越股本

數額一定水準，以作為緩衝調節之用，避免公司資本處於隨時可能低於

股本標準之立即性危險中。公司資本與股利發放之制度，係隱含股東與

債權人利益對立之狀態，作為公司資本制度建構中心思想之資本維持原

則，其標準應在於追求此兩種利益之均衡點，尤其以股東與債權人合理

預期作為思考，探求資本維持原則之適當性標準，亦應以此觀點檢視資

本公積之認列，另公司法一六七條之一並非法律准許動用資本公積之依

據，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亦非絕對違背資本維持原則。 資本公積

稅務問題之探討，所得概念之形成應採用市場交易所得說作為理論基

礎，其與所得稅課徵之正當性依據相符，資本公積之性質，依「超過票

面金額發行股份溢價」而言，係股東額外投入之資本，其為財產之本

體，並非基於市場交易基礎而產生之營業收益，顯非屬所得。資本公積

轉增資時，股東於取得股票時，所得尚未實現，於嗣後股票轉讓時，再

以全部轉讓價格認作證券交易所得，但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停徵證券

交易所得稅，委實造成租稅不公且易引起租稅規避之問題，亦導致稅法

建構理論之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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