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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當公司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後，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外，應行清算，

以了結公司與股東、第三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並俟完成合法清算完結後，

法人人格才會消滅。 公司若未合法清算完結，納稅義務並未免除，欠稅會

面臨移送執行、稅捐保全及清算人賠繳義務問題。公司為免除納稅義務，

往往以取得法院准予清算完結備查函作為免除納稅義務護身符，當稅捐機

關否准所請時，即衍生出許多行政爭訟，增加社會成本。 本研究針對常見

清算之稅捐爭議問題歸類為：「清算完結之認定與欠稅處理問題」、「清

算人稅法上責任問題」、「清算之稅捐保全問題」及「清算公司未分配盈

餘歸課股東所得問題」等 4 個類型，並參酌法院判決之實務見解，分別進

行探討、分析及評述，提出研究結論及建議，俾節省稽徵成本及兼顧清算

公司之權益，創造徵納和諧、雙贏的局面，有效杜絕爭議。 本研究經由探

討清算公司、稅捐機關、法院及專家、學者對公司清算之稅捐爭議問題的

見解後，提出下列建議： 一、清算完結認定問題之改進建議 1.修法明定管

轄法院受理聲報清算完結時，應徵詢本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之意見。 

2.法院准予清算完結備查，應有誠實信用原則適用。 3.稅捐機關對於清算

案件建議先核估稅捐申報債權並優先辦理查核。 二、欠稅處理問題之改進

建議 1.公司法增訂清算中公司之強制執行程序當然停止。 2.公司已清算完

結並經股東會承認後，建議應准予清算人以利害關係人身分提起行政救

濟。 三、清算人稅法上責任問題之改進建議 1.增訂清算人執行職務致政府

租稅債權受有損害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2.修法明定對未辦理清算申

報案件，稅捐機關應於清算期間 6 個月屆滿後通知清算人補辦清算申報，

逾期仍未辦理申報，清算人應就公司未清繳稅捐負繳納義務。 3.修法明定

各權責機關間之互相通報機制，督促清算人善盡職責 四、清算之稅捐保全

問題之改進建議 1.修法將限制出境之要件應提昇到絕對法律保留位階，始

符合法制國家要求。 2.修法明定限制出境期間及定期清理審查制度。 3.為

防杜人頭清算人，清算期間辦理限制出境，原負責人應一併辦理。 4.建議

放寬解除出境限制之條件。 5.建議仿效美國以財物抵押達到稅捐保全目

的，代替限制出境。 五、清算公司之未分配盈餘歸課股東所得問題之改進

建議 1.若股東獲配賸餘財產之土地實物如無實際成交價格，建議參考營利

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2 條第 3 款認定。 2.建議財政部 65 年函釋以「剩

餘財產減除股本」作為計算股東清算所得規定，修正為「剩餘財產減除股

東原出資額」。  

摘

要

(英) 

When a corporation is to dissolve, to cancel or discontinue its registration as a 

judicial entity, except in the case of merger, spin-off or bankruptcy, it must also 

settle with its creditors and shareholders with respect to their interests and 

obligations. After such liquidation settlements have been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its status as a judicial person will then terminate. When a 

corporate is in the process of liquidation, its taxable obligation status does not cease 



to exist. Its potential tax liabilities may result in such issues as assumption of 

liability, protection of taxing authorities’ interests, and tax responsibilities of its 

liquidator. After the liquidation settlement, companies often consider themselves 

protected from further tax liabilities and base their claim on documents issued by 

court that has recorded the liquidation settlement. When tax authorities deny 

companies’ claims, it may give rise to a series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that 

would incur the efficiency loss of the society. This research paper focuses on some 

common controversial tax issues related to corporate liquidation and has organized 

them for discussion into four categories: (1) Determination of final liquidation status 

and tax liabilities of the liquidated company, (2) the tax responsibilities of 

liquidators, (3) protection of taxing authorities’ interests and, (4) income 

measurement with respect to distribution to shareholders of their residual interests. 

The thesis studies these issues from the positions of both liquidating companies and 

taxing agencies, analyzes them in light of court decisions and opinions of scholars 

and experts, and then presents insights and ideas to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 

harmonious and win-win result for both taxing authorities and taxpayers. The 

benefits from such a result include reduced disputes that means cost effectiveness 

for taxing agencies as well as protection of liquidating corporation's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Based on the analyses, the thesis provides suggestions as follows: 1. How 

to improve the process of determination of finalized liquidations. （1）Enact laws 

requiring that the courts, in processing a liquidation completion application, consult 

with the taxing authority of the locality of taxpayer's residence. （2）The court-

approved status of completed liquidation as recorded should be able to be relied 

upon in good faith. （3）Taxing authorities should have the liquidation applicant 

estimate its tax liability or refund status and will grant priority in verifying 

taxpayer's claim. 2. How to improve the handling of tax amount determined. （1）

Add provisions to the Corporate Law that will discontinue the levying procedures 

with regard to a corporation in liquidation. （2）After the completion of 

liquidation, as accepted by the shareholder committee, the liquidators should have 

access to administrative recourse as persons of interests. 3. How to improve the 

determination of liquidator's liability for tax owed. （1）If liquidators cause the 

interest of taxing authorities to be jeopardized due to the way they carry out their 

duties in liquidation, they should be held liable for such damages caused. （2）The 

taxing agencies should notify the taxpayer to file its tax return within six month after 

submitting the liquidation case to court. If such return is not filed within certain 

deadline, liquidator shall be held liable for any taxes owed by the liquidating 

company. （3）The law shall require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different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at liquidators will perform their 

duties properly. 4. How to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government's interest in taxes 

owed by liquidating companies. （1）Enact laws regarding restrictions on 

expatriation so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will have applicable laws to function. （2）

Accordingly, such laws should clearly provide as to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restricted persons can not leave the country and the examination procedures such 

persons are subject to. （3）The restriction provisions should apply to the 



principals as well 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prevent the use of nominal liquidators. 

（4）The qualification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removal of exit restrictions 

should have more alternatives. （5）Instead of restricting taxpayers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government can, by following the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tect 

its economic interest by way of accepting property as collaterals for taxes potentially 

owed. 5. How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residual interests to shareholders. （1）

When the residual interests are properties without having a established market price, 

their valu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Section 3, Article 32 of Standards 

for Determination of Income Tax of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s. （2）Amend a 

provision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1965 with respect to the computation of 

income realized in liquidating distribution. Such income should equal the value of 

the residual properties received “less the amount originally contributed by the 

shareholder”, instead of “less the balance of corporat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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