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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國內轉投資部分

1-1 盈餘分配

1-2 增資

1-3 轉讓

1-4 併購取得及轉讓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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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燒議題

A. 未上市櫃非興櫃股票交易所得

明年課徵最低稅負

B. 開曼列入黑名單

C. 全球數位稅

2. 企業國外轉投資部分

2-1 新設立
2-2 盈餘分配
2-3 增資
2-4 減資彌補虧損或解散
2-5 轉讓

2-6 併購取得及轉讓

2-7組織重組

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

實際管理處所(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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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跨國集團的營運模式部分

3-1 常設機構

3-2 國別報告(CbCR)、企業主檔(Master file)、移轉訂價(TP)

3-3 共同申報準則(CRS)對台幹及大股東的影響

3-4 DAC 6 歐盟激進跨境稅務安排申報

4. 企業日常營運部分

4-1 給付外國時需扣繳

4-2 產業創新條例修法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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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議題

A. 未上市櫃非興櫃股票交易所得民國

110年起課徵最低稅負

B. 全球數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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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證券交易所得明年課徵個人最低稅負簡介

2. 證券交易所得計算方法整理

3. 各種股權轉讓模式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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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上市櫃非興櫃股票交易所得民國110年起課徵最低稅負



A-1

證券交易所得明年課徵個人
最低稅負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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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復辟

8

95.1.1~101.12.31

未上市櫃/興櫃股權交易
所得併入AMT

102.01.01~104.12.31

15%分開核實計稅
合併申報

105.01.01~109.12.31

停徵

110.01.01~
(草案)

復徵AMT

防堵高資產人士將應

稅的營利所得、財產

交易所得轉換為免稅

的證券交易所得，因

此將未上市櫃股票交
易所得納入AMT課徵

範圍

復徵證所稅，未上市櫃

股票交易所得課最低稅
負的規定一併刪除

停徵證所稅；然而，

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

得卻未恢復課徵最低
稅負!

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
得納入AMT課徵範圍，

捲土重來



A-2
證券交易所得計算方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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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所得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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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 - 成本 - 必要費用 =  所得

成本

股權取得方式 成本認定

購買取得 購買成交

公司盈餘轉增資 股票面額

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 成本為零

公司現金增資 發行價格

員工參與現金增資 可處分日之時價

股票公開承銷 取得價格

公司設立時 發行價格

繼承或受贈  未上市櫃公司股權：繼承或贈
與當日(或最近期)之淨值(註)

 配偶相互贈與而取得：以第一
次贈與前之成本為準

(註) 須對該公司帳外調整：
1. 帳上不動產金額小於公告現值，應調整至現值
2. 帳上上市櫃投資金額小於當日收盤價，應調整至收盤價

綜合所得淨額

加 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之股利及盈餘

海外所得>100萬

特定保險給付

私募基金交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

110年起之未上市櫃證券交易所得

小計 基本所得總額

減 免稅額670萬

合計 基本所得淨額

X 20%

= 基本所得稅額

孰高

應納稅額=(基本所得稅額，一般稅額)

必要費用 證交稅+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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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股股票所得稅稅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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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項目 發生原因 台灣個人 台灣法人 外國法人 外國個人

股利收入 • 公司分配股利

• 公司被合併

• 公司解散

• 公司現金發放非股
東出資的資本公積

• 5%~40%綜合所
得稅

或分離課稅28%

• 不計入所得額, 

但可能有未分
配盈餘稅5% 
etc.

• 就源扣繳21% 
or 10% etc.

• 同左

投資損失 • 公司減資彌補損失

• 公司被合併

• 公司解散

• 不認損失 • 可認損失 • 不認損失 • 同左

證券交易所得 • 股票出售、交換、

作價投資、分割、
收購

• 105年以後免稅
• 110年後未上市

櫃及非興櫃股票
(含公開發行公司) 

20%最低稅負

• 最低稅負12% 
或 6% 或免稅

• 免稅 • 105年以後
免稅

證券交易損失 • 股票出售、交換、
作價投資

• 不得扣抵以後年

度的證券交易所
得

• 得扣低以後5

年的證券交易
所得

• 不認損失 •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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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F股股票所得稅稅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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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股票或F股股票所得稅務處理大不同

「F股」並非正式名稱，而係指公司設立登記地點不在台灣的我國或外國企業，在外國未曾上市，而選擇台灣
作為第一次上市上櫃公開募資的地點的股票，由於個股開頭目前統一為 F- (或 F* )開頭，因此通稱此類股票
為「F股」。由於發行「F股」之公司設立登記地點不在台灣，其所得稅稅務處理與台股股票迥異。

損益項目 發生原因 台灣個人 台灣法人 外國法人 外國個人

股利收入 • 公司分配股利

• 公司被合併

• 公司解散

• 公司現金發放非股
東出資的資本公積

• 20%最低
稅負

• 營所稅20%

也可能有未

分配盈餘稅
5% etc.

• 不適用 • 同左

投資損失 • 公司減資彌補損失

• 公司被合併

• 公司解散

• 不認損失 • 可認損失 • 不適用 • 同左

證券交易所得 • 股票出售、交換、

作價投資、分割、
收購 均同前頁的台股做法

證券交易損失 • 股票出售、交換、
作價投資



A-3
各種股權轉讓模式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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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衝擊因應之道

14

1. 公司型態
 有限?
 股份有限?

2. 是否有印股票
 確認有加蓋鋼印?
 補簽證發行股票所需時間?
 請集保公司保管股票

3. 未來控股型態
 一般的股份有限公司?
 閉鎖性公司?

4.   實質課稅影響?
 透過架構調整規避股利所得稅負?

 交易的金流、時機、理由、金額及
對象的掌握

5.  二親等間買賣
 贈與稅申報?
 支付買賣價金?
 買賣價格之合理性?

1. 盤點未上市櫃及非興櫃股權狀況，思
考未來股權調整的需求並評估潛在稅
負

2. 針對年底前的股權移轉，確認移轉的
方式，掌握實質課稅及贈與稅風險

3. 新法上路後善用基本所得稅額免稅額、
一般稅額後，分年移轉股權

4. 股權架構調整，結合家族企業傳承，
邁向家族治理

我是不是受新法影響的族群? 我在交易前要注意哪些事項? 我應該如何因應?

1. 因併購或IPO規劃而出售公司老股
予財務性及策略性投資人的股東?

2. 因海外IPO或F股IPO等規畫，須將
境內公司轉由境外公司持有者

3. 以股作價或股份轉換成立家族控股
公司、投資公司的股東?

4. 二親等間股權買賣

5. 股東透過處分股權方式移轉公司持
有之不動產?

6. 目前沒有股權轉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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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所得稅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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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投資公司 境外投資公司

公司稅前盈餘 100 100 100

公司營所稅 (20) (20) (20)

可分配股利 80 80 80

所得稅 (22.4) (4) (16.8)

股東稅後收入 57.6 76 63.2

第一層股東總稅負 42.4% 24% 36.8%

投資公司分配股利或境外
投資公司111年以後因
CFC視同盈餘分配

N/A 21.28% 12.64%

最終股東總稅負 42.4% 45.28% 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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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球數位稅

全球數位稅規則年底出爐
資誠（PwC）全球稅務服務會計師曾博昇3日指出，OECD、G20等組織在1月底召開數位稅會議，目
前已有初步共識，今年7月將召開第二次會議，預計全球版數位稅在今年底就會有具體方案。

曾博昇表示，目前OECD、G20等組織共提出兩大方向，第一，依照固定利潤、業務利潤與超額利潤
等三種金額課稅。第二，採取基本稅負制觀念，如果企業在低稅率國別設置子公司，這類企業要比照
CFC（受控外國企業）制度，按照企業註冊國的稅率報繳。

OECD在1月會議中強調，考慮到現在中美貿易戰及國家保護主義盛行，各國爭先制定單邊數位課稅的
法令，像是法國3％數位稅，這種單邊稅制將惡化貿易衝突，對各國經濟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因此
OECD與G20達成共識，將盡快在2020年底前推出全球版的數位經濟及市場面向型企業的課稅機制。

曾博昇指出，依照OECD的意見書，數位稅制可能會將企業利潤拆分成三項，首先就是該產業利潤率，
類似我國的同業利潤率概念，這部分的課稅權是在註冊國。

而企業的數位業務活動若大於例行性功能，各國可根據常規交易原則計算可分配至當地國家、地區的
利潤，也就是業務利潤，如移轉訂價。

16

2020-02-04 工商時報林昱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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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球數位稅

全球數位稅規則年底出爐

本次OECD會議新提出的觀念則是第三項「超額利潤分配」，也就是企業總利潤扣除「固定利潤」、
「業務利潤」後，剩下的「超額利潤」要採用新的公式分配給市場及消費者國家。曾博昇認為，在觀
念上類似我國對境外電商的貢獻度與利潤率扣繳模式，但是計算方式大不相同。

曾博昇舉例，假設Facebook利潤有5千億美元，先繳納註冊國10％的產業利潤，即為500億美元，接
著繳移轉訂價業務利潤，可能為5％、即為250億美元，剩下的4,250億美元即為超額利潤。

而超額利潤課稅權是依各國市場占比去分配，若Facebook總利潤有10％來自日本，則日本就可以按照
比例、掌握425億美元的課稅權。

17

2020-02-04 工商時報林昱均報導



企業國內轉投資部分

1-1 盈餘分配
1-2 增資
1-3 轉讓
1-4 併購取得及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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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盈餘分配

1-2 增資

 當國內公司取得國內股利，應計算不得扣抵進項稅額及使用外國勞務營業稅

《法規》營業稅法§19及§36

 當公司取得國內股利收入大於總收入50%時，會產生費用不得扣除

代表：金控、產控、投資公司

《法規》所得稅法§24、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失分攤辦法

19

子公司如有累積虧損，則應先增資再減資彌補虧損？還是應該順序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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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轉讓

 個人股東或法人股東如何選擇併購方式

A. 個人100%持股的公司被併購時，應考慮

(1)公司是賺錢還是虧損?

(2)要不要印股票?

(3)要出售股票還是讓公司被合併?

B.  投資公司100%持股的實際營運公司被併購時應考慮

(1)實際營運公司是賺錢還是虧損?

(2)實際營運公司要不要印股票?

(3)要出售實際營運公司股票還是讓該公司被合併?

(4)如果選擇出售實際營運公司股票,則該公司要不要先分配盈餘或減資彌補虧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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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觀念彙總分析

 公司如何選擇併購方式

收購公司取得另一公司100%股權後，是否要讓子公司消滅？應考慮

(1) 母公司認列商譽等稅上費用的效益

(2) 子公司的虧損扣抵使用效益

 不同子公司是否同時分配盈餘及辦理減資彌補虧損

不同子公司分別有累積盈餘及累積虧損，是否讓有盈餘之子公司辦理盈餘分配，以減少讓子公司的未

分配盈餘稅；同時是否讓虧損之子公司辦理減資彌補虧損，讓母公司可以承認投資損失以減少營利事

業所得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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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併購取得及轉讓

 標的公司可後十年的虧損和公司自己的恐會被稀釋

《法規》企業併購法§43

 商譽和負商譽的計算與財會計算不同

《法規》財政部103.12.1台財稅字第10304030470號令

 購買價格分攤報告(PPA)分攤給各項應免稅資產、專利權、專門技術、電腦軟體、營業權及商譽的
差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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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修法方向

經濟部修正條文

第四十條之一 (本條新增)

公司進行併購而取得之可辨認無形資產，得於一定年限內平均攤銷。

前項所稱可辨認無形資產，指營業權、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植物品種權、漁業權、礦業權、水權、電腦軟體、行銷權及各種特許權。

第一項可辨認無形資產之估價，以公司取得成本為準。攤折年限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準；無
法定享有之年數者，以十年論。

 思考：鉅額無形資產的取得應盡量符合企業併購法的適用？

第四十四條之一 (本條新增)

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被分割公司，其個人股東取得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分割後既存或新設之公司或

外國公司股份，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股利所得，得全數選擇延緩至次年度起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

擇定後不得變更。但於延緩課稅期間內轉讓其於合併或分割對價取得之股份者，應於轉讓年度按轉讓
股份比例申報股利所得課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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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修法方向

經濟部修正條文草案

前項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公司自設立登記日至其決議合併、分割日未滿五年。

二、公司未公開發行股票。

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應於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日起十五日內，檢送下列文件資料向公司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申報：

一、公司變更登記證明文件。

二、前項第一款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

三、股東名冊。

四、個人股東於取得股份當年度選擇適用第一項延緩繳稅之聲明書。

第二項第一款所稱決議合併、分割日，指對於公司合併或分割，股東會首次

決議通過之日，但公司進行第十九條之簡易合併或第三十七條之簡易分割時，

則為董事會首次決議通過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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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國外轉投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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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設立

 海外“分”公司當地繳的所得稅可以回台扣抵

海外“子”公司當地繳的所得稅不可以回台扣抵

《法規》所得稅法§3

海外“分”公司盈餘匯回大多不必扣繳，但美國等除外

 三明治的投資架構股利回台會多重課稅

 透過租稅協定國轉投資?

 直接投資還是間接投資子公司好?

 新加坡有視同扣抵

《法規》台新租稅協定§18第2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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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盈餘分配

海外盈餘被扣繳的稅率高於台灣的所得稅率該如何?

《法規》財政部69.5.14台財稅第33826號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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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資

28

子公司如有累積虧損，則應先增資再減資彌補虧損？還是應該順序相反？

2-4減資彌補虧損或解散

如果透過第三地公司轉投資實質營運公司，恐需兩個公司都有減資彌補虧損或解散

《法規》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99

2-5 轉讓

間接轉讓大陸持股恐需繳納大陸資本利得稅

《法規》大陸國家稅總局公告2015第7號

《關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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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間接移轉徵稅條件明確化（7 號公告出台）

29

一、背景說明
非居民企業透過移轉境外中間控股公司股權，以達到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應稅財產效果的，
一旦被重新定性為不具合理商業目的的直接轉讓，將就資本利得課徵扣繳稅(10%)。國家稅務總局於
2015年公布7號公告明確適用條件，取代698號文。

二、主要內容

1. 境外企業股權75%以上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中國應稅財產；
2. 境外企業資產總額(不含現金)的90%以上主要由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構成，或其取得的收入
的90%以上主要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中國境內(交易前1年內)；

3. 境外企業及下屬企業雖在所在國家（地區）登記註冊，以滿足法律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但實際履行的
功能及承擔的風險有限，不足以證實其具有經濟實質；且

4. 間接轉讓交易在境外應繳納所得稅稅負低於直接轉讓交易在中國可能的稅負

紅區: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應稅!

1. 在公開市場買入並賣出同一上市境外企業股權
2. 適用稅收協定保護

綠區1: 免稅!

綠區2: 集團內重組(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免稅!

1. 交易一方直接或間接擁有他方80%以上的股權(或二者被集團其他一方擁有同樣持股比重)唯境外企業
超過50%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中國境內不動產的比例應為100%

2. 本次間接轉讓交易後可能再次發生的間接轉讓交易相比在未發生本次間接轉讓交易情況下的相同或類
似間接轉讓交易，其中國所得稅負擔不會減少；且

3. 股權受讓方全部以本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係的企業的股權（不含上市企業股權）支付股權交易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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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間接移轉徵稅條件明確化（7 號公告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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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內容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除大陸公司股權外，擴大到間接移轉其他“中國應稅財產”

轉讓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境內不動產或機構、場所財產的境外企業同樣適用7號文

2. 改為自願申報，但加重雙方未扣繳責任
• 若交易應納稅，受讓方未履行扣繳義務者，將面臨罰款
• 轉讓方若未納稅且受讓方也未扣繳的，需對轉讓方追繳相關稅額並加計利息與罰息

四、企業因應對策
境外重組前先評估是否有機會落入綠區，若無法完全滿足無需申報條件，也應創造灰區有利條件，以
利申報時爭取免稅。

灰區:依照7+1因素整體判定合理商業目的

1. 境外企業股權主要價值是否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中國應稅財產；

2. 境外企業資產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構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主要直接或間接
來源於中國境內；

3. 境外企業及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稅財產的下屬企業實際履行的功能和承擔的風險是否能夠證實企
業架構具有經濟實質；

4. 境外企業股東、業務模式及相關組織架構的存續時間；
5.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在境外應繳納所得稅情況；

6. 股權轉讓方間接投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與直接投資、直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的可替
代性；

7.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所得在中國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情況；與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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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法實施細則 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境外所得有關個人
所得稅政策的公告財政部、稅務總局公告

[2020]3號

下列所得，為來源於中國境外的所得：

間接轉讓中國不動產 –個人所得稅法下來源地規則的改變

31

中國公司C

境外中間控
股公司B（以

中國不動產
為主）

非居民自然人A

中國公司D

中國

境外

不動產1

不動產2 不動產3

（七）轉讓中國境外的不動產、轉讓對

中國境外企業以及其他組織投資形成的

股票、股權以及其他權益性資產（以下

稱權益性資產）或者在中國境外轉讓其

他財產取得的所得。但轉讓對中國境外

企業以及其他組織投資形成的權益性資

產，該權益性資產被轉讓前三年（連續
36個西曆月份）內的任一時間，被投資
企業或其他組織的資產公允價值50%以

上直接或間接來自位於中國境內的不動

產的，取得的所得為來源於中國境內的
所得；

第三條 除國務院財政、

稅務主管部門另有規定

外，下列所得，不論支

付地點是否在中國境內，

均為來源於中國境內的
所得：

（四）轉讓中國境內的

不動產等財產或者在中

國境內轉讓其他財產取
得的所得；

非居民個人從中國

境內取得的所得，
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同時適用於居民個
人和非居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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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併購取得及轉讓

32

 標的公司可後十年的虧損和公司自己的恐會被稀釋

《法規》企業併購法§43

 商譽和負商譽的計算與財會計算不同

《法規》財政部103.12.1台財稅字第10304030470號令

 購買價格分攤報告(PPA)分攤給各項應免稅資產、專利權、專門技術、電腦軟體、營業權及

商譽的差別

 企業併購應有的思維

2-7 組織重組

組織重組的利得需課稅，但損失恐無法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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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33

控股公司或境外
總部稅務議題

 實質營運要求

 租稅優惠

母公司 (產銷研)

BVI/KY/SG/HK
(控股公司)

歐洲

(銷售)
美國

(銷售)
亞洲

(銷售)

銷貨

銷貨銷貨銷貨

美國
市場

歐洲
市場

亞洲
市場

銷貨

母公司層次議題
受控外國公司CFC及實質管理處所PEM
境外稅額扣抵適用

總部稅務管理及大數據查稅因應管理

股東層次議題
個人所得稅

CRS

子公司層次議題

稅務科

技技術
的應用

股利、利息及權利金扣繳

數位稅課稅趨勢的影響(利潤分割
或最低稅負)

移轉訂價、集團主檔及國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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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34

反避稅條款

綜合影響

CFC/PEM

• 檢視集團內是否有無實質的低稅賦控股公司

• 針對無實質的低稅賦控股公司，其海外盈餘將需提早回台課稅

CbCR/Master File

• 檢視集團的價值鏈及利潤分配的合理性

• 針對不對稱的利潤配置，將被重新分配並課稅

CRS

• 透過資訊交換，檢視台灣稅務居民的全球所得

• 針對應申報但未申報之全球所得將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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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35

台灣及國際反避稅法制修訂對跨國企業集團之影響

境外公司交易

價值鏈分析

各國繳稅情形

集團獲利關鍵動因

重要營運據點

集團資金操作

利潤配置情形

台商跨國集團

集團

主檔

集團

主檔

移轉訂

價報告

移轉訂

價報告

國別

報告

國別

報告

受控

外國公司

CFC

受控

外國公司

CFC

實質

管理處所

PEM

實質

管理處所

PEM

稅務

資訊交換

機制

稅務

資訊交換

機制

CRSCRS

BEPSBEPS

提交予稅局

資訊大幅增加

提交予稅局

資訊大幅增加

財務及稅務

狀況透明度提高

財務及稅務

狀況透明度提高

稅務查核風險

增加

稅務查核風險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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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實質法重點更新

歐盟稅務不合作名單-黑名單國家

歐盟稅務不合作黑名單(2020.02.18發布)

既有國家 新增國家

1. American Samoa 美屬薩摩亞

2. Fiji 斐濟

3. Guam 關島

4. Oman 阿曼

5. Samoa 薩摩亞

6.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與托巴哥

7. US Virgin Islands 美屬維京群島

8. Vanuatu 萬那杜

9. Palau帛琉

10. Panama巴拿馬

11. Seychelle賽席爾(註2)

歐盟理事會從2020年開始每年兩次更新，
下次預計於10月更新

(註1)開曼群島因無法妥善解決與投資基金(collective investment 
vehicles)相關的經濟實質議題，而遭列入黑名單。

(註2) 賽席爾因構成”有害”稅收制度(harmful preferential tax 
regimes)且迄今未改善而遭列入黑名單。

黑名單國家或地區將遭
經貿制裁(詳下頁說明)

三項主要評核條件

公平稅制

執行
BEPS最
低標準

租稅透
明化

1

3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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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黑名單國家或地區的制裁措施

監督管理措施Administrative measures：

歐盟成員國須加強涉及黑名單地區的交易觀察及查核力道（和黑名單地區有往來的歐盟國家納稅
人也可能面臨更高的查稅風險）

法規措施 Legislative measures：

自2021/1/1起歐盟成員國須至少採取下列4項制裁措施其中1種，包含：

 不得認列費用抵稅

 針對歐盟投資者因投資黑名單地區子公司的所得，納入歐盟投資者的課稅稅基(CFC)

 提高扣繳稅稅率(例如：法國高達75%)

 限制股利收入適用免稅優惠

 其他制裁措施項目(包含稅務措施與非稅務措施)
請參閱附錄 -歐盟2017/12/5 & 2019/3/12 Council Conclusions重點摘錄

 依歐盟2019/12/5 Guidance on the coordination of defensive measures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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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遭列入黑名單

開曼群島政府的因應說法

 開曼群島的當地投資基金(collective investment vehicles)相關法規於2020/2/7方施行，晚於歐盟預定要
求日而遭列入黑名單。

 開曼群島政府於2020/2/18發布新聞稿對外說明在經濟實質法遵循方面已有具體作為，並積極與歐盟協
商，以祈儘速脫離黑名單。

(全文link: Cayman Contacts EU to Begin the Delisting Process, announcement of Cayman Islands 
Government, 2020/2/18 )

企業因應？

1

檢視開曼公司是否有：

 歐盟個人或法人股東

 與歐盟國家有交易往來

 直接持有歐盟國家子公司的股權

2 如有前述情形即需要評估公司營運層面和股東層面相關影響

3
開曼公司仍須配合經濟實質法規，以免被當地主管機關懲罰，影響公司的法律遵循
情形（Good Standing），導致公司無法取得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並運用OBU
銀行帳戶資金

4
雖然開曼群島相關修法作業應集中在投資基金領域，企業仍需觀察是否進而連動影
響經濟實質相關法令

38



PwC Taiwan

歐盟稅務不合作名單-觀察名單國家(灰名單)

歐盟稅務不合作”灰”名單(2020.02.18發布，註1)

1. Anguilla安圭拉

2. Turkey土耳其

3. Botswana波札那

4. Bosnia and Herzegovina 波士尼亞與
赫塞哥維納

5. Eswatini史瓦帝尼

6. Jordan約旦

7. Maldives馬爾地夫

8. Mongolia蒙古

9. Namibia納米比亞

10. Thailand泰國

11. Saint Lucia聖露西亞

12. Australia澳洲(註2)

13. Morocco摩洛哥

(註1) BVI、百慕達、越南等16個國家因在限期內完成承諾事項，故得
以從灰名單中移出。

(註2)澳洲構成”有害”稅收制度但已承諾於2020 年底前立法修改，
故列入觀察名單。

三項主要評核條件

公平稅制

執行
BEPS最
低標準

租稅透
明化

1

3

2

應完成承諾事項，如未完成，
可能遭移到黑名單

歐盟理事會從2020年開始每年兩次更新，
下次預計於10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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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質要件

相關個體

1.依當地法規註冊之公
司或合夥組織

2.不包含其他地區稅
務居民 (

證明文件如下
)

3.不包含投資基金 (開曼

規定)

相關活動 經濟實質配備

1.銀行業務

2.分銷&服務中心業務

3.融資&租賃業務

4.基金管理業務

5.集團總部

6.控股公司

7.智慧財產權業務

8.保險業務

9.航運業務

1.當地從事積極核心收入創造

2.當地營運費用

3.當地營運設施 /辦公處所

4.足夠且適任員工在當地工作

(外包限制與規範)

實質管理控制

該公司在當地被實質管理
控制

1.董事會於當地召開並有
適當頻率及出席率

2.董事具備足夠知識能力...
等

從事 符合

+

證

明

文
件

稅務居民證明、稅

編(TIN)、核定書、

繳稅證明…等

純控股公司“較寬鬆”經濟實質條件

1. 已遵循一般法定義務

2. 適用較低限度的實質營運要求(包括具備適當的員工與辦公室，可外包)

3. 如屬開曼或BVI純控股公司，不須於當地開立董事會

4. 從事積極性管理相關權益性投資時，仍需對此在當地建立合適的員工及
辦公室配備

若所執行活動不落入九大類相關活動類型，
原則上則不須滿足經濟實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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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I經濟實質法施行細則2.0修訂重點

項目 內容摘要

合規計畫的預計期間
• 明確建立經濟實質合規計畫(Compliance Plan)的最長時限為「2個財務年度」(申請

當時所屬的財務年度+下一個財務年度)

他國或地區稅務居民

證明

• 明文規定他國或地區稅務居民相關證明文件應上傳到BOSS系統的RA資料庫

從事IP業務的認定判

斷

• 新增4個範例說明是否符合從事IP業務認定

從事銷售&服務中心活

動的認定判斷

• 新增1個範例說明是否符合從事銷售&服務中心業務認定

1. 企業擁有品牌並授權給他人使用，以取得授權使用費，此活動符合從事IP業務定義。

2. 企業生產及銷售商標產品給第三方客戶，因其收入來自向第三方銷售製成品而非無形資產開發，故
非屬從事IP業務。

3. 企業開發自有具版權登記的IT軟體以用於線上行銷與授權他人使用，並收取授權費，此活動符合從
事IP業務定義。

4. 企業開發IT軟體並產銷電腦，軟體授權費係內含於電腦的售價(未單獨計價)，此活動可能符合從事IP
業務定義。

服務業者提供一次性的非本業服務予外國關係企業並以成本收費，可不被認定為從事銷售&服務中心業務
的相關活動。

1.0

2.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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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達經濟實質法修正案與施行細則公布實施

42

百慕達政府於2019年12月24日發布施行細則最終稿（Economic Substance Requirements for Bermuda-
Guidance Notes -General Principles），同時也發布最新的母法及子法規修正版。重點如下:

• 百慕達控股公司主要功能為取得並持有權益投資，限於對投資公司具有控制權者，包括: 有多數投票權、有
權任免大部分董事等主要管理階層、或是雖非主要股東但藉由控股協議得以掌控公司主要投票權

• 在符合上述情況下，若消極持有債券等財務投資產品（例如政府公債），且未從事其他八大類相關活動，
仍屬純控股公司的範圍，須遵守純控股公司所適用的較低經濟實質標準

• 純控股公司所適用的較低標準，需要聘僱適當的員工以及擁有辦公地點。依照該控股公司的性質、規模與
業務複雜程度來判斷，若認為適當，可以外包給當地的服務提供者

• 目前法規中尚未規範投資基金豁免規定，但預計相關更新規定後續將再公布

• 經濟實質法第一個年度申報需在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

• 申報系統等細節規定目前尚未公告，預計會有其他細節或補充規定發布

留意:百慕達純控股公
司定義與開曼與BVI 略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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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質規定比較:開曼群島 v.s. BVI v.s.百慕達

43

百慕達整體架構雖然大致與開曼群島與BVI 等地的經濟實質法類似，但仍有部分不同規定。為了符合OECD與歐盟對有害稅
制的改進要求，使各地制度趨於一致，百慕達修正後的主要制度內容與開曼及BVI 的差異縮小，主要規定如下 :

比較項目 開曼 BVI 百慕達

相關個體的法律組織型態
公司及合夥組織

境外稅務居民

可排除適用經濟實質法 V V V

應提供稅務居民證、納稅證明等文件 V V V

其相關所得須在其他國家／地區被列入課稅範圍 V V V

控股公司

適用較低限度的實質營運要求

（包括具備適當的員工與辦公室，可外包）

V V V

其他類型相關活動

須符合較高的實質營運要求

（包括適當員工／辦公室／營業支出及開立董事會）

V V V

法令包含彈性用語

（如可暫時性認定為他國稅務居民再補交證明）

X V V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既有企業須開始具備經濟實質的日期 2019.07.01 2019.06.30 2019.07.01

經濟實質通知日（
notification

） 2020.03.31(
註

1) NA 2020.01.31(註2)

經濟實質申報日（
reporting

）
2020.12.31 2020.12.29 2020.06.30

財務年度（以曆年制公司為例）
2019.01.01-2019.12.31 2019.06.30-2020.06.29 2019.01.01-2019.12.31

(註1) 法定期限為3月31日, 但若在1月31日前未能完成或將影響取得 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等證明的資格
(註2)在年度公司申報中，需聲明是否從事經濟實質法相關活動

開曼施行細則2.0第29頁範例中的notification 期限為2020.9.30，後續在
DICT ES notification (User Guide)第2頁明文確定通知期限是每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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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44

CFC及PEM觀念

觀念 課稅效果

受控外國公司 CFC 使外國公司視同當年度盈餘分配回台 • 海外盈餘無論是否匯回，我國營利事
業都要按持股比率繳稅

實際管理處所 PEM 將外國公司當作台灣公司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

•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及結算申報

• 全球所得課稅
• 繳納前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稅

• 給付所得需扣繳並開立憑單
• PEM股東拿到其發放之股利，視為
取得台灣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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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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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的影響 –以決議分配股利為例

CFC通過前

臺灣

A國

開曼/香港
公司

A公司

100%

 A公司2015年稅後盈餘1億元

 股東會決議全數分配

OO公司

100%

CFC通過後

因
BVI
盈餘視同分配，

D
公

司在國內增加之稅負為

1
億元

*100%*17%
=1700

萬

臺灣

A國

開曼/香港
公司

A公司

100%

 A公司2015年稅後盈餘1億元

 股東會決議全數分配

OO公司

100%
開曼/香港公司
若視為CFC，

則其盈餘視同
分配給OO公司$ $

開曼/香港公司
將A公司分配之

盈餘保留，不

分配，有遞延
稅負之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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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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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轉投資公司所生之利潤或損失課稅規則綜覽

對利潤之課稅

公司性質(註1) CFC新法之前的利潤 CFC新法之後的利潤

來自低稅區
 低稅區公司在CFC新法之後分配，不
計入CFC所得

 低稅區公司利潤產生當年度，計入CFC
所得

來自非低稅區
 非低稅區公司CFC新法以後分配，要
計入CFC所得

 非低稅區公司利潤產生當年度，不計入

CFC所得
 非低稅區公司CFC新法以後分配，要計
入CFC所得

TW

低稅
區

非低
稅區

KY (CFC)

註1: 假設該公司本身取得貿易利潤，境外第一層(CFC)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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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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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法案

項目 內容

CFC定義 自適用年度起，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CFC股權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
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如人事、財務決定權)

(註) CFC所在地為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其法定營所稅稅率未逾我國所定稅率之70%(<11.9%)或
僅對其境內來源所得課稅者

豁免門檻 • 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
• 無實際營運但當年度盈餘在財政部規定標準以下(待細則規範)

適用對象 • 僅適用於CFC之營利事業股東
• 個人股東或非關係人不適用

課稅效果 • 海外盈餘不論是否匯回，我國營利事業股東都要按持股比率繳稅

• 核定之虧損在10年內可盈虧互抵

• 未來實際獲配股利時，不再課稅，且可以扣抵外國股利扣繳稅款

施行日期 預計於2022年上路

個人將納入最低稅負制規範

(105.7.21
經行政院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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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48

PEM的影響-法人

PEM通過前

臺灣

A國
B公司A公司

OO公司

交易

開曼公司

稅率:0%

B國

交易

交易

甲公司

租稅天堂

於開曼群島設立境外公司，並透過

境外公司轉單從事交易，開曼公司

非我國營利事業，無申報繳納營所

稅義務

PEM通過後

臺灣

A國
B公司A公司

OO公司

交易

開曼公司

稅率:17%

B國

交易

交易

甲公司

視為台灣公司：

17%
營所稅

10%
未分配營餘稅

開曼公司若符合相關要件，則視為

台灣公司，相關交易所得須依所得

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營所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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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濟實質法(ES)受控外國企業(CFC)及實際管理處所(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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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法案 (105.4.29行政院通過提案, 105.7.12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項目 內容

適用對象 依外國法律設立，實質管理處所(PEM)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PEM在中華民國境內，

指同時符合右列三要
件(與兩岸租稅協議規
範相同)

決策人/地 帳簿製作/保存地 實際經營地

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

理決策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
作成該等決策之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

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

製作或儲存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際
執行主要經營活動

適用範圍 依所得稅法：

1. 納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得基本稅額、未分配盈餘稅)
2. 扣繳
3. 不溯既往：分配「屬PEM年度」以前年度之盈餘，非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為境外投資收益，
所得人

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另定之，且將視兩岸租稅協議之執行情形、國際間共同申報準則(CRS)執行狀況及相關
子法規之規劃及落實宣導而定，預計最快不會早於107年開始實施

境內個人海外所得基本稅額

境內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營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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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避稅發展歷程

50

• 已完成母法及各子法規立法

• 施行日將視下列要件達成，再由行政
院另定之。

(1)兩岸租稅協議之執行情形

(2)國際間CRS執行狀況

(3)相關子法規之規劃及落實宣導情況

• 2017年已完成立法

• 預計2020年首次與
他國交換CRS資訊

2017年已公告移轉訂價查核
準則修正條文，引進OECD
TP三層文檔架構規定，與國
際接軌

CFC

PEM

實質課
稅原則

CRS&
AEOI

於2011年成母法(所得稅法
第43之2條)及子法規立法

• 於2013.5.29已修正稅捐稽
徵法第12條之1

• CFC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受控外國公司
• PEM (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實質管理處所
• CR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依共同申報及盡職
審查準則申報之金融帳戶資訊

• AEOI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EOI) 資
訊自動交換

反資本

弱化 TP

資金回台專法落日後，綁
定CFC制度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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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反避稅趨勢及因應

BEPS後的全球租稅趨勢

51

各國稅局與國際租稅
接軌

增加稅務合作

重視經濟實質

民粹升溫、法令變動加劇

大數據/AI查稅

參考國際租稅規則進行國內立法:三層TP文檔、APA、
跨國資訊交換、EU不合作名單

BAPA、跨國資訊交換、跨國聯查

ESA(經濟實質法)、BEPS、價值鏈分析

美國稅改、數位稅制、投資優惠補貼

中國金稅三期、千戶計畫、英國及
澳洲大數據指標

After-BEPS

各國稅局著重本國稅務

跨國稅務合作較少

較重法律形式

稅法安定性高

Before-BEPS

自由貿易主義

國家保護主義 貿易壁壘、反傾銷稅、間接移轉資本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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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思考:控股架構

符合經濟實
質要求

成為其他國

家或地區稅
務居民

遷冊 調整投資
架構

 各國家或地區對純控股的較低限度實質營運要求

 具備適當的員工與辦公室（可外包），但維護成本將顯著增加

 實質受益人申報

 開曼與BVI兩地純控股公司不須於租稅天堂境內開立董事會

 控股公司若兼有其他8大類活動，宜剝離非控股活動後，方能適用純控股的較寬鬆條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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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思考:控股架構(續)

符合經濟實
質要求

成為其他國

家或地區稅
務居民

遷冊 調整投資
架構

 需綜合評估區域選擇、可能性、他國與租稅天堂國家之接受度、其他國家稅務居民的範圍或組織形式(例如分公司或

其他組織態樣)，稅負整體效果、自發性資訊交換影響

 留意重點:相關收入須在其他國家/地區被列入課稅範圍

• 應提示其他國家的稅務居民證明、納稅證明等可資證明文件(按各地經濟實質法申報資訊要求而定)

• 目前已有部分租稅天堂政府發布規定，企業必須向政府通知是否發生稅務居民身分轉換及填報在稅務居民國家

所適用的所得稅率，每年並須提交非稅務居民申報書表( non-resident declaration)

• 主張分公司屬於其他國家稅務居民，且相關收入及所得在當地納稅者，亦需要提示上列資料

• 設立台灣分公司，恐無助於純控股公司走進豁免條款(因台灣分公司僅就台灣境內所得申報納稅，控股活動相關

收入並不在台灣分公司的所得申報範圍)

循『實質管理處所適用辦法(簡稱PEM) 』回台報稅尚難成

行（PEM法規雖已於2017/5/23發布但尚待施行）

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應就其中
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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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思考:控股架構(續)

符合經濟實
質要求

成為其他國

家或地區稅
務居民

遷冊 調整投資
架構

如需維持境外公司投資架構，但符合經濟實質條件有困難(或非屬長久之計)，則可考慮遷冊到
非低稅負國(如新加坡或荷蘭)

(註)台灣財政部於2019年3月29日發布「核釋有關我國公司之境

外子公司辦理遷冊之所得稅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下，母公
司無須計算其投資收益（或損失）併計營利事業所得:

1. 我國母公司投資境外之架構及持股比例並無改變(含間接
投資)

2. 遷出及遷入國家/地區法令均承認該主體為繼續存續之同
一法人

3. 子公司於原註冊之境外國家/地區無須辦理解散清算

4. 遷冊前、後該子公司之帳列累積未分配盈餘未變動

 區域(遷入國)選擇

 經遷入國同意

 相關組織調整稅務成本或風險:

– 遷冊行為可能被母公司國或子公司國視為股
權轉讓而須課稅

– 有無機會適用所得稅豁免規定(註)

 遷冊後仍須符合經濟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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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思考:控股架構(續)

符合經濟實
質要求

成為其他國

家或地區稅
務居民

遷冊 調整投資
架構

須通盤考慮下列因子，，並以簡化投資架構為優先

 調整可行性與長短期需求

 各種調整方式(例如母子合併、股份轉換、股權買賣、解散清算以實物分配…)的優缺點與操作成本，並考慮免稅重組

適用性

 各種調整方式相關調整時間及執行環節，如涉及重大資金流程，須留意調度與時間限制

 稅務成本或風險需進一步詳細估算，包含在台灣認列稅上投資損失難度或財產交易所得或海外股利所得實現，並兼

考量是否涉及營業稅兼營營業人不得扣抵稅額

 非稅務相關成本或風險

 思考將控股公司與價值鏈連結，以建立實質營運

 例如集團內某些子公司在營運上具有實質功能與人員，並且所在國家具備稅務上的優勢(例如廣泛所得稅協定網絡)，

在符合實質受益人前提原則下，該等子公司或許可作為控股公司用途

 未來台灣CFC法規施行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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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思考:交易模式相關活動調整

成為其他國

家或地區稅
務居民

調整投資架構

境外公司支付涉稅費用

原由境外公司所支付的涉稅費用(例如支付高管人員薪酬等)，可考慮的處理方案:

 關係企業服務費用

• 回歸移轉訂價功能風險與收費處理原則，由受益方企業支付

• 如涉及台灣扣繳稅議題，循下列三條路線擇一申請適用(須事先留意各區局審核實務):

1.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 3%有效稅率扣繳 (但大陸地區所得人無法適用；非技術服務性質者亦不適用)

2.先按標準稅率20%扣繳，再定期申退(依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主張利潤貢獻度及減
除成本費用，降低扣繳基礎) 

3.所得稅協定營業利潤免稅

 高管人員薪酬

• 優先考量由主要勞務提供地付薪，以降低雇主與員工個人雙方的稅務風險

• 異地領取薪資稅負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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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集團對反避稅基本因應原則

57

資訊揭露一致性

• 年報、財稅報、公司網頁資訊(營運據點)、三層式TP
文檔…內容須一致

• 風險點定期檢核

• 透過數位化工具：幫助整理與蒐集資訊、偵測風險，
人力可專注於分析工作上

價值鏈與利潤配置的相稱性

• 關鍵獲利動因辨認:

- 產業別、市場需求成熟度、同業分析、營運模式
、利基與競爭力

- 人員、功能、資產(含無形資產)、風險分布現況

- 獲利配置現況與價值貢獻是否一致

• 申請適用當地政府稅務優惠vs 相應的條件與風險

• 組織架構或交易模式調整，因調整所發生的對價與
稅務議題

• 稅務團隊具備產業知識的重要性

追蹤管理

複雜的租稅規劃或較特殊的安排，宜留意

• 後續追蹤管理的難度

• 執行或維護的成本

• 遭查核時的防禦能力

實質性

• 避免繼續使用無實質相應功能的公司交易(非僅指免
稅天堂公司)

• 價值鏈與利潤配置須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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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協助跨國企業因應國際租稅環境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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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跨國集團的營運模式部分3

3-1 常設機構

3-2 國別報告(CbCR)、企業主檔 (Master file)、

移轉訂價(TP)

3-3 共同申報準則(CRS)對台幹及大股東的影響

3-4 DAC 6 歐盟激進跨境稅務安排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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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常設機構

60

有員經常派往他國接洽訂單恐被認為在當地有常設機構而需把訂單利潤在該國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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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別報告(CbCR)、企業主檔(Master file)、移轉訂價(TP)

台灣反避稅法制近年發展歷程

61

預計於2019年實施共同申報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並於2020年間
作第一次資訊交換。

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

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

2017.05

明定受控外國企業之所得於當年度在台灣課

徵所得稅。

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

適用辦法(CFC)

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台

灣境內之營利事業，應視為總機構在

台灣境內之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規

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實際管理處所適用辦法(PEM)

因應國際海外追稅趨勢，透過租稅

資訊交換合作，提高資訊透明度。

增修稅捐稽徵法第5條之1、
第46條之1規定 2017.06

2017.12

2017.11

依
OECD

發布
BEPS

行動計畫「移轉訂

價文據及國別報告」成果報告修訂，新

增三層式移轉訂價文據－集團主檔、國

別報告等，並針對既有移轉訂價報告內

容進行增修。

營利事業所得稅

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修訂查核準則

國別報告
(CbCR)

集團主檔
(Master file)

移轉訂價

報告

(Local file)

三層式移轉訂價文據

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將實質受益人資料

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

平臺。包含實質受益人姓名、國籍、出生年

月日等資訊

公司法修正草案(22條之1)
(參照洗錢防制法)

2017.09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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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式移轉訂價文據施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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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

02

遵循義務

集團主檔與國

別報告

01

價值鏈與獲

利之分配

Text

1

5

4

2

3

僅以傳統移轉訂價
方法(benchmark)
進行測試已不足夠

無形資產安排上，

更重視實質功能而
非合約及法律形式

租稅優惠與交易
實質之認定差異

實質風險

承擔，

不能僅以

合約約定

著重集團內

價值創造與

利潤分配的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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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式移轉訂價文據準備門檻及規定修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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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fo./ Existing FileNEW FileNEW File

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年內提交
辦理營所稅結算申報時備妥，待
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年內提交

提交
時間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須備妥

國別報告國別報告

準備
門檻

集團主檔報告集團主檔報告

集團之國內成員，其當年度營業

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達

30億元及跨境受控交易金額達

15億元(註一)

移轉訂價報告移轉訂價報告

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收入總額
5億元以上，或3億元以上享有投
資抵減達200萬、申報虧損扣抵
達800萬或有境外關係企業者，
當年度受控交易金額達2億元。

集團前一年度合併收入總額達270

億元(參考 OECD7.5億歐元) (註一)

台商:所屬境內營利事業
外商:視指定送交主體所屬國家是

否與我國有資訊交換協定而定，
以決定是否由境內成員繳交(註二)。

所屬境內營利事業

(註二) (註三)
送交
主體

境內營利事業

註一: 符合相關規定得免送交集團主檔報告或國別報告之營利事業，若集團依其他成員居住地國或地區規定應送交
集團主檔報告或國別報告者，被查核時仍可被要求提交報告。

註二：在台灣境內有二個以上之成員，得指定其中一個成員送交。

註三 :集團主檔報告為外文者，應附中文譯本。其為英文者，得於稅局要求提示中文譯本之書面通知函
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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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揭露內容要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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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主檔

移轉訂

價報告

 申報內容

 按跨國企業集團營運所在各國家或地區之收入、所得稅前損益、已納所得稅及應付所得稅、登記資
本額、累積盈餘、員工人數及有形資產(現金或約當現金除外)合計數

 集團各成員主要活動情形：研究發展、持有或管理智慧財產權、採、製造或生產、銷售或行銷或配
銷、行政或管理或支援服務、對非關係人提供服務、 集團內部融資、受規範之金融服務、保險、持

有股份或持有其他權益工具、停業

 國別報告應包含成員

 合併財報涵蓋成員

 依公開證券交易市場規定，應編製合併財報之企業

 因規模或重要性因素考量，未納入合併財報之成員

 常設機構

 依財政部規定格式並以電子格式申報

 最終母公司在台灣之集團必須由台灣母公司作為申報主體

國別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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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範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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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內容

• 按跨國企業集團營運所在各國家或地區之收入、所得稅前損益、已納所得稅及應付所得稅、登記資本額、累積盈餘、員工人數及有形資產

(現金或約當現金除外)合計數

• 集團各成員主要活動情形：研究發展、持有或管理智慧財產權、採、製造或生產、銷售或行銷或配銷、行政或管理或支援服務、對非關係

人提供服務、 集團內部融資、受規範之金融服務、保險、持有股份或持有其他權益工具、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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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範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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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範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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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避風港標準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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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

集團屬性
跨國企業集團合併
收入總額要件

送交義務

最終母公司(UPE)
在境內

最終母公司(UPE)
在境外

集團是否指定代理

母公司送交成員
(SPE)

UPE 居住地國(地
區)是否有申報國別

報告法令

SPE 居住地國(地
區)是否有申報國別

報告法令

前一年度集團

合併收入總額

是否符合SPE

居住地所訂避
風港標準

是否符合
UPE居住地

所訂避風港標

準註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免送交

國別報告

應送交

國別報告

未達270億元

270億元
以上

是，免送交；

否，應送交

註：依OECD BEPS行動計畫13-移轉訂價文據及國別報告成果報告規定，以歐元7.5億元按該國(地區)104年1月匯率換算等值貨幣金額

106 年 12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106047006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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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送交方式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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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應交送國別報告之
跨國企集團

UPE

在境內

UPE

在境外

由我國營利
事業送交

由資訊交換
取取得

跨國企業

集團資格

最終母公司

(UPE)要件
代理母公司送交

成員(SPE)要件
送交方式

是否可由

協定取得

國別報告

是否指定
SPE

SPE在境內

SPE在境外

是否

可由

協定

取得

國別

報告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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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簽訂租稅協定之國家清單

70

簽約國（地區） 
Country/Jurisdiction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新加坡* | Singapore* 1982/01/01(71 年)

印尼* | Indonesia* 1996/01/12(85 年)

南非 | South Africa 1996/09/12(85 年)

澳大利亞* | Australia* 1996/10/11(85 年)

紐西蘭* | New Zealand* 1997/12/05(86 年)

越南* | Vietnam* 1998/05/06(87 年)

甘比亞 | Gambia 1998/11/04(87 年)

史瓦帝尼(原｢史瓦濟蘭｣) | Eswatini 1999/02/09(88 年)

馬來西亞* | Malaysia* 1999/02/26(88 年)

北馬其頓(原「馬其頓」) | North 
Macedonia

1999/06/09(88 年)

荷蘭 | The Netherlands 2001/05/16(90 年)

英國 | UK 2002/12/23(91 年)

塞內加爾 | Senegal 2004/09/10(93 年)

瑞典 | Sweden 2004/11/24(93 年)

比利時 | Belgium 2005/12/14(94 年)

丹麥 | Denmark 2005/12/23(94 年)

簽約國（地區） 
Country/Jurisdiction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以色列| Israel 2009/12/24(98 年)

巴拉圭 | Paraguay 2010/06/03(99 年)

匈牙利 | Hungary 2010/12/29(99 年)

法國 | France (French text) 2011/01/01(100年)

印度* | India* 2011/08/12(100年)

斯洛伐克 | Slovakia 2011/09/24(100年)

瑞士 | Switzerland 2011/12/13(100年)

德國 | Germany (German text) 2012/11/07(101年)

泰國* | Thailand* (Thai text) 2012/12/19(101年)

吉里巴斯 | Kiribati 2014/06/23(103年)

盧森堡 | Luxembourg 2014/07/25(103年)

奧地利 | Austria (German text) 2014/12/20(103年)

義大利 | Italy 2015/12/31(104年)

日本 | Japan 2016/06/13(105年)

加拿大 | Canada (French text) 2016/12/19(105年)

波蘭 | Poland 2016/12/30(105年)

捷克 | Czech Republic 2020/05/12(109年)



PwC Taiwan

集團主檔報告揭露內容要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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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內容

 組織架構：包含關係結構圖、成員地理位置等

 經營狀況：

-影響營業利潤之重要因素
-前五大或佔集團銷售額超過5%產品或服務之供應鏈及主要市場
-各成員對集團價值主要貢獻分析(功能/風險/資產)

 無形資產：開發和所有權歸屬及利用之整體策略概述(包含主要研發及管理
機構所在地)、法律所有權人清單、成員間重要協議或合約等

 融資活動：集團內融資活動概述、執行核心融資功能之成員資料(包含法定
及實質管理處所所在地)等

 財務及稅務情形：包含當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現行單邊預先訂價協議或跨國
所得分配核釋清單等

 集團主檔報告為外文者，應附中文譯本。其為英文者，得於稽徵機關要求提示
中文譯本之書面通知函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內提示。

國別

報告

移轉訂

價報告

集團

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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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主檔報告揭露內容要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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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集團主要產品之價值鏈分析
• 說明 貴集團主要產品之價值
鏈，並找出集團利潤的關鍵價

值/獲利動因。

• 依據DEMPE分析 貴集團之無形資產，

並確認法律所有權及經濟所有權分析是
否一致。

• 說明 貴集團全球融資活動情況，及融資決

策風險

• 說明 貴集團各公司所享有

之租稅優惠（例如高新技術
企業）及預先訂價協議

03 集團融資活動及政策

02集團無形資產配置及政策

04租稅優惠及預先訂價協議



PwC Taiwan

集團主檔報告避風港標準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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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利事業是否為
跨國企業集團成員

未達30億元

30億元以上
全年

跨境受控交易總額

所屬跨國集團
境內有2家以上

成員是否指定
境內其他成員

免送交

集團主檔

報告

應送交

集團主檔

報告

主體要件 收入總額要件
跨境受控交易

總額要件
送交義務

否

是

未達15億元

15億元
以上

是

否

1. 收入總額=營業收入淨額+非營業收入
2. 境內營利事業成員與境外其他成員間所從事之受控交易總額，不分交易類型，其交易所涉中華民國境內營利

事業之收入或支出，以絶對金額相加之全年總額。

3. 跨國企業集團在境內有2個以上營利事業成員者，依個別成員分別適用收入總額及跨境受控交易總額規定。
4. 有2個以上成員應送交集團主檔報告者，得指定其中1 個營利事業成員送交。

106 年 12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106047006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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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分析: 分析集團個體在價值鏈中扮演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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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獲利關鍵活動

 經濟活動與價值創造之一致性，以及合約、法律所有權與實際經濟活動之一致性，而以實際經濟活

動為判定，不一致時很容易導致重覆課稅風險。

 重要決策、風險控制功能、管理資產/資本為決定利潤分配之重要因素。

風險功能 資產/資本/費用承擔

重大決策 風險控制、管理、承擔法定/經濟所有權

品牌 採購 製造 行銷銷售 物流配送研發/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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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共同申報準則(CRS)對台幹及大股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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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運作方式簡介

CRS

資訊交換對象 105個參與國家

法源依據 各參與國將制定當地法規

法遵事項 係當地法令遵循要求事項，未依法執行或有當地罰則

主管機關檢查 當地主管機關可依當地法令進行檢查(含至營業處所檢查)

適用日期
第二波參與國家(含香港、新加坡、中國及日本等)
自2017年開始施行，採用新的開戶程序並進行帳戶審查

身分辨識(indicia) 各國稅務居民身分 (可能存在多重身分)

豁免門檻
法人戶－USD250,000豁免
個人戶－USD1,000,000以上者第一年審查，其餘第二年審查

台灣稅捐機關於2020年9月就會收到其他國家提供的境外金融資訊。其他國家稅捐機關最快今年9月就收到資料，所以具有

他國稅務居民身份的國人應特別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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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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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資訊交換

雙邊或多邊協定

參與國B參與國A

依當地法規

審查並報送資訊

依當地法規

審查並報送資訊

審查並辨識

應申報帳戶

審查並辨識

應申報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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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受到 CRS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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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當地法規規範金融機構必須遵循之義務

• 與其他參與國簽訂主管當局協定(雙邊或多邊)

• 每年自動與交換對象之主管機關進行資訊交換

參與國當地
主管機關

• 執行帳戶審查程序以推定帳戶持有人的稅務居民身分

• 必要時須取得帳戶持有人的自我證明並判斷其合理性

• 每年將應申報帳戶之資訊提交予當地主管機關

參與國當地
金融機構

• 應金融機構要求提交自我證明

• 帳戶持有人為A國稅務居民，並在B國持有金融帳戶，
若A國與B國間簽有主管當局協議，則該人在B國的金
融帳戶相關資訊將被交換予A國的主管機關

於參與國持有

金融帳戶的帳
戶持有人



PwC Taiwan

 國際資訊交換目前進度

國際資訊自動交換關係，覆蓋率續增加

78

多邊協定-CRS (CRS MCAA) 多邊協定-國別報告 (CbCR MCAA)

108國簽署 84國簽署

簽署國間已建立一對一交換關係逾4000份 簽署國間已建立一對一交換關係逾2400份

 大多數國家透過多邊主管當局協定(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MCAA)進行自動資訊交換，

目前多邊協定分有CRS與國別報告兩種，執行現況如下表:

資訊來源: OECD Automatic Exchange Portal, 2020年2月23日查閱

 透過多邊協定方式參與資訊自動交換，三項必要程序:

1. 加入多邊稅收行政互助公約

2. 簽署多邊協定-CRS或CbCR

3. 依多邊協定向OECD申報下列資訊

• 確認國內立法已完成

• 資料傳輸與加密方式、資料保護方法符合要求、已有適當的保密與資料防護措施

• 希望交換的國家或地區別對象清單

台灣暫無法加入互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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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新日已建立的交換國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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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CRS交換關係

(已建立)
國別報告交換關係

(已建立)
首次對外交換

中國
69國

(含日，韓，新，港)
42國

(法，德，英)

• 2018年9月進行第一批CRS交換
• 國別報告自2017年度申報資料為交換起點

香港 60個 55國

• 原採簽署雙邊協定方式，後改為多邊協定
• 2018年9月進行第一批CRS交換
• 國別報告自2019年度申報資料為交換起點

新加坡 67國 56
• 原採簽署雙邊協定方式，後加入多邊協定
• 2018年9月進行第一批CRS交換
• 國別報告自2017年度申報資料為交換起點

日本 69國+1(台灣) 59國+1(台灣)
• 2018年9月進行第一批交換
• 國別報告主要自2017年度申報資料為交換起點

資訊來源: OECD Automatic Exchange Portal/ 各國稅務局網站, 2020年2月23日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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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建立的交換國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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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已有FATCA，故未採CRS，亦未加入CRS資訊自動交換

• 就”國別報告資訊交換”採雙邊協定，截至查閱日已簽立45份國別報告交換協定，

另有9份協商洽簽中

台灣
• 國別報告交換關係:3國 (紐西蘭，日本、澳大利亞)

• CRS交換關係:2國(日本、澳大利亞，於2020年9月首次交換CRS資訊)

採雙邊協定方式參與CRS的國家或地區較有限，以美國與台灣為例說明如下:

 採雙邊主管機關協定(B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BCAA)執行自動資訊交換

 台灣受限外交困境，暫無法加入互助公約以簽署多邊協定，故逐一就所得稅協定夥伴

國洽簽CRS自動交換雙邊協定

 針對非租稅協定國家，則單獨洽簽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協定(歐盟已了解台灣的外交處

境，並願意轉達台灣的洽簽意願給各會員國-2018.11.5經濟日報)

資訊來源: 美國與台灣稅局網站, 2020年2月23日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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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協定締約國已自發提供我國191件稅務資訊

81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公告

財政部說明，SEOI係依租稅協定執行，一方締約國考量其持有

之稅務資訊可能與租稅協定夥伴國查核租稅案件相關，自發提供
該稅務資訊（即租稅協定夥伴國未提出請求）供對方查核運用

各國就下列6項稅務諮詢意見或核定資訊（以下統稱核釋）進行
SEOI，以防止跨境交易相關之核釋不透明，造成各國間稅務處
理錯配及雙重不課稅情形：

一、涉及租稅優惠制度之核釋。

二、跨境單邊預先訂價協議及其他跨境單邊稅務核釋。

三、跨境單邊向下調整應稅利潤之核釋。

四、常設機構之核釋。

五、關係企業導管公司之核釋。

六、其他經FHTP認定可能導致BEPS問題之核釋。

目前我國租稅協定夥伴國包含荷蘭等8國，自發提供我國居住者
關係企業位於該國之稅務資料共191件

自發提供資訊(Spontaneou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SEOI)



PwC Taiwan

CRS對海外資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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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CFC及PEM尚未生效前：

(一) 以個人名義持有境外金融資產

1. CRS生效後的金融資產衍生所得必須回台申報海外所得最低稅負。

2. CRS生效後所發生的海外金融資產贈與或繼承，必須回台申報贈與稅或遺產稅。

3. 需提防台灣稅局針對CRS所取得的資料詢問過去金融資產增加的原因。

(二) 以境外公司名義持有境外金融資產

1. 境外公司實際分配盈餘或給付所得時，所得人應回台申報海外所得最低稅負。

2. 境外公司股票轉讓、贈與或繼承時，應回台申報海外財產交易所得最低稅負、贈與稅或遺產稅。

(三) 以境外信託名義持有境外金融資產

1. 如果受益人為個人，則需就CRS生效後的信託利益回台申報海外所得最低稅負。

2. CRS生效後所發生的海外信託利益贈與或繼承，必須回台申報贈與稅或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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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對海外資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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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CFC及PEM生效後：

1. CRS生效後境外金融機構會把境外公司的台灣控權人資訊交給台灣稅局，而構成CFC，則視同境外

公司分配當年度可分配盈餘給台灣個人股東或法人股東，而需繳納海外所得最低稅負或營利事業所

得稅。

2. CRS生效後境外金融機構會把境外公司的實際管理處所資訊交給台灣稅局，而構成PEM，而讓境外

公司在所得稅法上必須比照台灣公司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稅、各項支出的扣繳稅款；
境外公司的股東取得股利應視為台灣股利而需繳納綜合所得稅或就源扣繳。

三、 CRS生效後有大陸股利所得及資本利得，必須回台申報綜合所得稅，但可以

扣除在大陸已納的所得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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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 對台幹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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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台幹可能在大陸及台灣兩地領薪，或是加上在第三地（例如香港）三地領薪，但在大陸和
台灣都只報當地的領薪。

2. 稅務居民：

 台幹一年內離開大陸不超過90天，每次離境不超過30天，構成大陸稅務居民。

 台幹在台灣有戶籍，待滿31天，構成台灣稅務居民。

3. 風險（如果兩地或三地金融機構知道台幹是雙邊稅務居民）

3-1兩地領薪：

 大陸稅區：認為台灣領的薪水是因為台幹在大陸工作，所以應在大陸繳稅。

 台灣稅局：要求大陸領薪應併回台灣綜合所得課稅，但可扣抵大陸已納稅款。

3-2 三地領薪：

大陸稅區：認為台灣及香港所領的薪水是因為台幹在大陸工作，所以應在大陸繳稅。

台灣稅局：

 針對大陸領薪：要求大陸領薪應併回台灣綜合所得課稅，但可扣抵大陸已納稅款。

 對於香港所領的薪水：可能視為大陸來源所得課綜所稅或是海外所得課最低稅負

4.  以上風險都涉及到處罰以及啟動往前查核的可能性。



PwC Taiwan

資產放在台灣的OBU、OSU及OIU可能的發展

85

台灣個人持外國護照或以境外公司名義到

OBU、OSU及 OIU開戶並投資，如果三個O

認為金融資產持有者及控權人均屬台灣稅務

居民或台灣稅務居民企業的話，則依CRS的

邏輯似乎不用通報台灣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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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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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審查程序彙整表

帳戶類別 內容 盡職審查程序 完成審查程序之末日

個人 新帳戶 2018.12.31後開立(即2019.1.1起開立) 自我證明文件及合理性
審查

2019.1.1起開始

既有
帳戶

較低資產 2018.12.31帳戶總餘額或價值≤100萬
美元

審查居住地址或搜尋電
子紀錄

2020.12.31完成

高資產 2018.12.31帳戶總餘額或價值>100萬
美元

搜尋電子紀錄與紙本紀

錄及經理客戶關係之人
認知測試

2019.12.31完成

較低資產成為高資產帳戶 同上 成為高資產帳戶年度
之次年內

實體 新帳戶 2018.12.31後開立(即2019.1.1起開立) 自我證明文件及合理性
審查

2019.1.1開始

既有
帳戶

小額 2018.12.31帳戶總餘額或價值≤25萬美
元

無須審查 無

高額 2018.12.31帳戶總餘額或價值>25萬美
元

審查保存資訊及其他資
訊

2020.12.31完成

2018.12.31帳戶總餘額或價值≤25萬美元，其後任
一歷年度之末日>25萬美元

同上 自>25萬美元之次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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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稅務居民可能的因應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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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稅務居民身份的選擇及執行

2. 非金融資產或非金融機構的考量

3. 金融機構國別的選擇

4. 持有金融資產的身份類別

5. 如何面對金融機構的KYC

6. 金融資產是否回台

7. 金融資產回台方式

8. 金融資產回台後的去路

9. 考量CRS對於CFC 及 PEM的補強，思考外國企業的註冊地
(例如遷冊)，實質營運事實及交易模式的調整

10.自動補報繳已漏稅捐或適用資金回台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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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透過激進跨境稅務安排之申報義務與資訊自動交換以增加稅務透明性
• 未申報、漏報、申報不實及延遲申報將有罰則

• 跨境稅務安排

• 交易涉及至少一歐盟國

• 符合特定「特徵」(“hallmarks”)之交易

• 參與之歐盟中介機構，或

• 特殊情況下為納稅義務人 (中介機構位於非歐盟國、中介機構具法律專業特權或無中介機構時)

• 於2021/2/28完成申報自2018/6/25已開始進行之跨境稅務安排(“歷史”案件) (原訂申報截止日為
2020/8/31)

• 於2021/1/31前完成2020/7/1至2020/12/31開始之跨境稅務安排 (原訂自觸發日30日內完成申報)
• 2021/1/1後開始之案件於觸發日30內完成第一次即時申報

• 向歐盟國當地稅務主管機關揭露申報

• 應揭露之跨境稅務安排已完成規劃、實施或第一步已執行完成之30日內

Why?

What?

Who?

How?

When?

88

*由歐盟各國各自立法套用DAC 6法令，應個別確認當地相關法規細節

3-4 DAC 6 歐盟激進跨境稅務安排申報*



企業日常營運部分
4-1 給付外國時需扣繳

4-2 產業創新條例修法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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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給付外國時需扣繳

90

其他稅務議題－使用他人IP應有之思維

各種交易模式

全部買斷

部分買斷

技術入股

給付權利金

共同開發

委託開發

技術服務

基本稅法規定

所§8
§89

所§24
§38    
§60

營§36

特殊稅法規定

1.非課稅範圍

2.所§4-21款

3.所§25

4.租稅協定

5.外國權利人在台有FP或BA

6.協助外國權利人辦理退稅

9.投資抵減

10. TP風險

11.五年免稅委外比

12.承攬契約繳納印花稅

7.成本分攤協議

8.股票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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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行之租稅減免優惠類型

91

鼓勵研究發展

及提升技術

研究發展支
出投資抵減

研究發展支出
加倍減除

(有自行研發之
智財權收益)

技術入股緩
課增孰低

智慧機械、
5G支出投資
抵減

鼓勵培育及

留任人才

增僱員工薪資
費用加成減除
(適中小企業)

員工加薪薪資
費用加成減除
(適中小企業)

員工獎酬股票
孰低緩課

擴大母子雙向

人才培訓支出
投資抵減

(生技新藥公司)

鼓勵投資

股東投資抵減

(生技新藥公司)

天使投資人

投資抵減

有限合夥創投
穿透課稅

(修訂出資門檻)

未分配盈餘稅
減免

延

延

延

延延

新

新

延

資金回台
專法

4-2 產業創新條例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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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產業創新條例修法

92

產業創新條例修正內容彙整

修 法 項 目 說 明

租稅優惠展延十年，施行至118年12月31日

研發投資抵減

技術入股緩課

員工獎酬工具緩課並擇低(「取得時價」或「轉讓價格」)課稅

有限合夥創投事業透視課稅

天使投資人半數投資額抵稅

技術入股/創作人獲配股票可採孰低緩課
持股達2年以上者，得於股票實際轉讓時以「取得時價」或「轉讓
價格」兩者孰低計稅

有限合夥創投事業適用透視課稅
針對一次募足或初期資本額較大(超過3億元)之有限合夥創投，得
與中央主管機關逐年約定出資總額，避免因短期投資標的不足，
致無法適用租稅優惠。

展延10年

修 訂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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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修正內容彙整

修 法 項 目 說 明

擴大員工獎酬孰低(「取得時價」或「轉讓
價格」)緩課適用範圍

控制公司及從屬公司間雙向發放股份給付員工獎酬，均可適用。

智慧機械及導入5G系統支出之投資抵減
詳後續頁次

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之稅基減除 詳後續頁次

擴 大

新 增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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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智慧機械及導入5G系統支出之投資抵減 (第10條之1)
---108.1.1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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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減率＆抵減年限

• 抵減率5%，僅當年度；
或

• 抵減率3%，當年度起
3年內

• 投資於自行使用之全
新智慧機械及導入5G
系統之相關硬體、軟
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抵減限額

• 核定支出總金額在同
一課稅年度內達新台
幣100萬元~10億元

• 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及未分配盈餘
加徵稅額之30%

• 合併其他投資抵減(如
RD投抵)後不得超過
50% (惟若依其他法
律規定為最後一年抵
減且抵減金額不受限
制者，則不在此限)

施行期間

• 3 + 1年

• 108.1.1 ~ 110.12.31  
智慧機械
(Smart Machinery)

• 108.1.1 ~ 111.12.31 
5G支出

申請程序

• 購置後提出投資計畫，
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

• 同一個課稅年度以申
請1次為限

一經擇定
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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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或導入5G系統支出投抵初步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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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假設以107年度待驗設備增加數設算 假設以106年度待驗設備增加數設算

支出金額
9,861,161

(上限1,000,000)
11,860,189

(上限1,000,000)

抵減率
5%

(當年度)
3%

(當年度起三年內)
5%

(當年度)
3%

(當年度起三年內)

抵減稅額 50,000 30,000 50,000 30,000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以下簡易估算依據聯電最近兩年度之待驗設備本期增加數概估，但僅供參考，詳細之計算應以實際符合智
慧機械及5G系統支出範圍之支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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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疇-智慧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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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巨量資料、人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精實管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積層製造或感測器之智慧

技術元素，並具有生產資訊可視化、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自動控制、自動排程、應用服務
軟體、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智慧化功能者

 Total Solution
 建置Domain Know-

How應用
 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

X 設備維護

X 設備檢測

X 設備更新

帶

動

技

術

服

務

業

發

展

(系
統

整

合

商)

智慧製造

(智慧生產線)

人工智慧

物聯網

機器人

數位化管理

虛實整合

智慧技術精密機械 智慧機械

積層製造

(3D列印)

資通訊科技

巨量資料

精實管理

故障預測

精度補償

自動參數設定

自動排程

應用服務軟體

彈性生產

生產資訊可視化

自動控制

混線生產

感測器



PwC Taiwan

適用範疇-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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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符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GPP) 第15版(含)以上規範之中高頻通訊、大量天線陣列、網路切片、網路虛
擬化、軟體定義網路、邊緣運算等第五代行動通訊(5G)相關技術元素、設備(含測試所需)或垂直應用系統，以
提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者。

以
5
G

為

垂

直

應

用

帶

來

新

價

值

與

新

商
機

5+2智慧技術

AR/VR

食

如：無人機實現智慧農業

AI 人工智慧

資安

無人載具

機器人

高速雲端運算

低功耗廣域物聯網

創新垂直應用

醫

如：遠距醫療

行

如：自駕車、車聯網

樂

如：4K8K影音大量傳輸
、即時AR/VR

(不限於上述所列技術)

住

如：所有家電聯網實現

智慧家庭

育

如：線上即時互動教學實

現師資、教材共享

(不限於上述應用項目)

低延遲
(如延遲時間可縮短至10ms)

5G服務特性
5G系統垂直應用網路
運用之5G技術

高頻寬
(如每秒傳輸至少1Gbps，線上觀

看4K8K影片不卡卡)

(不限於上述所列技術)

中高頻通訊(註1)

Massive MIMO天線技術
(註2)

邊緣運算

網路虛擬化

毫米波(註3)

網路切片

軟體定義網路

大量連結
(如可同時連結超過10000個物聯

網裝置)

生產智慧化

如：機器手臂即時、精密

動作

註2：Massive MIMO(Multi-input Multi-output)大規模多進多出
註1：中頻段指6GHz以下，高頻頻段如28GHz、37GHz、39GHz

註3：毫米波(Millimeter Wave)為極高頻，波長1mm~10mm電磁波，頻率30~300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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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之稅基減除(第23條之3)
---適用107年度以後之未分配盈餘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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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稅基減除

• 自辦理107年度未
分配盈餘申報起適
用

• 於盈餘發生年度次
年起3年內，以該
盈餘從事實質投資
達一定金額以上者

• 可列未分配盈餘減
除項目

實質投資

• 興建或購置供自行
生產或營業用之建
築物、軟硬體設備
或技術

• 不包含土地及研發、
人才培訓支出等

• 符合〝智慧機械
+5G系統支出投資
抵減〞者，亦可再
自”未分配盈餘稅基”
中減除。

已繳可退稅

• 若已申報繳納未分
配盈餘稅後始完成
投資者，於投資完
成之日起一年內申
請退還溢繳稅款(但
仍受3年之限制)

審查機關

• 稅捐稽徵機關

• 依規定格式填報並
檢附投資證明文件

• 於辦理ARE申報時
或完成投資之日起
一年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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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之稅基減除(第23條之3)
---適用107年度以後之未分配盈餘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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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一

情況二

5/31
申報ARE

107年度

未分配盈餘開
始適用

107年 111年110年109年108年

W

A2 B1 B2 CA1

7/26施行

• 三年內實質投資達一定金額以上

ARE稅基W1
=W-A1-A2-B1

若W1為負，B1可留
至108年度ARE減除

投資
A1+A2+B1

投資
B2+C

W1 > B2+C

投資完成日起一年
內申請退稅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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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盈餘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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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66-9修正（ARE相關，自107年度施行）

106年度ARE tax計算規定 107年度ARE tax計算規定

本期稅後淨利

±OCI直接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包含正數及負
數)之數額

本期稅後淨利

＋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

—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

102.1.1

103.1.1

104.1.1

105.1.1

106.1.1

107.1.1

108.1.1

上市櫃公

司首次採
用IFRS

投資性

不動產得

採公允價
值衡量

退休金

公報修
正

N/A N/A IFRS 9/15
(金融工具/收入)

IFRS 16
(租賃)

台灣採用
IFRS之沿革

調整期初保留盈餘時，ARE tax
係加不加，減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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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租稅優惠VS產創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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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專法回台資金

課稅 8%/10%
投資項目 產創相關租稅優惠 可否再適用產創優惠?

實質投資

(含企業本身)

依有限合夥法規定新設立之創業投資事

業，且資金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實
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

§23-1
有限合夥創投透視課稅

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
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

§23-3
未分配盈餘稅基減除

個人以現金投資於成立未滿二年主管機
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

§23-2
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屬自行使用之智慧機械+5G系統支出
§10-1
智慧機械+5G系統支出
投資抵減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於研究發展之
支出

§10
研發投抵

 依產創條例第70條規定：「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獎勵、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本條

例所定之獎勵或補助」。

 依財政部108.8.15施行之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作業辦法第14條：「個人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資金

或境外轉投資收益已依本條例規定課稅者，不得就同一投資事項享有其他法令所定之租稅優惠」。

初步口頭與
賦稅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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