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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

我國所得稅制度之改革與前瞻

--以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為例

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財政為庶政之母」，乃因財政收入是政府施政之主要財

源，政策若缺乏財源挹注，勢將無法推動，而自�00�年至�011
年我國賦稅收入平均約占各級政府財政收入之��.��%，其中所

得稅收入又約占賦稅收入�1.��%1，由此可知，所得稅收入對我

國之重要性，因此，財政學者稱所得稅為「租稅之女王」。

所得稅係以納稅義務人當年度所得淨額為稅基，並應於次

一年辦理結算申報繳納，當經濟景氣佳時，營利事業營業收入

增加，企業盈餘與個人營利所得也增加，政府所得稅收入自然

隨著增加，因此，所得稅收入與上一年度經濟景氣呈現一定程

度之正相關。

�00�年第�季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使全球

經濟景氣陷入衰退，最終產品消費市場疲弱不振，製造業訂單

銳減，失業率持續攀升。�00�年下半年始逐漸復甦，但仍面臨

不確定風險，包括希臘及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債務問題、各國激

勵經濟措施退場、主要國家失業率仍高、內需仍顯疲弱等，全

球經濟景氣復甦之路崎嶇。�011年下半年歐美國家主權債務危

機擴散，歐元區失業率居高不下，國際需求不振，�01�年受歐

1 資料來源：101年中華民國財政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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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危機蔓延、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以及美國財政懸崖風險

等因素影響，更使全球經濟持續疲弱，�01�年初，上開風險雖

稍漸紓解，惟歐元區仍陷衰退，加上美國、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力道不穩等因素，全球經濟復甦緩慢，加上國際租稅競爭等因

素，各國不但競相減稅，更不宜開徵新稅或提高稅率，使稅收

不如預期�。而政府各項施政不容停擺，尤有甚者，為挽救經濟

衰退之頹勢，各國一致採行擴張型財政政策，包括刺激消費、

獎勵投資、提供失業補助金等提振經濟方案，使得財政支出不

減反增，讓已趨困窘的財政狀況猶如雪上加霜，各國在政府部

門節流有限之情況下，如何為拮据匱乏的財政開創財源，益顯

重要。

財政健全為國家發展之基石，我國為國際社會之一員，自

無法不受國際潮流影響，尤其我國為一島國，資源有限，必須

仰賴拓展國際貿易，才能活絡經濟，帶動國內經濟成長。然

而，�00�年以來全球經濟復甦緩慢，需求疲弱，對高度倚賴國

際貿易的我國而言，賦稅收入大受波及，財政穩健倍受挑戰，

為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我國更利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時

機，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調降為1�%，讓原來僅由少數

產業享有之租稅優惠，改為普及於各行業。目前任何租稅減免

優惠已是不可能再有的承諾，如何針對現行稅制研提有效防杜

稅收流失方案，實乃當前稅制改革之重要課題。

其次，就個體經濟言，近二十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迅速

發達，帶動全球化趨勢，也帶動國際貿易蓬勃發展，在競爭激

烈的國際貿易環境下，追求成本最小、利潤最大的企業，紛紛

調整資源配置與營運模式，因此，跨國企業集團在世界各地設

�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經濟景氣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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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企業或進行交易，日益頻繁且重要；而租稅乃企業經營成本

之一，且所得稅具有流動性，當營利事業有盈餘或進行投資之

個人有營利所得時才有所得稅負擔，是以整體稅負最小化亦為

企業租稅規劃策略運用之方向。又因各國的稅制差異及所提供

的租稅優惠不同，更使得跨國企業的租稅規避手法，層出不

窮，時而推陳出新。

跨國企業之租稅規避最常見的方式，包括利用各國稅率差

異透過集團企業間移轉訂價手段，提高有盈餘企業之成本，並

增加有虧損企業之營收，以降低集團企業整體所得稅負；或於

免稅天堂、低稅率國家或地區等租稅庇護所(tax haven)設立紙上

公司(即受控外國公司)，並將盈餘保留於該等受控外國公司，以

規避實際管理處所當地較高之所得稅負：或利用利息支出增列

成本或費用，進而減少所得額之規定，採用借貸、股東往來等

方式替代募集資本，將資本弱化以規避所得稅等做法，使集團

整體稅負減至最低。

各國為防止企業利用上述跨國租稅安排規避稅負，針對

該等租稅規避行為多已於其稅法訂定反避稅之相關規定，

除了訂定一般性的反避稅規定(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 
GAAR)外，並訂定具體的反避稅規定(Specific Anti-avoidance 
Rule, SAAR)，包括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 Rule, TP)、資本

弱化(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TC)、受控外國公司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Rule, CFC)、實際管理處所(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PEM)等。這些法則不但是近兩年來美國、歐盟

國家領導人戮力執行的政策，亦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移轉訂價年會相當受矚目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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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運用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規避稅負最著名之

典型，以全球最大手機供應商蘋果電腦公司為例，�01�年�月間

被美國國稅局查獲蘋果公司通過眾多的海外聯營公司，每年避

稅數額高達數十億美元。根據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Th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US Senate)報告估計，

藉由避稅策略，蘋果公司�011年在美國避免��億美元聯邦稅，

�01�年更是達到�0億美元。報告指出，蘋果公司採用了合法的

課稅方法，避免向美國繳納在海外的利潤所得稅。例如，蘋果

公司利用愛爾蘭和美國稅法的技術性缺陷，得以避免巨額稅

款。根據愛爾蘭稅法，只有在當地管理與控制的企業才被視為

愛爾蘭企業；同時，根據美國國稅局的規定，只有在美國註冊

的公司才會被視為美國企業。蘋果公司在很久之前便將歐洲、

中東、印度、非洲、亞洲以及太平洋地區業務的註冊地放在愛

爾蘭科克，愛爾蘭的法定公司稅稅率為1�.�%，低於美國��%的

稅率水平，該公司並在近幾年與當地政府談判達成了繳納低於

�%的特別公司稅稅率。此外，蘋果公司還在荷蘭、盧森堡及英

屬維京群島等低稅率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其公布的大部分帳面

利潤來自國外，顯示其將大約�0%利潤轉移到稅率比美國低之海

外國家或地區，卻未公布其在不同國家之分支機構間成本及收

益分配方式，因此難以判斷應稅利潤來源國及課稅權歸屬國。

蘋果公司不但未將海外利潤帶回美國，甚至主張美國現行制度

對於將海外盈餘帶回美國的公司不利，建議美國國會修改稅

制。

為了減少聯邦赤字問題，美國政府對於如何提高稅收進行

激烈爭辯，民主黨認為，因為企業藏匿海外利潤避免繳稅，讓

政府損失巨額稅款；共和黨則認為，應調降企業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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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美國企業把海外利潤帶回國內的稅負，以鼓勵企業在美國

進行投資。

如同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上開議題之爭辯拉鋸，各國政

府亦面臨全球化之租稅競爭，為建構具吸引力之投資環境，促

進自身經濟發展，並扶植國內產業以提升其競爭力，往往會採

取租稅優惠的手段吸引投資。而在當前各國財政狀況普遍欠佳

之情況下，如何建構一個兼顧有效吸引投資且能防堵租稅規避

之賦稅環境，以促進經濟成長並維護租稅公平，成為各國稅制

改革必需共同面臨之嚴峻挑戰。

如前所述，跨國企業租稅規避手法多樣，考量我國財政部

所提出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尚在立法院審議階段，其

中第��條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及第��條之� 以實際管理處

所認定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制度等規定，引來諸多海外臺商與

民意代表深度關切，爰交付黨團協商。本研究以跨國公司透過

受控外國公司與實際管理處所規避所得稅之改革為主題，期釐

清各方課稅疑慮，爭取支持，以維護租稅公平，進而為國庫創

造新稅源，增裕庫收。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探討法，除檢視我國在所得稅反避稅制度之

進程外，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報告、論文、網路資料庫、網站

資訊及實務報導資料，就國際租稅公司所得稅之理論，選樣國

家關於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之制度與實務，加以比較

分析。

再者，就我國所得稅制度、經濟發展與賦稅環境，檢討我

國所得稅制缺失與改革方向，最後，提出可行建議，供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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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參考，期建立完整阻絕租稅規避之防護網，確保我國課稅主

權，以維護租稅公平，充實國庫收入。

本研究之內容，第一章前言，第二章國際間反避稅措施發

展概況及趨勢，探討跨國公司常用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

所之租稅規避型態，第三章選樣國家公司制度介紹，介紹選樣

國家所得稅與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制度，第四章我國

所得稅實行反避稅措施沿革及概況，回顧我國推動重大反避稅

制度之歷程，第五章我國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制度之

芻議，針對我國現行制度之缺失提出建議及未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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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間反避稅措施發展概況及趨勢

第一節　國際推行反避稅措施之發展概況

全球化趨勢下，貨物、資本得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跨國

企業為尋求利潤極大化，除有效控管貨物、資金、人才等成本

之外，租稅成本亦為影響利潤之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各

國政府為強化其國內投資環境之競爭力，多傾向提供相對於其

他國家更為優惠之租稅政策，藉以產生磁吸效應，吸引國外資

金投資，因此，跨國企業納稅義務人得以利用各國租稅管轄

權、租稅制度、租稅優惠、稅務行政管理之差異進行規劃規避

稅負，而利用在租稅庇護所設立公司為最常見之避稅方式，不

僅嚴重侵蝕稅基，亦破壞租稅公平與中立原則及市場競爭公平

性。

隨著全球經濟活動不斷朝國際化趨勢發展，跨國經營、海

外直接投資營運型態是目前跨國企業共同之趨勢，儘管跨國交

易可能面臨重複課稅風險，但跨國企業相較於僅以國內市場交

易為主之中小企業，更容易透過跨國交易或資本流動，產生規

避稅負之機會，衍生日益複雜之稅務議題，最明顯的案例即跨

國企業集團整體利潤可能流向免稅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大型

跨國企業透過租稅規劃規避稅負，使政府公司所得稅稅收蒙受

損失，�01� 年10 月路透社報導星巴克過去� 年在英國銷售額達

1� 億英鎊，卻申報虧損而未繳納所得稅�，而一項美國國會報告� 
更指出，跨國企業將利潤移轉至國外而造成其美國公司所得稅

� http://www.reuters.com.
� Tax Havens: 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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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影響金額，估計高達100億美元至�00億美元之間。透過從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及OECD有關國

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統計資料中深入分

析，不難發現國際資本朝向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傾斜趨勢及跨國

企業利潤移轉的嚴重性。

以IMF在�010年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CDIS)
統計資料顯示�，巴貝多、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之FDI金額

合計占全球FDI的�.11%，超過德國的�.��%及日本的�.��%，

而這三個地區對外投資於其他國家合計約�.��%，超過德國的

�.��%。以個別國家而言，在�010年對中國的第二大投資國為英

屬維京群島(占1�%)，位居第一名香港(占��%)及第三名美國(占
�%)之間，其他國家亦有類似情形，例如模里西斯是印度最大投

資國(占��%)，而俄羅斯前�大投資國分別是塞浦勒斯(占��%)、
英屬維京群島(占1�%)、百慕達(占�%)及巴哈馬(占�%)。

OECD資料庫進一步分析FDI統計資料屬於特殊目的企業

(Special Purpose Entities, SPE)之投資金額。所謂SPE係在設立地

國並無實際營運主體、資產及負債、沒有或僅少數員工且核心

業務為集團財務或控股活動之公司。資料顯示，�011年國外對

荷蘭之股權投資金額約��,0�0億美元，其中透過投資於SPE之金

額約��,��0億美元；而自荷蘭對外之股權投資金額約�0,0�0億美

元，其中由SPE對外股權投資金額約�0,��0億美元。以盧森堡為

例，�011年之對內股權投資金額約�1,��0億美元，其中1�,��0億

美元係投入SPE，占��.��%，而對外股權投資金額約�1,�00億美

元，其中1�,��0億美元係由SPE對外投資，亦達�0.��%。另外兩

個OECD會員國家奧地利及匈牙利，亦有相同情形。

� OECD , 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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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資料可知，跨國企業運用免稅或低稅率國家、地區

與透過特殊目的企業進行資本流動之比重極高。至其動機是否

藉以規避稅負，頗值合理懷疑，惟尚待進一步實證研究分析。

一、傷害性租稅競爭報告及租稅庇護所

國際租稅規避造成之稅基侵蝕，對於許多國家稅收、租稅

管轄權及租稅公平均構成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更可能因此而

影響其長期建設發展。自�0世紀以來，國際租稅規避問題受到

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重視，OECD亦開始積極投入國際逃漏稅與

反避稅問題之研究，1��0年間即成立租稅規避與逃漏工作小組

並通過「有關租稅規避與逃漏之建議」，建議各國政府必須互

相協助處理租稅規避與逃漏問題�。

為打擊有害的租稅競爭，OECD在1���年傷害性租稅競爭報

告(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n Emerging Global Issue)中，提出

下列判斷租稅庇護所�項關鍵因素�，第一項是必要條件，後三項

為附加條件，只要符合第一項及後三項任一條件即構成租稅庇

護所：

(一) 免稅或僅為名目稅負(No or only nominal taxes)。
(二) 缺乏有效資訊交換 (Lack  o f  e ffec t ive  exchange  o f 

information)：租稅庇護所通常有資訊保密之法律規定，

使他國稅捐機關無法透過資訊交換，取得企業或個人在

該地區獲得利益之資訊。

(三) 缺乏透明度(Lack of transparency)：在立法或行政管理規

定之執行面缺乏透明度。

� 出席「第��次海峽兩岸稅務學術交流會」會議報告，公務出國報告，謝松芳，�000年

�月
� OECD,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n Emerging Global Issue, 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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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實際經營活動(No substantial activities)：租稅庇護所

通常不要求有實際經營活動，藉以吸引以避稅為目的之

投資或交易，例如許多租稅庇護所並無任何產生附加價

值之活動，僅是將交易登錄在該地，形成一個記帳中心

(booking centre)。
OECD在�000年「Towards Global Tax Co-operation Progress 

in Identifying and Eliminating Harmful Tax Practices」報告中，

依據1���年報告之標準，將��個國家或地區定義為租稅避庇護

所�，主要包含兩大類，一是該地區採取免稅或低稅負吸引投

資，其次是該地區拒絕其他國家要求提供在該地區註冊的公司

或在該地區銀行擁有帳戶之個人的稅務資訊。OECD之後每年在

Progress Report更新上開名單，在�01�年公布之Progress Report報
告中，已無租稅庇護所之黑名單國家，��個國家或地區列入白

名單，而諾魯共和國及紐埃雖承諾實施銀行及稅務訊息交換規

定，但實際上尚未付諸實行，列為灰名單國家。

二、強化資訊交換機制

為提倡各國簽訂租稅協定或加強稅務行政合作，促進租稅

資訊交換，打擊透過租稅庇護所資訊保密且無租稅協定等特性

之跨國避稅行為，OECD著手建立國際資訊交換標準。

國際資訊交換係各國稅務機關在國際法與國內法律基礎

� OECD, Towards Global Tax Co-operation Progress in Identifying and Eliminating Harmful 
Tax Practices, pp. 1�-1�，指出下列國家或地區符合租稅庇護所定義，包括安道爾拉、

英屬安圭拉領地、安地卡及巴布達、阿魯巴-荷蘭王國屬地、巴哈馬、巴林、巴貝

多、貝里斯、英屬維京群島、庫克群島、多明尼加共和國、英屬直布羅陀、格瑞那

達、英屬根西島、英屬曼島、英屬澤西島、賴比瑞亞、列支敦斯登、馬爾地夫、馬

紹爾群島、摩納哥、英屬蒙塞拉特島、諾魯共和國、荷屬安地列斯群島、紐埃-紐西

蘭、巴拿馬、薩摩亞、塞席爾、聖露西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東加王

國、英屬土克凱可群島、美屬維京群島、萬那杜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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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透過相互合作提供稅務資訊，共同查緝租稅逃漏等不法行

為。資訊交換之機制包括法律制度建置、國際租稅合作及有效

率之交換。其中，資訊交換之法律依據主要為租稅協定，可分

為雙邊租稅協定(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DTA)、稅務資訊交

換協定(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 TIEAs)或多邊租稅

協定等。OECD為解決跨國企業重複課稅問題及促進資訊交換，

制定稅約範本作為各國簽訂租稅協定之準繩，其中第��條為資

訊交換原則，其內容重點如下�：

(一) 租稅協定雙方主管機關可預見為執行租稅協定，或管理

與執行協定相關租稅之國內法需要，在符合租稅協定國

或其所屬部門或地方機關利益之範圍，應相互交換資

訊。

(二) 主管機關對於交換獲得之租稅相關資訊應有一定之保密

性措施。

(三) 締約國ㄧ方依規定要求提供之資訊，他方領域雖因本身

課稅目的無須此資訊，仍應蒐集措施獲得該等資訊。

(四) 銀行、金融機構、代理人及受託人等之所有權資訊及所

擁有之資訊，均屬資訊交換範圍；且銀行不得以保密條

款為由，拒絕資訊交換。

為進一步強化資訊交換機制，OECD 於�01� 年� 月修正上

開稅約範本第�� 條，將現行條文規定取得資訊之利用限於租稅

目的，擴大到可用於非租稅目的，其前提條件必須符合：

1. 該資訊之使用為雙方締約國法律所許可；

�. 提供資訊締約國之主管機關授權其使用。

� 參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韓國政策中心舉辦�01�年國際租稅研討會「資訊交換」報

告, 李足能,�01�年�月



1� 我國所得稅制度之改革與前瞻--以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為例

此外，該條註釋亦修正增列，可要求提供特定族群之納稅

義務人(a group of taxpayers)資訊，以及資訊提供時間限制之條款

(如� 個月或� 個月或由主管機關自行決定)，以提升資訊交換之

效益及時效性10。

自�000年起，OECD每年舉辦資訊透明及資訊交換全球論壇

(Global Forum)，執行並延續上開�000年報告抵制租稅庇護所之

工作，檢視參與成員國家之資訊交換與透明化法制及執行是否

符合標準。全球論壇目前有1�0個成員，包括所有G�0國家、所

有OECD 國家、國際間主要金融中心(如瑞士、香港等)及增加開

發中國家成員，相關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聯

合國等為觀察員，該論壇由全體成員國共同決策，為一國際合

作的交流平台，所有成員國家均認同上述資訊交換規定。

全球論壇發布國際共同認可之�項資訊交換標準，其標準包

括：

1. 有應他方請求而進行資訊交換之機制，同時保護納稅

人權利及機密。

�. 提供會計、銀行及所有權資訊之可用性。

�. 資訊可及性，課稅主管機關有權獲取資訊。

G�0高峰會在�00�年�月倫敦的會議中宣布，銀行保密時代

已經結束，包括瑞士、盧森堡、比利時及奧地利等所有國家均

承諾為課稅目的而解除銀行保密規定。此外，G�0高峰會更宣誓

對於不合作國家包括租稅庇護所展開制裁等反制行動，打擊租

稅庇護所、洗錢、貪污所得、恐怖主義資金及保密原則，以保

護國家財政。為回應G�0高峰會所提出強化資訊交換之要求，全

10 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第1�屆租稅協定會議」暨「OECD秘書處與非會員經濟體代

表會議」出國報告,�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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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論壇在�00�年�月墨西哥會議決議，透過同儕檢視(peer review)
程序的深入分析、加速協商資訊交換協議簽訂機制等措施，促

進國際間資訊交換。所謂同儕檢視，分為�個階段，第一階段檢

視所有會員及其管轄範圍有關資訊交換之法規架構，第二階段

係進一步檢視資訊交換機制的實務執行。 
自�00�年起至�01�年，全球論壇已完成11�個同儕檢視程

序，涵蓋��個國家或地區，並發布超過��0項改進建議，業有

11�個國家或地區同意實施符合標準之資訊交換機制，近1,�00項

新的資訊交換(Exchange of Information, EOI)協議完成簽署11，顯

示國際間逐漸朝向透明化、廣泛資訊交換網絡之方向邁進，利

用資訊保密達到租稅規避的租稅庇護所將日漸式微。

除了上開OECD透過國際性規定促進各國相互合作提供稅

務資訊外，美國近年來為查核美國人以海外帳戶不法逃漏稅情

形，亦積極蒐集相關課稅資訊，並透過國內法律基礎達到蒐集

資訊目的。如之前瑞士銀行內部人員檢舉該銀行涉嫌長期招攬

美國籍客戶，並透過銀行投資之方式，協助客戶隱瞞其國籍身

分逃漏稅捐，經美國長期與瑞士政府交涉，該銀行最終交出逃

漏稅捐之客戶名單，並於�00�年支付美國內地稅務局鉅額和解

金。有鑑於此，美國為避免該國納稅義務人藉由運用外國金融

機構、外國基金及外國公司等管道，掩飾其美國身分進而規避

稅款，在�010年加強就業法案中訂定「外國帳戶稅收遵循法」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要求外國金融

機構與美國內地稅務局簽署外國金融機構協議(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Agreement)，主動提供美國籍客戶帳戶資料。

11 OECD, Progress Report to the G�0 Leaders: Global Forum Update on Effectiveness and 
On-going Monitoring, September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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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杜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

透過各國租稅合作之資訊交換機制，對於跨國企業進行侵

略性租稅規劃行為(Aggressive Tax Planning)，可以提升事前嚇

阻及事後審查之有效性，但各國稅制不盡相同，仍可能造成跨

國企業避稅機會。�01� 年�月在墨西哥舉行的G�0 高峰會聯合

宣言中，強調防杜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之必要性，同年11 月�日G�0 財政部長及中央

銀行總裁會議聽取有關大型企業鑽漏洞避稅報告後，會後於聯

合公報聲明重申防杜BEPS，並請OECD 致力於研究BEPS問題及

因應之道。

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對於OECD會員國及其他國家的稅收、

租稅管轄權及租稅公平構成嚴重威脅，這些現象引起討論主要

係源自於一些著名且獲利良好的跨國企業(例如英國星巴克、亞

馬遜、美國Google等)，透過將利潤移轉至低稅率國家並將費用

認列於高稅率國家，或透過投資或交易架構將集團利潤移轉至

免稅或低稅負國家，而造成該等企業之實際有效所得稅稅率非

常低之不合理現象，而這些現象與國際課稅原則無法及時因應

全球化、電子商務等交易模式之改變有關，是當前各國重要且

必須面對的議題，亟需透過國際合作共同研商因應對策。

OECD在�01�年�月發布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報告，介紹跨國企業如何運用跨國交易課稅原則之差異

進行租稅規避，協助各國瞭解BEPS情形及嚴重性，同年�月更

進一步發布Action Plan on BEPS行動方案報告，具體提出下列1�
項建議方案，獲致G�0及OECD多數國家認可並允諾積極推動。

(一) 解決數位經濟下之租稅挑戰(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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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除混合錯配安排之避稅效果(Neutralise the effects of 
hybrid mismatch arrangements)

(三) 強化受控外國公司法則(Strengthen CFC rules)
(四) 限制透過利息減除及其他財務給付產生之稅基侵蝕

(Limit base erosion via interest deductions and other financial 
payments)

(五) 考量透明度及實質性以有效防杜有害稅收之措施(Counter 
harmful tax practices more effectively, taking into account 
transparency and substance)

(六) 防杜濫用租稅協定(Prevent treaty abuse)
(七) 防杜人為規避常設機構之存在(Prevent the art if icial 

avoidance of PE status)
(八) 確保移轉訂價交易之結果與其反映之價值一致：無形

資產 (Assure that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are in line with 
value creation: intangibles)

(九) 確保移轉訂價交易之結果與其反映之價值一致：風險與

資本(Assure that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are in line with 
value creation: risks and capital)

(十) 確保移轉訂價交易之結果與其反映之價值一致：其他高

風險交易(Assure that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are in line 
with value creation: other high-risk transactions)

(十一) 建立蒐集與分析BEPS資料之方法及因應方案(Establish 
Methodologies to collect and analyse data on BEPS and the 
actions to address it)

(十二) 要求納稅義務人揭露侵略性租稅規劃(Require taxpayers to 
disclose their aggressive tax planning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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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重新檢視移轉訂價文據(Re-examine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十四) 使爭議解決機制更有效 ( M a k e  D i s p u t e  r e s o l u t i o n 
mechanisms more effective)

(十五) 發展多邊工具(Develop a multilateral instrument)
OECD提出的行動計畫區分短、中、長程目標，預訂�01�年

底完成，其焦點著重於跨國集團各企業創造的價值及利潤配置

之合理性、反避稅措施如受控外國公司制度、電子商務交易所

面臨之課稅議題、利息費用扣除之侵蝕稅基問題、強化各國稅

務資訊交換之機制等，並對目前部分國際租稅基本原則之缺失

加以修改，以有效因應上述議題。BEPS計畫是目前國際社會共

同面對且高度關注之議題，攸關未來國際租稅相關制度之發展

趨勢，值得我國密切關注與重視，而在國際間反避稅潮流中，

我國租稅政策亦應權衡投資環境、經濟發展等面向，整體評估

修正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度，精進反避稅制度，使我國稅制

與國際租稅趨勢接軌。

第二節　跨國租稅規避型態及相關反避稅措施

一、國際租稅基本課稅原則簡介

(一) 課稅管轄權

各國公司所得稅制度之課稅管轄權大致分為全球所

得(屬人主義)課稅或來源所得(屬地主義)課稅兩種方式，

前者就該國居住者賺取之境內外全球所得(包括自外國子

公司獲配之所得)課稅，後者對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源自

該國境內產生之所得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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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多數國家之公司所得稅制度課稅原則，跨國企業

除適用集團合併申報(Consolidated return)之規定外，集團

中每一公司應分別認定為獨立課稅個體(Separate Entity)，
每一集團成員之所得，應依據其所在地國稅法規定，按

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課稅。在各國國內課稅制度之交互

影響及重疊之情形下，將衍生跨國交易之所得產生重複

課稅情形。

為避免重複課稅形成貿易障礙並促進經濟成長，各

國國內稅法及租稅協定中提供解決重複課稅之方式，然

而，跨國企業可能藉由規劃此項機制，產生稅基侵蝕或

利潤移轉情形，享受重複免稅之效果。

(二) 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 PE)
跨國企業在各國間營運之營業利潤，經常面臨重複

課稅風險，因此，租稅協定及國際間課稅原則採用常設

機構原則，辨認營業利潤在所得來源地國與居住地國間

之課稅權分配是否適當。

依據OECD稅約範本(Model Convention)第�條，常

設機構指企業從事全部或部分營業之固定營業場所，包

括：管理處、分支機構、辦事處、工廠、種植場及農

場、工作場所、礦場、油井、採石場或其他天然資源開

採場所、建築工地、營建、安裝或裝配工程，存續期間

自實際開工起算超過1�個月或�個月者，另代理人有權經

常以被代理人之名義締結企業營業活動之合約，該代理

人亦屬常設機構。依上述規定，可分為固定PE、工程PE
及代理人PE三類：

1. 固定PE，係指企業於所得來源地國需設有固定營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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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並經由該固定場所從事全部或部分之營業。

�. 工程PE，係指建築工地或營建、安裝或裝配工程或

相關監督活動之存續期間超過一定期間者，該建築或

營建之範圍不限於建築物之施作，亦包含各式管線、

道路、機械工程之維護、改裝與安裝及監督施工等活

動。

�. 代理人PE，係指代表一方領域企業之人，有權於他方

領域內，以該企業名義簽訂契約，並經常行使該項權

利，或經常完全或幾乎完全僅為該企業接受訂單，則

其為該企業所從事之任何活動，視為該企業之代理人

PE。

所謂常設機構之課稅原則，係指跨國企業之經營利

潤原則上應由居住地國課稅，惟該企業如在其他國家設

立常設機構營運而賺取利潤，且該常設機構符合上述構

成要件時，則該常設機構所在地國家，可針對常設機構

所獲取之利潤予以課稅。

隨著電子商務經濟之發展，常設機構課稅原則是否足

資適用，衍生許多爭議，尤其是判斷常設機構之方式，須

在該國設有「固定」營業場所，並經由該場所「從事」全

部或部分之營業，然現今社會企業可透過網際網路等電子

商務模式與另一國家之客戶完成交易，無須在該國有實際

營業場所，在此交易模式下，企業利潤更容易移轉至低稅

負或免稅之國家或地區，現行常設機構原則之應用產生疑

義，BEPS行動計畫已著手研究因應之道。

(三) 移轉訂價-常規交易原則(Transfer Pricing-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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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集團每一個別公司為獨立課稅主體，當跨

國企業與非關係企業交易時，交易條件係取決於市場機

制之各項因素，惟關係企業間交易時，交易條件往往未

考量市場機制，而以降低集團整體稅負為主要目的。為

正確評估跨國企業集團間交易之利潤，合理分配其成員

在各國之稅基，集團成員與其他成員間之交易，必須按

常規交易原則課稅。

所謂常規交易原則，係指集團成員間所進行之商品

或服務交易價格，必須與該成員為非關係人時，於相同

或類似交易條件下之價格相同，用以評估集團間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在常規交易原則下，交易一方應獲得利

潤，與其所執行功能、所使用資產及所承擔風險之多寡

呈正向關係。在比較受控交易與未受控交易時，應充分

考量相關特性及情形之可比較程度。

目前多數國家國內稅法均訂定常規交易原則，此

外，OECD與聯合國之租稅協定範本及各國租稅協定

中，在第�條之營業利潤與第�條之關係企業規範，亦訂

定此項原則。為使各國於常規交易判斷上有一共同原則

可資遵循，OECD訂定跨國企業與稅捐稽徵機關移轉訂

價指導準則(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移轉訂價制度為國際

間反避稅措施之主流與稅務查核重點，透過常規交易原

則可確保跨國企業租稅待遇之衡平性，避免關係企業間

製造租稅利益或不利益之扭曲現象，使企業作成經濟決

策時排除租稅因素之影響，符合租稅中立性。但常規交

易原則之應用仍有部分爭議，包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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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契約所呈現之風險承擔是否與實際歸屬情形相符，

以及無形資產移轉訂價認定爭議等相關議題。

(四) 債務融資(Leverage)
企業經營資金來源主要有股東投入資本及向債權人融

資貸款所構成，而運用不同資本所產生資金成本之課稅原

則並不相同。大部分國家對於負債與權益之課稅處理，企

業因融資借款所給付之利息，於所得稅申報時可列為費用

扣除，而交易他方之債權人收取利息應計入所得課稅；企

業因股東投入資本所給付之股利，視為企業稅後盈餘之分

配，所得稅申報時不得作為費用扣除，而股東收取股利應

計入所得課稅，惟該筆股利所得通常可以適用較低稅率或

享有參與免稅(Participation Exemption)之優惠。

跨國企業可以透過控制子公司投入資本及債權融資

之比例等，改變子公司支付利息、股利之組合，亦即透

過權益及負債組合之財務槓桿調整，提高支付利息費用

之關係企業(位於高稅負國家)之稅盾效果，同時收取利息

一方之關係企業享有較低稅率或免稅效果。

 二、跨國租稅規避型態

跨國企業之租稅規避型態，主要架構係利用將利潤移轉至

低稅負地區，並將費用扣除移轉至高稅負地區，通常需要配合

在低稅負地區之租稅庇護所設立公司、所得來源地國有租稅優

惠或可適用租稅協定之減免稅利益等方式，達成降低集團整體

有效稅率之目的。以下就BEPS報告及常見跨國企業規避租稅態

樣擇要介紹1�。

1� OECD , 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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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各國稅制或租稅管轄權差異

每一個國家可自行決定其公司所得稅制，其課稅方

式應避免造成跨國交易與投資決策之扭曲，以符合租稅

中性原則。在全球化經濟逐漸整合情形下，倘某國之國

內稅制獨立於他國設計，而未與他國稅制調合及合作，

將產生跨國企業利用稅制間之差異進行混合錯配安排，

造成重複免稅之情形，使跨國企業集團整體稅負減少，

相較於僅在國內營運之中小企業，跨國企業更有機會因

此處於競爭優勢，影響市場競爭公平性。

所謂混合錯配安排，是利用兩個以上國家對於個體、

工具及移轉之不同租稅待遇所作之交易安排，利用各國國

內稅法之不一致產生租稅利益，其可能導致重複免稅或遞

延課稅效果，亦可能產生重複課稅風險，惟納稅義務人通

常可透過縝密規劃避免重複課稅，而獲得租稅利益。以下

介紹以混合錯配安排達成免稅或低稅之方法。

1. 混合個體(Hybrid Entities)：
混合個體係指一個體在一方國家視為透明個體

（fiscally transparent），而在另一方國家視為非透明之

課稅個體。各國對於外國個體之認定及課稅方式可能

不同，例如部分國家對於外國個體之課稅方式與依法

設立之公司相同；部分國家可由跨國企業自行定義外

國個體是否為透明而適用不同課稅方式，例如美國內

地稅法訂定Check the box regulations，跨國企業可選擇

視其海外子公司在美國稅法上不存在。

混合個體型態有典型混合個體(Classic Hybrid 
Entity)，即一個體在其所在國家為課稅個體，但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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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集團成員國家視為透明個體；或在相反情形下，為

反向混合個體(Reverse hybrid entity)。此項錯配安排主

要目的，係使其在一方國家稅務申報時可列為費用減

除，而在另一方國家獲取之所得享有免稅效果，或同

時在兩國列為費用扣除。

例如下圖一，X國A公司持有Y國混合個體B之

100%股份，B個體在X國課稅上被視為透明個體，在Y
國則非透明個體，應課徵公司所得稅。B個體向A公司

借入資金，其支付之利息在Y國之稅務申報中可列費用

扣除；在X國，由於B被視為透明個體，其支付之利息

視為A公司之內部交易，不計入A公司之所得課稅，造

成Y國可列費用扣除，而X國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情形。

圖一　跨國避稅態樣－混合個體Ⅰ

例如下圖二，X國母公司A，在Y國設立一子公司

B及孫公司C，子公司B為典型混合個體，亦即在X國認

定子公司B為透明個體，而依Y國課稅規定，B、C兩公

司均非透明個體，該二公司可採集團合併申報規定，並

由B公司為申報主體。在此情況下，透過B公司向外借

款支付利息，X國視B為透明個體，故借款利息支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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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A公司之費用減除，同時在Y國B與C公司合併申報

時，亦可認為該項利息費用，造成重複減除費用效果。

圖二　跨國避稅態樣－混合個體Ⅱ

�. 混合工具(Hybrid instruments)：
係指同時具有負債及權益性質之金融工具。由於不

同國家對金融工具之認定及課稅處理不盡相同，一項金

融工具可能在一方國家認定為負債，另一方國家認定為

權益，而藉此規劃使借款之公司在其國家稅務上作費用

減除，而提供融資者在其國家享有減免稅負之效果。

舉例說明：如下圖三，X國之母公司A以一項混合

工具(例如具負債性質之特別股)提供資金予Y國之子公司

B公司，X國對該混合工具係認定為權益，A公司於收到

B公司支付金額時認列股利所得，並得依參與經營免稅

規定或租稅協定，適用較低稅率課稅；Y國稅務上視該

混合工具為負債，B公司可依應計基礎認列利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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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跨國避稅態樣－混合工具

�. 結合混合個體及混合工具型態：

例如圖四之架構，由混合個體之子公司B向外部借

款，並發行一項具權益性質之負債(例如可贖回特別股)
予C公司，A公司不僅可將B公司支付借款之利息作為A
公司之利息費用扣除，且X國在課稅上將該金融工具視

為權益性質，故C公司實際支付現金時，始認列股利所

得課稅；而C公司在稅務上將該金融工具視為負債，可

依應計基礎認列利息費用。

圖四　跨國避稅態樣－混合個體及混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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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移轉(Hybrid Transfers)：
利用兩個國家金融工具所有權移轉認定之差異進

行安排，一方國家以形式認定所有權移轉，另一國則

以實質認定為擔保貸款，典型例子為附條件買回協

議。例如下圖五，X國A公司以100元移轉標的股份予

Y國B公司，並約定一年後以10�元買回。X國認定該再

買回協議視為A公司向B公司之擔保借款，再買回與出

售差價�元為利息費用；Y國認為上開交易屬標的股份

之買賣，差價屬資本利得，可適用資本利得免稅。

圖五　跨國避稅態樣－混合移轉

上開混合錯配安排可歸納達成下列三種效果：

(1) 雙重費用扣除(Double deduction)：兩個國家在課稅上

對於同一合約之支付義務，均准予列為費用扣除。

(�) 一方費用扣除，一方不計入所得 (Deduct ion /no 
inclusion)：一方國家可作為費用扣除，另一方國家

則可不計入所得課稅。

(�) 產生國外稅額扣抵(Foreign tax credit generator)：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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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開各國國內稅法之不一致產生節稅效果外，

進一步利用雙方國家之租稅協定所提供之減免稅優

惠，擴大租稅規劃利益。

(二) 利用關係人交易之移轉訂價規劃

跨國企業集團之各公司分散各國，跨國企業可藉由

其與國內外關係企業間之從屬或控制關係，對於相互間

有關收益、成本、費用或損益攤計之交易，以不合營業

常規之安排，將其主要利潤轉移到低稅負國家，並規避

或減少其在高稅負國家之納稅義務，為最常見之跨國企

業租稅規避手段。

移轉訂價通常透過人為之成本費用安排進行避稅，

前述常規交易原則之基本假設，係交易一方所執行之功

能、使用資產或承擔風險，應與其獲得之利潤成正比，

但在此原則下，跨國企業仍有誘因，將跨國交易之功

能、資產或風險移轉至課稅上相對有利之關係人，進而

達到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之情形。在各種移轉訂價之交

易類型中，有形資產移轉及使用，其資產之所有權、功

能及風險較為明確，以常規交易原則判斷是否有利潤移

轉情形，相對容易，但無形資產之移轉及使用、集團內

服務之提供及資金之使用等交易，其交易雙方利潤分配

是否與其功能及承擔風險之實際情形相符，常是徵納雙

方爭議原因。

就無形資產移轉訂價交易而言，關係企業間可能簽

訂契約協議，約定在研發過程中各交易參與人應共同分

攤成本、承擔風險，並共同分享開發無形資產之成果，

亦即成本分攤協議(Cost Contribution Arrangements,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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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Cost Sharing Arrangements, CSA)。在此契約架構下，

一個位於低稅負國家的交易參與人，是否足以承擔跨國

企業集團營運上發展或利用該無形資產之重大風險，該

交易可能產生成本費用分攤偏離常規，不按正常之市場

交易原則進行分配，而降低高稅負國家的交易參與人利

潤，甚至出現虧損，達到規避稅負目的之情形。

例如下圖六中，A公司為集團母公司，其在A國從事

研發活動而擁有供應集團營運所需之無形資產。在集團

租稅規劃架構下，透過成本分攤協議將該無形資產移轉

或授權予子公司C，C公司支付買斷價款(Buy-in payment)
予A公司，由A、C兩公司共同分攤該無形資產後續研發

成本並共同分享其利益。上開成本分攤協議在無形資產

開發初期即成立，以便將無形資產未來鉅額利潤一部分

移轉至C公司。C公司嗣後將無形資產授權予D公司，D公

司再轉授權予B公司。

 

資料來源：OECD

圖六　跨國避稅態樣－無形資產移轉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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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為實際營運公司，依OECD移轉訂價指導準

則，B公司可全額扣除支付D公司之權利金，以降低所得

額，又B國與D國同為歐盟國家，上開給付之權利金可適

用歐盟特殊規定免予扣繳稅款。另就D公司之所得稅而

言，其無實際功能及資產，故D公司自B公司取得權利金

收入幾乎轉支付予C公司，僅按些微差額課稅，且依D國

國內稅法規定，其給付C公司之權利金免予扣繳稅款。

C公司設立在B國，但其實際管理處所在C國，因

此，C公司在B國並非居住者公司，無需課徵公司所得

稅；C公司在C國係居住者公司，但C國為租稅庇護所，

並未課徵公司所得稅。在此例架構下，C公司所收取之權

利金，可能在B國、C國及D國均未予課稅。

(三) 資本弱化(Thin-Capitalization)
跨國企業對其關係企業挹注資金之管道，包括股權

性質之資金投入或以債權融資之資金投入，由於現行融

資及股權投入資金之課稅處理方式不同，使企業傾向於

以融資取代股權投資，達到節省稅負目的。例如跨國企

業對於國外投資設立子公司，投入較低比例之股權資

本，同時以較高比例借款予子公司，亦即資本弱化。跨

國企業可透過此項權益及負債組合之調整，降低子公司

之股利支出並提高利息費用，子公司申報所得稅扣除高

額利息費用，藉此達到規避或節約稅負之效果，同時收

款之一方可適用較低或甚至免稅之課稅待遇，進而減少

集團整體稅負。

例如下圖七中，A公司原規劃直接在Y國成立子公司，

經規劃先將資金投入在租稅庇護所成立財務子公司B，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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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財務公司在Y國成立子公司C，同時將C所需營運資金

以融資方式投入。因此，C公司支付之利息費用得列為費

用扣除，節省稅負；B公司在租稅庇護所收取該利息收入

無需課徵公司所得稅，若與Y國有租稅協定，該筆利息所

得可適用較低扣繳稅率，享有租稅利益；A公司於收到B公

司支付股利時始予課稅，可享受遞延課稅之效果。

圖七　跨國避稅態樣－財務公司資本弱化

(四) 利用導管公司(Conduit companies) 濫用租稅協定

兩個國家或地區間重複課稅及課稅權分配問題，通

常係透過簽署雙邊租稅協定解決。租稅協定係由所得來源

地國對他方締約國居住者所獲取之來源所得，予以減稅或

免稅，並由居住地國對其居住者提供國外來源所得免稅或

國外稅額扣抵等機制，消除重複課稅現象。依租稅協定規

範，所得來源地國對於他方締約國居住者取得之股利、利

息及權利金，應提供優惠稅率；對於他方締約國居住者取

得之營業利潤、受僱勞務等所得，於特定情況下予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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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對於他方締約國居住者取得之股份轉讓所得，多予以

免稅(僅由居住地國課稅)。因此，當居住地國對其居住者

提供國外所得免稅或提供國外稅額扣抵機制時，對於投資

人(跨國企業)即具有減稅利益，且因在所得來源地國得先

享減免稅利益，而可減輕其資金積壓壓力。

由於租稅協定有上開租稅利益，因此，跨國企業有

誘因進行人為安排，享受租稅協定優惠，通常是透過設

立導管公司來進行，將非協定締約國之居住者，利用其

他國家之租稅協定，從而獲得原本無法享有之租稅優

惠，即所謂濫用租稅協定。如下圖八，X國及Y國與S國

均未簽署租稅協定，A公司與B公司合資設立C公司，為

降低C公司給付股利所得時之扣繳稅款，在H國設立導

管公司，該公司無辦公室、員工、商業活動及股份以外

之資產。依H國與S國之租稅協定，C公司給付股利所得

適用扣繳稅率為�%，如未簽訂租稅協定，其扣繳稅率為

�0%，而H國對於給付股利無需扣繳稅款。在此架構下，

可降低股利所得1�%扣繳稅額。

圖八　跨國避稅態樣－以導管公司濫用租稅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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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間主要反避稅措施簡介

鑑於跨國企業可利用各國課稅規定差異或透過交易安排規

避其納稅義務，各國政府對於上述避稅行為，紛紛建立反避稅

措施加以因應，且大部分國家普遍採行這些反避稅措施。以下

介紹目前國際間主要的特定反避稅措施及一般反避稅規定。

(一) 移轉訂價查核規定(Transfer Pricing Rule, TP)
為遏止跨國企業藉關係企業間不合常規交易之安排

規避稅負，造成各國公司所得稅稅基流失，多數國家參

考OECD發布的移轉訂價指導準則，訂定移轉訂價查核規

定。此項措施重點在於避免關係企業相互間有關收益、

成本、費用或損益攤計之交易，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

排，將利潤轉移到低稅負國家，透過受控交易與未受控

交易之比較，依常規交易原則分析其交易結果是否符合

常規。

移轉訂價制度為目前各主要國家反避稅措施之主流

與稽徵查核重點，且查核力道及深度均持續加強，查核

方向亦由有形資產及服務提供等交易類型，逐漸朝向無

形資產交易類型之查核，查核態樣較以往複雜，其中如

何辨認無形資產之存在性、判斷創造無形資產價值之

人、判斷常規交易情況下無形資產如何移轉使用及判斷

各項無形資產之常規交易利潤，將是未來徵納雙方需共

同面對的難題。

(二) 反 自 有 資 本 稀 釋 或 其 他 限 制 利 息 列 支 規 定 ( T h i n 
Capitalization Rule or other rules limiting interest deductions)

債務融資相對於股權更具有租稅套利之誘因，故各

國之國內稅法多訂定反自有資本稀釋或其他限制利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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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規定，其目的在於限制扣除利息費用，防杜藉過高之

利率或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不當享有利息稅盾效果，

一般均規定符合特定情形時，超過規定限額之超額利息

支出，不得在稅務申報時扣除。

此項反避稅措施常見之計算利息費用限額方法，係

以固定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判斷，超過規定比率之利息

費用不得扣除。部分國家係以利息費用與盈餘之比率判

斷，當利息費用超過盈餘一定比率時限制扣除；部分國

家係按常規交易原則決定貸款人對子公司之借款是否符

合常規。另有部分國家認為，超過上開規定之超額利

息，應定性為股利，並依適用稅率扣繳稅款。

(三) 受控外國公司制度(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Rule, 
CFC)

鑑於跨國企業可以透過在租稅庇護所設立子公司，

並將盈餘保留在子公司，規避盈餘匯回母公司之股利所

得稅負，享有盈餘遞延課稅之效果，因此美國率先在

1���年實施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後許多國家相繼仿傚

實施。此項反避稅措施目的在於針對由國內居住者控制

之國外受控公司，將該子公司取得之瑕疵所得(tainted 
income) 1�，不論該所得是否已分配，均即時歸屬至國內

居住者股東之所得中課稅。

(四) 防止濫用租稅協定規定(Anti Treaty Shopping Provisions)
防止濫用租稅協定規定主要目的在於使締約國雙方

之實際居住者享有租稅協定之優惠，避免非締約國之企

1� 瑕疵所得(tainted income)包括股利、利息、權利金、租賃收入等消極所得及受控外國

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銷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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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藉人為虛設導管公司而獲得租稅協定利益。其方式包

括在租稅協定中訂定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ship)、
利益限制條款(Limitation on Benefit Clause)等。前者係

指有權適用協定利益之人，必須是取得所得之人須為該

所得之法律上之所有權人，且為經濟上之實際受益所有

人。後者係對於可享有協定之利益之人在租稅協定中作

明確之規範，規定締約國之居住者必須是適格之人，始

可享有協定之利益，保障真正從事商業活動者享有租稅

協定利益之權益。此外，尚有下列方式1�：

1. 透視法(Look-through Approach)：
指一方締約國居住者公司，若為其他非締約國之

居住者之公司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所有或控制，其所取

得任何型態之所得、利潤或利益，不適用租稅協定。 
�. 排除法(Tax Exclusion Approach)：

指對於已經享受免稅或租稅優惠之公司不再給予

協定優惠待遇。

�. 課稅法(Subject-to-tax Approach)：
指締約國一方所得之租稅優惠，必須以在締約國

另一方需課稅為前提，符合協定避免重複課稅之精

神。

�. 渠道法(Channel Approach)：
針對締約國一方之居住者公司取自來源國之所

得，若有�0%以上給付予對其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之非

居住者，不給予協定優惠。

(五) 反混合原則(Anti-hybrid rules)

1� 所得稅反避稅制ā之研究，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研究報告，�00�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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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將國內課稅處理與外國之課稅規定連結，以減少

混合錯配之可能性。例如訂定反租稅套利規定，避免跨

國企業利用混合實體或混合金融工具等規劃或安排，享

受重複扣除費用或一方認列費用一方免計入所得課稅等

情形。

(六) 反稅基侵蝕原則(Anti-base erosion rules)
此措施對於符合一定條件之給付金額(例如給付租稅

庇護所或某些特定地區之款項)課徵較高之扣繳稅額或不

予認列費用。

(七) 以實際管理處所認定居住者企業

多數國家之課稅管轄權，對於該國居住者企業之公

司所得稅課稅範圍，係採全球所得課稅，非居住者企業

則僅就該國境內之來源所得課稅，因此，判斷是否為該

國居住者對於課稅基礎之確立，至關重要。各國對於認

定是否屬於該國之居住者企業判斷標準，一般以該公司

是否在該國註冊設立，並輔以實際管理處所(PEM)或主要

營運管理及控制地(Centr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MC)
等標準判斷。因此，即使企業依外國法律在境外成立，

如認定實際管理處所在該國境內，亦可能認定為該國居

住者企業，負擔境內外所得合併課稅之納稅義務，使其

無從規避課稅管轄權。

(八) 訂定一般反避稅規定

此措施之意義在於限制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式獲

取租稅利益，以打擊為獲取租稅利益而違反稅法立法精

神之行為，例如交易缺乏經濟實質或租稅以外之目的。

各國訂定一般反避稅規定可歸納依� 項因素判斷，分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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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透過特定之交易、安排或計畫；(�)意圖或導致享有

租稅利益；(�)該交易沒有或極少商業或非租稅之目的；

(�)租稅利益與該法律規定之意旨相反或不一致。各國之

一般反避稅規定可能訂定於國內稅法，或經由法院判例

所發展，一般反避稅規定通常會超越法律條文之嚴格應

用，以交易之經濟實質決定其應負之納稅義務。

綜觀以上許多國家訂定相關反避稅措施目的在於確保其公

司所得稅制之公平、中立及有效運作，這些措施往往需搭配相

關配套措施及相關調查機制，以因應侵蝕性租稅規劃並產生嚇

阻作用。例如對於查核案例發布相關公告、提高罰鍰、增加額

外揭露義務等措施，可消除納稅義務人從事避稅之動機，產生

一定之嚇阻作用。此外，強化相關查核機制，確保政府即時取

得具目標性及綜合性之資料，透過這些重要資訊，使政府立即

辨認交易可能產生之避稅風險，並決定如何因應，以提升反避

稅措施之實施效益，另一方面，納稅義務人也可先瞭解交易可

能面臨之課稅問題，降低不確定性。

第三節　受控外國公司制度簡介

國際間之公司所得稅主要係以全球所得為課稅範圍，對於

本國居住者企業投資於外國公司之所得，一般課稅原則係俟該

外國公司分配盈餘時，始計入本國企業或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

課稅。在此原則下，跨國企業可以在母公司及集團各子公司中

間，架構設立一控股公司(通常位於租稅庇護所)轉投資各子公

司，各子公司將其分配之股利匯集至該控股公司，母公司透過

控制該控股公司之股利分配，使盈餘無限期保留，進而延緩本

國居住者股東股利所得稅之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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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目的，在於防止納稅義務人透過移轉

所得、活動或資產至設立於租稅庇護所之國外控股公司，而延

遲或避免國內應納所得稅負。受控外國公司制度通常訂定於國

內稅法，其基本原則係指當本國居住者股東所控制之外國公司

如符合一定條件，該外國公司之盈餘不論是否分配，均視為國

內股東已取得該所得，亦即以穿透(Look through)方式，在受控

外國公司獲取所得時，即歸屬至國內居住者股東課稅。

各國對於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立法設計可歸納下列幾項關

鍵要素：

(一) 受控外國公司定義：

界定外國子公司是否屬受控外國公司範疇，通常以

該子公司是否位於免徵公司所得稅或較低稅率之租稅庇

護所判斷。其認定方法如下：

1. 法定稅率比較法－母公司居住地國之公司所得稅法定

稅率，與外國子公司所在地國之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

比較。

�. 實質稅率比較法－將母公司居住地國之公司所得稅實

質稅率，與外國子公司所在地國之公司所得稅實質稅

率比較。

�. 實繳稅額比較法－將外國子公司之所得在其居住地國

實繳之稅額，與依母公司居住地國稅制計算之應納稅

額比較，據以判斷，如前者較低者即應適用。

�. 正面表列名單－針對租稅庇護所國家或地區，以法令

明定適用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亦稱黑名單或灰名

單。

(二) 控制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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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本國居住者股東持有外國子公司股權符合一定比

例以上，即認定對該子公司有控制力。其認定方式包括

法定股權標準、實質控制標準、擬制持有標準。

(三) 課稅所得範圍：

主要以該外國子公司之個別所得項目判斷，或以該

公司是否符合豁免適用條件判斷，如未符合即以該公司

之全部所得為計算基礎。

(四)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

通常係在國內稅法或租稅協定訂定消除重複課稅機

制，其方式包括國外稅額扣抵及實際分配股利時免再課

稅。

(五) 豁免適用：

各國有不同規定，包括受控外國公司實際從事營運

活動、無規避租稅意圖、微量免稅(De minimis exemption)
等。

此外，多數國家依賴本國居住者股東揭露相關資訊，通常

要求在年度納稅申報書表中揭露股東身分及受控外國公司財務

資料兩項主要資訊。惟本國居住者股東申報受控外國公司資訊

之正確性及取得該外國公司資訊，為實務執行之困難處，需仰

賴租稅協定、資訊交換協議等跨國租稅合作。有關國際間主要

國家之受控外國公司制度詳細內容，詳第三章選樣國家制度介

紹。

第四節　營利事業居住者認定-實際管理處所

國際間多數國家之公司所得稅對於該國之居住者公司採屬

人主義，對其全球所得課稅；非居住者公司則採屬地主義，僅



�� 我國所得稅制度之改革與前瞻--以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為例

就境內來源所得課稅。因此，一企業在課稅目的上認定為居住

者公司或非居住者公司之劃分，不僅關係到該企業之納稅義務

範圍，亦涉及國家之租稅主權及稅基等問題。營利事業居住者

身分之認定原則，一般係訂定於各國之國內法，包括依該國法

律設立登記、實際管理處所(或主要營運管理及控制地)等標準：

(一) 依據公司註冊或設立地認定：

此為單純之法律標準，公司必需依據該國法律註冊

為法律上之實體，即認定屬稅務上之居住者身分。如僅

以本項標準認定，實務上易被利用作為租稅規劃之工

具。

(二) 依實際管理處所認定：

其認定標準取決於企業管理及經營決策地點，通常

包括下列因素：

1. 作成最重要管理及經決策之處所。

�. 控制集團組織之本公司所在地。

�. 執行主要活動之處所。

以公司之實際管理處所之所在地為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判

斷標準之國家，係以「實質上」公司作成管理或經營決策之地

點認定，而非「形式上」按該公司之設立登記地判斷，因此，

可防杜營利事業於租稅庇護所國家或地區設立紙上公司，藉納

稅義務人居住者身分之轉換，以規避居住者公司屬人主義之避

稅現象，符合實質重於形式之原則。

除各國國內法規定外，依據OECD稅約範本第�條規定，

居住者係依締約國國內法規定，以其住所、居所、管理處所或

其他類似標準而負有該國納稅義務之人。此外，當發生一公司

同時在兩個國家為認定居住者企業，產生雙重居住者爭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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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稅約範本第�條破除僵局原則(Tie-breaker rule)，即以實際

管理處所作為判斷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之原則，一個企業可能

同時擁有許多經營據點，但僅有一個實際管理處所。

依據OECD稅約範本第�條註釋，實際管理處所係指營利事

業實際作成其整體營業所必須之主要管理及商業決策之處所；

實際管理處所應依相關事實及情況認定。又依聯合國(UN)西元

�001年版稅約範本第�條居住者註釋，實際管理處所可衡酌公司

實際管理及控制地點、公司重要管理政策最高決策地點、經濟

及功能觀點之公司最主要管理地點、最重要之會計帳冊保存地

點及其他因素綜合認定之。

�00�年OECD稅約範本註釋建議PEM認定標準包括︰董事會

之處所、企業營運長和其他高階主管通常執行活動之處所、執

行高階日常管理活動之人所在處所、企業總部所在地、記錄財

務資訊之處所或是否藉由不當濫用協定規定而轉移居住者身分

之情形。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及資訊科技進步，董事會之

處所、公司管理階層決策及執行活動地點等判斷愈形困難。有

關國際間主要國家之實際管理處所詳細內容，詳第三章選樣國

家制度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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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選樣國家公司制度介紹

第一節　受控外國公司制度

受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課稅制度最

早源自於美國，美國於1���年在內地稅法中增訂F分部(Subpart 
F)規定，凡是受控外國公司符合一定要件者，該公司之盈餘歸

屬於美國股東部分，即使當年度未將盈餘分配匯回，仍應視

為當年度已分配股利，分別計入美國境內居住者股東之課稅

所得，課徵所得稅。在美國訂定CFC課稅制度後，德國、加拿

大、日本、法國、英國、紐西蘭等國也先後制定此項制度，截

至�01�年已有�0多個國家訂定1�。

綜觀各國實施CFC課稅制度之目的，在於防杜國內居住者

股東將所得移轉至其他免稅或低稅率國家之受控外國公司，消

除藉由該外國公司盈餘遞延分配所產生之避稅現象，惟各國在

CFC課稅制度之適用對象、應歸屬所得範圍及豁免適用規定等

方面，則配合各國租稅政策而因地制宜。一般而言，CFC課稅

制度基本適用要件為：(1)國內居住者股東納稅義務人對於該外

國公司有「控制」權；(�)該受控外國公司設立之國家或地區，

係屬公司所得免予課稅，或其公司所得稅稅稅率低於股東所在

地國家之稅率者；且(�)該受控外國公司主要係賺取特定型態之

所得，有些國家適用範圍以消極所得、瑕疵所得為限，有些國

家則就各類所得均適用之。

CFC課稅制度主要內容，包括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控制

權之認定、應歸屬課稅所得之範圍、消除重複課稅機制等，又

1� Deloitte－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Regimes Essentials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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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制度為避免影響企業經營與發展，各國訂有豁免適用之規

定。本章先就美國訂定CFC課稅制度之沿革及內容介紹，再選

取法國、日本、韓國及英國等國家介紹其現行制度。最後，就

選樣國家之規範要件彙整比較。

一、美國

美國於1���年即訂定外國個人控股公司(Foreign Personal 
Holding Company, FPHC)規定，美國個人股東所控制的外國公

司，該公司所取得之消極性所得如利息、股利、租金、權利

金、股票交易所得等，應由該股東於當年度按其對該外國公司

之持股比例計算所得課稅，此為最早訂定之防杜遞延課稅規

定。隨著國際貿易不斷擴展，美國居住者企業為避免美國高稅

率之稅負，其跨國企業紛紛將利潤轉移至設立在租稅庇護所之

子公司，並控制外國子公司盈餘保留不分配，直至盈餘分配給

美國股東或出售外國公司股權時，始就該等股利課稅，達到遞

延課稅目的。在此情形下，美國母公司透過設立外國子公司將

原本應負擔之納稅義務遞延，不僅可減輕公司稅負，從另一方

面來看，形同自美國政府獲得一筆無息貸款效果1�。

為達到打擊濫用租稅庇護所及維護租稅公平等立法目的，

美國1���年於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增訂F分部，

在第��1條至第���條明定CFC課稅規定1�，以下就F分部規定介

紹：

(一) 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

受控外國公司係指美國股東在一年度中任何一天，

持有外國公司具表決權之股份或股份價值合計超過�0%，

1� 美國受控外國公司稅制（CFC）研究，p.11，沈方，上海財經大學碩士論文，�01�
1� I.R.C./Title ��/ Subtitle A/ Chapter 1 /Subchapter N /Part III /Subpart F /§��1 -§���



第三章　選樣國家公司制度介紹 ��

則該外國公司即為美國股東所控制之受控外國公司。所

謂美國股東，包括美國公民、獨資、合夥、公司及遺產

與信託，且每一位美國股東均應符合直接、間接或被推

定持有該外國公司10%以上具表決權股份之條件，亦即以

持股10%以上美國股東之持股比例加總達�0%者認屬受控

外國公司，而持股未達10%之美國股東，其持股比例則不

予計算。

(二) 控制權認定

1. 直接和間接持有

直接持有(Direct Ownership)指美國股東直接持有

外國公司之股份；間接持有(Indirect Ownership)指美國

股東透過一個或多個外國實體(Foreign entity 如公司、

合夥、遺產或信託等)而持有外國公司之股份，應依據

各層持股比例之乘積，得出間接持股比例。例如美國

股東直接持有X國子公司�0％股份，該子公司轉投資Y
國孫公司�0％股份，則美國股東間接持有孫公司��％

（=�0％×�0％）股份。在計算每一位美國股東持股比

例時，應將直接持有股份及間接持有股份合併計算。 
�. 推定持有

為避免美國個人或公司等股東在計算上開持有股

份比例過程中，插入一個或多個公司，藉以分散股

權，降低對外國公司之直接或間接持股比例，IRC訂定

推定持有(Constructive Ownership)規定，將美國股東之

關係人所持有之股份，歸屬(Attribution)彙總計入該美

國股東之持有股份。推定持有大致區分為下列情形：

(1) 家庭成員間之歸屬(Attribution from Me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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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1�：將美國個人股東之家庭成員，包括配

偶、父母、子女等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外國公司之股

份歸屬至該個人股東，例如個人股東持有外國公司

�%股份、配偶持有�%股份，則推定該美國個人股東

持有1�%股份。家庭成員如為美國非居住者納稅義務

人，則不適用。

(�) 合夥、遺產、信託及公司之歸屬(Attribution from 
partnerships, estates, trusts, and corporations) 1�：當合

夥、遺產、信託或S公司�0 直接或間接持有某一外

國公司股份超過�0%時，該等組織將視為透明實體

(Transparent Entity)，其合夥人、受益人或 S 公司股

東對於該等組織之持股比例a%，將推定為其持有該

外國公司股份比例(即a%)。該等組織如直接或間接

持有某一外國公司股份不超過�0%，則以合夥人、

受益人或 S公司股東對該等組織之持股比例a%，與

該等組織持有外國公司之持股比例b%相乘積(a% × 
b%)，計算其持有外國公司股份比例。

1� I.R.C. §�1�(a)(1)
1� I.R.C .§�1�(a)(�)、(�)(E)
�0 S公司(small business corporation)係指符合下列規定之小規模營業公司：(1)依據美國法

律成立之國內公司、(�)其股東限為個人、遺產或特定之信託，但不得為公司或合夥

組織，且須為美國之公民或居住者，同時股東人數不得超過100人、(�)公司發行之股

票限於同一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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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美國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推定持有情形

(�) 歸屬至合夥、遺產、信託及公司 (At t r ibut ion to 
partnerships, estates, trusts, and corporations)�1：為避

免美國股東藉由分散持股規避控制權認定，合夥、

遺產、信託、S 公司等組織，其合夥人、受益人或S 
公司股東對外國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之股份，推定

由該等組織持有，合併計算是否超過外國公司股份

�0%。此外，美國股東如投資美國境內公司股份超

過�0%，該美國股東直接或間接持有外國公司之股

份，推定為該美國公司持有，合併計算其持有該外

國公司之股份比例。

�. 例外規定

外國公司如為專屬保險公司(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上開認定控制權之標準降為��%，且所有

美國股東(不限於持股10%以上)之持股均應納入計算。

(三) 課稅所得額範圍

美 國 C F C 制 度 之 課 稅 所 得 範 圍 係 採 用 交 易 法

�1 I.R.C.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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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al approach)，僅特定瑕疵所得須依比例併計

美國股東所得課稅，其中包括F分部所得及投資於美國財

產的盈餘兩大類，分述如下：

1. F分部所得：包括保險所得、外國基地公司所得、源

自於美國抵制國家之所得、與國際聯合抵制有關之所

得、對外國政府或機構非法賄賂及回扣等

(1) 特定保險所得：係指美國公司透過設立境外受控專

屬保險公司，為集團經營活動、資產和人員提供保

險及再保險，並將保費列為費用扣除。保險所得係

指該外國保險公司對於其所在國以外之風險進行保

險、再保險及年金契約之相關收入。

(�) 外國基地公司所得包括�類：

A. 外國個人控股公司所得：主要為以關係人名義取

得之特定股利、利息、權利金、租金、財產交易

所得及各類投資資產如商品、外匯、股票、債券

等所產生之所得。但有除外規定，例如租金及權

利金如屬正常營業活動取自非關係人，不予計

入；取自當地公司之利息及股利所得，且該公司

主要資產係用於當地貿易或營業活動，不予計

入。上開除外規定目的在於排除CFC實際經營活

動之所得。

B. 外國基地公司銷售所得：受控外國公司自關係人

購買產品或銷售產品予關係人之所得，但不包括

銷售該公司在當地國製造之產品或銷售產品予當

地國之所得。為防止受控外國公司於他國設立分

公司規避上開所得歸屬，美國規定若該公司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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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國以外國家設立分公司，且當地國對分公司

所得不課稅，且分公司所在地國實際稅率較受控

外國公司當地國低�%，該分公司應視為獨立的受

控公司，其所得應歸屬外國基地公司銷售所得。

C. 外國基地公司勞務所得：受控外國公司為其關係

人提供技術、管理、工程、建築、科技等勞務之

所得，且該勞務在當地國以外之國家發生。若勞

務發生同時涉及公司當地國及其他國家，應依據

提供勞務之時間或相對價值進行分攤。

D. 外國基地公司石油相關所得：從事石油或天然氣

之加工、運輸及配銷活動之所得，或提供相關服

務或處置相關資產之所得，但不包括受控外國公

司在當地國開採油氣之所得或在當地國銷售油氣

之所得。上開規定僅適用於大型石油製造商，一

個課稅年度內原油日平均產量低於1,000桶之企

業，則不適用。

(�) 源自於美國不承認、無外交關係或認為不斷支持國

際恐怖主義國家之所得。

(�) 涉及參與國際聯合抵制以色列或同盟(international 
boycott)商業行為所獲得之利潤。

(�) 違反美國法令支付給外國政府公務員、雇員或掮客

之賄賂及回扣等非法支出，應加回受控外國公司所

得，同時一併計入美國股東之所得課稅。

�. 盈餘投資於美國財產者（Investment of Earnings in 
United States Property）

受控外國公司如以其資金投資於美國財產，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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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項投資相當於股東已將盈餘匯回美國進行再投

資，故美國IRC規定應視同該公司已將盈餘分配給美國

股東，按股東持股比例歸課股東所得稅。所謂美國財

產包括位於美國之有形財產、公司股票、債權、專利

權、著作權、發明、模型、設計、秘密方法及使用權

等，但不包括購買美國公債、銀行存款及購買供出口

之財產等。

依美國CFC課稅制度，在一個納稅年度內，一家外

國公司至少連續�0天符合CFC之認定條件，始須將上開

課稅範圍所得，按持股比例併計股東之所得課稅，持股

比例係指股東當年度持有該公司股份最後一天之比例。

(四)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 
受控外國公司取得F分部所得時，持股10%以上之美

國股東應依據持股比率申報當年度之股利所得課稅，將

來該公司實際發放股利時，不再計入所得課稅。嗣後分

配數如超過以前已依CFC制度課稅之股利時，超過部分

應納入股東之股利所得課稅。

美國股東已依據CFC制度按持股比例申報當年度股

利所得者，可增加其持有受控外國公司股票之每股成

本，減少以後出售該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若該股票出

售前，收到以前已按CFC制度課稅之盈餘所分配之股利

時，因該股利免再計入課稅，應重新計算降低其股票之

每股成本。

美國股東可就其來自受控外國公司之推定股利所負

擔之外國所得稅，申請適用直接稅額扣抵，股東為美國

�� 受控外國公司所得課稅制ā之研究，蘇建榮、賴育邦,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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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者，可申請間接稅額扣抵��，計算間接稅額扣抵時，

可計算至境外第�層外國公司所繳納之外國所得稅。

(五) 豁免適用規定

在一個課稅年度內，若受控外國公司之基地公司所

得及保險所得合計數小於總收入之�%或100萬美元，可適

用微量免稅規定，免予課稅。但外國基地公司所得及保

險所得如超過總收入之 �0%者，則該公司之全部所得(包
括其他免稅所得)將全數視為F分部所得併計課稅。

二、法國

依據法國稅法(French Tax Code, FTC)第�0�條規定，公司所

得稅係針對法人之所得課稅，法國之公司所得稅制度是少數實

施屬地主義國家之一，居住者公司境外來源所得，及其在法國

經營活動無關之收入，無需繳納法國所得稅。法國公司取得法

國境外之消極性所得如利息、股利、權利金等，除確在法國境

外實際營運之所得外，不視為境外所得，通常需課徵��.��%的

法國公司所得稅��。

法國居住者公司係指公司註冊登記地或其實際管理處所在

法國者，應繳納法國公司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包括三類：(1)股
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無論從事何種經營活動均

應繳納所得稅；(�)選擇繳納公司所得稅之其他組織如合夥、有

限責任合夥、自由職業者等；(�)從事營利活動民間團體、協會

及政府管理具有營利性質之服務機構。 
法國於1��0年實施CFC制度，為繼美國、加拿大、德國後

第�個實施之國家。CFC制度訂定於稅法第�0� B條，法國企業

�� I.R.C. §��0(a)(1)
�� The French CFC Regime, Daniel Gutmann and François Mezi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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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符合一定條件之外國法人，法國企業應就該外國公司之利

潤，按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外國公司股份、利息、投票權及財

務權之比例計算股利課稅。

(一) 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

依據法國稅法第�0� B條規定，符合CFC之條件如

下：

1. 外國法人或常設機構之股權、投票權或財務權超過�0%
係由法國企業直接或間接持有。除外國法人或常設機

構外，其他法人如分支機構、子公司，或非法人組織

如合夥、非營利組織如基金會、公會、社團、財團、

信託或信託合約等亦適用。此外，外國公司設於法國

之常設機構，該外國公司經認屬CFC者亦適用之。

�. 該外國法人或常設機構在其當地國享有優惠課稅規

定。所謂享有優惠課稅規定，依法國稅法第 ��� A條規

定，外國法人在其所在地國之所得或利潤應課徵之所

得稅負(有效稅率)，低於該筆所得或利潤依據法國稅法

應繳納公司所得稅負之�0%者，即屬享有優惠課稅規

定。在比較判斷時，係將該外國法人在國外所繳納稅

額與其所得依法國稅法規定計算應繳納之公司所得稅

額作比較。

法國未訂定適用CFC制度之白名單或黑名單國家，

但自�010年起，稅法明列部分不合作國家��。

�� 法國在�010年法國稅法修正訂有不合作國家(Non-Cooperative States or Territories)，且

每年度公布黑名單，�011年的黑名單有安哥拉、貝里斯、汶萊、多米尼克、格瑞那

達、聖文森、凱科斯群島、賴比瑞亞、諾魯、紐埃、馬紹爾群島、庫克群島、阿曼、

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菲律賓、巴拿馬。�01�年巴拿馬已自該名單中移除。給付位

於上開國家設立公司之股利、利息、權利金及勞務所得將適用�0%稅率扣繳稅款，而

取自該等國家設立公司之股利不適用參與免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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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權認定

法國企業對於外國法人或常設機構持有股份、股

息、財務權或表決權超過�0%者，即認定法國母公司可

「控制」其股利分配決策。上開持有股份包含直接持有

及間接持有，間接持有包括該法國企業之員工或代表人

(含家庭成員)之持股、該法國企業所控制其他法人之持

股、該法國企業之交易對象(具有從屬關係)之持股。上開

持股門檻，係以該外國法人之會計年度結束日持股比例

判斷。

為避免部分虛偽安排情形，法國訂有防止濫用措

施，當該外國法人之股份超過�0%係由法國企業所「實質

控制」之其他個體 (包括其他法國公司、外國企業或某些

名義上之法國股東)持有時，則該法國企業直接或間接持

有外國法人之控制權認定標準降低為�%。

(三) 課稅所得額範圍

該外國企業之所得應依法國公司稅法規定重新計

算，法國企業應依其持有外國法人或常設機構股份之比

例計算視同已分配股利。法國企業僅在該外國法人有課

稅所得時計算股利課稅，該外國法人虧損時，不得抵銷

法國境內之課稅所得，且不得與法國境內虧損合併。

(四)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

受控外國公司在國外繳納之國外所得稅，可適用直

接稅額扣抵及間接稅額扣抵，該外國法人在其居住地國

或在第三地國(非屬不合作國家)繳納之公司所得稅額，及

法國企業實際收到該筆股利時所扣繳之所得稅額，均可

扣抵其應繳納之法國公司所得稅。取自非屬不合作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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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法國簽署租稅協定並簽訂有管理協助條款國家之股

利有扣繳所得稅，其可扣抵稅額之上限為協定規定扣繳

稅率。法國企業之國外子公司股利已依CFC制度課稅之

股利，嗣後獲配該筆股利時，如符合參與免稅規定，其

股利收入之��%免稅。

(五) 豁免適用規定

1. 受控外國公司如設立在歐盟地區其他會員國，除法國

企業對受控外國公司持股屬人為取巧安排者外，不

適用CFC制度，亦即該外國公司設立在歐盟係意圖濫

用稅法之虛偽安排者，則適用CFC制度。所謂虛偽安

排，參照歐盟法院之Cadbury Schweppes判例之解釋，

係考量該外國公司在其他歐盟會員國是否確有經營場

所、員工及設備。

�. 受控外國公司之所得係源自於在當地國從事實際工商

活動的所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1) 超過�0%之利潤來自消極所得。

(�) 超過�0%利潤來自消極所得及集團內部服務收入(含
財務金融服務)。

�. 受控外國公司設立在歐盟以外地區，且不符合實際工

商業活動豁免規定，若該外國公司可解釋其營運目的

並非將利潤置於其所在地國享有租稅優惠，亦即證明

其商業架構有正當性而非避稅目的，仍可主張豁免適

用。

三、日本

日本法人稅之納稅義務人包括國內法人及外國法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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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指在日本境內有總公司或設有主要辦公處所之法人，其他

則為外國法人。國內法人應就其國內外來源所得課稅，外國法

人僅就源自日本之來源所得課稅。國內法人區分為普通法人、

非法人組織、合作事業及公益法人等�類課稅組織及非課稅組織

之公法人。

日本CFC制度規範於特別稅制準則法(Special Taxation 
Measure Law)，公司部分係規定於該法第��條之�至第��條之�，

個人部分定於第�0條之�至第�0條之�。

(一) 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

外國法人具備下列二項條件即認定為受控外國公

司：

1. 日本居住者（包含個人、公司及具特殊關係之非居住

者）股東直接或間接持有�0%以上股權之外國公司，亦

即享有�0%以上之股權、投票權及股利權。

�. 該外國公司之總機構設立於免稅或公司所得稅實質有

效稅率未達�0%之國家。計算實質有效稅率時，係按當

地稅率調整且逐年計算，其公式分母之課稅所得額，

係以該外國公司依其所在地國稅法規定計算課稅所得

額，並調整下列項目：

(1) 加計免稅所得，但該國如有股利參與免稅規定，其

股利不計入。

(�) 將國外支付之所得稅額還原於課稅所得額中。

(�) 調減已支付之股利或保險準備超過扣除限額等部

分。

其公式分子係以該外國公司於當地國或其他國家所

繳納稅額(實際繳納現金稅額)計算，若稅額尚未經最終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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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該外國公司申報所得稅額計算。分子需調整加計

該公司申請之國外間接稅額扣抵，並加回依據租稅協定

所享有之租稅抵免(Tax sparing)��。

(二) 控制權認定

每一日本居住者個人或公司直接持有及間接持有外

國公司股份達10%以上，且合計持股達�0%以上，即認定

有控制權。該外國公司發行非每股一表決權之股份或有

其他優先權利之特別股時，判斷方式為：

1. 發行非每股一表決權之股份時，應以國內股東直接或

間接持有之表決權達�0%以上判斷。

�. 發行具優先權利之特別股，應以國內股東依特別股之

盈餘分配權達�0%以上認定。

�. 若同時發行前述兩種股份，按較高者之標準認定之。

(三) 課稅所得額範圍

日本C F C制度採用「課稅實體辨識法」 ( e n t i t y 
approach)，若受控外國公司未符合豁免規定，國內居住

者股東應就受控外國公司之全部所得(包含消極性所得及

其他所得)依持股比例計算股利課稅。計算受控外國公司

之課稅所得額時，可依日本國內公司法規計算，亦可按

受控外國公司所在國家法規計算後再調整下列項目��  
1. 自其他受控外國公司所取得之股利。

�. 自其子公司所取得之股利，必需符合持有該子公司已

發行股份��%以上且達�個月以上之條件。

�. 前�年所發生之營業虧損。

�� Scope of the Japanese CFC rules, The Japan Tax Site, http://japantax.org/?p=���#head1
�� Japan Tax Brief JAPANESE TAX HAVEN (CFC) RULES, August �010, KP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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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外國公司之所得於當地國或其他國家所繳納之稅

額。

(四)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

持有受控外國公司股份10%以上之日本居住者股東

取得該受控外國公司分配股利時，當其獲配股利未超過

特定已課稅總額(Specified Taxed Amount)，無需計入日本

股東之所得額課稅；所謂特定已課稅總額係指已依CFC
制度課稅之股利金額，且收到股利年度之前10年金額為

準。再者，日本居住者公司收到非居住者公司、第二層

非居住者公司分配之股利，且該等股利或所得已於當年

或以後兩年課徵日本所得稅者，則不予列入日本居住者

公司之課稅所得。

就日本公司股東而言，受控外國公司在國外所繳納

之稅額，可扣抵該受控外國公司在日本之應納稅額，日

本國內公司持有受控外國公司��%以上股權時，適用間接

稅額扣抵規定，而日本之個人股東則僅能將該受控外國

公司已納外國稅款作為費用扣除��。

(五) 豁免適用規定

受控外國公司同時符合下列條件��，始得豁免適用

CFC課稅規定：

1. 從事積極營業活動：該外國公司主要營業項目非屬下

列項目：

(1) 控股﹝持有股票或債券﹞。

(�) 智慧財產權、版權、產業技術等之授權。

�� 同註��
��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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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或飛機之租賃。

�. 在當地有實質營業：外國公司在其設立地國家或地區

有營業所必需之辦公室、倉庫、店舖、廠房或任何實

際經營所必要之固定營業場所。

�. 實質管理及控制：在當地國自行經營管理、控制及營

運其業務。

�. 屬非關係人交易或在當地經營：

(1) 外國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批發、銀行、保全、信

託、證券、保險、海運或空運者，其與非關係人交

易收入超過�0%。

(�) 外國公司主要營業對象為在當地國經營之其他公

司。

區域總部公司(Regional Headquarters Company, RHQ)
及其控制子公司(Controlled Company, CC)符合下列條件

者，視為符合上開之「積極營業活動」，RHQ與其CC間

之交易視為「非關係人交易」

1. RHQ需符合下列條件：

(1) 日本母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RHQ之100%股份。

(�) RHQ需至少提供其兩家CC以上之管理服務(管理服務

指RHQ依契約為CC提供服務，就其主要營業項目提

供經營決策)。
(�) RHQ在當地國有固定營業場所(辦公室、店舖或廠房)

及員工(主要係執行管理服務，不含RHQ董事或其家

庭成員)。
�. CC需符合下列條件：

(1) RHQ直接持有CC股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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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在當地國僱用員工經營業務。

�. 日本母公司申報所得稅時應提示RHQ與CC之股權結構

圖。

符合上開豁免規定之RHQ與CC，日本居住者股東當

年度無需適用CFC制度計算股利課稅。但受控外國公司

之消極性所得如股利、利息、資本利得、權利金、租金

等，仍應依CFC法則按持股比例計算股利所得，併計課

稅。

四、韓國

韓國於1���年制定國際稅收調控法(The Law for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Affairs, LCITA)實施CFC課稅制度，藉以防止

韓國居住者股東利用租稅庇護所成立受控外國公司，透過控制

該外國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保留盈餘不分配而規避韓國稅負。

(一) 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

依據LCITA及其相關規定 (LCITA Pres iden t i a l 
Decree)，任何韓國居住者股東(即韓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

的個人居住者及公司稅法規定的國內公司�0，以下簡稱韓

國股東)擁有受控外國公司已發行股份10%以上者，需依

據持股比例計算股利，併計該股東之當年度所得課稅。

所謂受控外國公司，係指一個外國公司之總機構或主要

辦公室設立於租稅庇護所，而由一個或多國韓國股東在

任何一個課稅年度結束日時，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外國公

司已發行股份或盈餘分配權10%以上�1。所謂租稅庇護

所，係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對於該外國公司賺取所得之全

�0 LCITA article ��; The Special Tax Treatment Control Law article (STTCL) �(1).
�1 LCITA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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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主要部分予以免稅，或過去�年對該外國公司課稅之

平均有效稅率低於1�%��。

(二) 控制權認定

計算持股比例時，以韓國股東直接持有及間接持有

外國公司之股份計算控制權。若韓國股東與該外國公司

間有一個或多個外國公司，股東持股比例係以各層級間

之持股比例相乘積計算，並將股東之各項持股比例加

總��。計算韓國之個人股東持股門檻時，該個人股東之配

偶、直系尊親屬、直系卑親屬及兄弟姐妹之持有股份，

應視為該個人之間接持股，若配偶之直系尊親屬、直系

卑親屬及兄弟姐妹與該個人股東同居一處，其持有股份

亦同��。其控制權之認定不含推定持有股份之概念。

(三) 課稅所得額範圍

韓國CFC制度採實體辨識法。韓國股東應按受控外

國公司之可供分配保留盈餘，依持股比例計算視為已分

配股利，計入所得課稅。可供分配保留盈餘指該公司尚

未分配之盈餘，係依據該公司當地國之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所計算之所得，並調整下列項目

1. 在課稅年度中已分配之股利。

�. 法定保留或提撥之準備。

�. CFC制度實施前之保留盈餘。

�. 以前年度已依CFC制度課稅部分之保留盈餘��。

若該外國公司當地國之會計原則與韓國會計原則間

�� Korean Taxation �01�,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 Korea
�� LCITA Presidential Decree article ��(�)(�)
�� LCITA article 1�(�); The Civil Law article ���.
�� LCITA Presidential Decree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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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重大差異，上開未分配盈餘必需依韓國會計原則計

算。持股比例應以該韓國股東之直接持股及間接持股比

例合併計算。該筆股利係以受控外國公司之課稅年度結

束日後第�0日，視同分配予韓國股東，計入股東之當年

度所得課稅。

(四)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

1. 已依CFC制度課稅之盈餘不再計入所得課稅

若該外國公司將以前年度已依CFC制度課稅之盈

餘分配與韓國股東，在前10年度之已視同分配股利總

額內，不予課稅。當韓國股東處分其持有該外國公司

之股份計算處分利益時，應扣除該公司前10年內已依

CFC制度規定課稅之視同分配盈餘��。

�. 間接稅額扣抵

依韓國稅法相關規定��，韓國公司股東可申請適用

直接稅額扣抵及間接稅額扣抵。間接稅額扣抵計算至

該外國公司之所得於當地國(第一層)及另一國家(第二

層)之已納稅額，且韓國公司應持有該外國公司�0%股

權，該外國公司應持有其子公司之股權�0%以上。

受控外國公司繳納之外國所得稅，扣抵其股利併

計韓國公司股東所得產生之應納稅額，應以實際支付

稅額與上開應納稅額孰低扣抵，尚未扣抵之國外稅額

得於以後�年內扣抵。

(五) 豁免適用規定

1. 實際積極營業活動

�� LCITA article �0(1).
�� CTL article �� ; STTCL artic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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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外國公司在其當地國有固定場所如辦公室、

店舖、工廠實際從事活動，不適用CFC制度。但有下

列情形者，不得適用豁免�� 
(1) 其主要營業係持有股權或債權、智慧財產權之授

權、租賃船舶或航空設備、資產管理等業務。

(�) 其主要營業活動為批發、金融及保險、不動產、租

賃或商業服務，且該等收入超過其營業收入之�0%，

及其主要營業收入超過�0%以上為關係人交易。但該

外國公司係從事批發活動，銷售交易超過�0%銷售於

同一租稅管轄權之非關係人，不在此限��。此外，歐

盟之會員國視為同一租稅管轄權�0。

�. 微量免稅

當該外國公司在一個課稅年度之全部所得低於�億

韓圜者，當年度不適用CFC制度�1。

�. 區域控股公司

一個位於租稅庇護所之控股公司，如持有同一租

稅管轄權之子公司�0%以上股份超過�個月，且該控股

公司之自其子公司取得之股利或利息所得占其所有消

極性所得達�0%以上者，不適用CFC制度��。

五、英國

英國於1���年制訂CFC制度，主要是防止藉由境外控股公

司、財務公司及專屬保險公司將利潤移轉至低稅負地區。CFC
�� LCITA article 1�(1)(�) LCITA; Presidential Decree article ��(1)
�� LCITA article 1�(�); Presidential Decree article ��-�
�0 LCITA Ministerial Decree article 10-�
�1 LCITA article 1�(�); LCITA Presidential Decree article ��-�
�� LCITA article 1�(�); LCITA Presidential Decree artic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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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訂定於英國所得及公司稅法(The UK Income and Corporation 
Taxes Act 1���, ITCA)第�章第1�段，最近一次修正�01�年度財

政法案，自�01�年1月1日起實施。該次修正重點包括修正應歸

屬英國股東所得課稅之範圍(Gateway provisions)，強調是否有經

過虛偽安排將利潤自英國利潤轉出之行為，並修正CFC制度之

豁免適用規定，以期降低依從成本。其修正內容於下列一併介

紹。

(一) 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 
在任何會計期間，一個公司依據ITCA第�章規定成為

受控外國公司，係指同時符合下列規定之公司：

1. 該公司�� 為英國境外之之居住者：指該公司之設立地

或其主要營運管理及控制地係在英國以外之國家或地

區。若認定屬英國居住者公司，不適用CFC制度。

�. 該公司係由英國股東所控制：所謂控制係指一人有權

利確保該公司依其意願執行事務，當同時有兩人以上

有權使公司依其意願執行事務時，均認定有控制權。

控制權通常以持有之股權或表決權認定。英國另訂有

特別合資規定(Special Joint Venture provisions)及反濫用

規定認定控制權。

�. 該公司在其所在地適用較低之稅負：受控外國公司就

其利潤實際繳納所在地之稅額，低於英國相當稅負名

目稅率之��%。

(二) 控制權認定方式

�� http://www.hmrc.gov.uk/manuals/intmanual/intm�00000.htm
�� 所謂公司之定義是依據CTA�010/S11�1規定，亦即任何之法人或非法人組織，不包含

合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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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認定之測試方式有��：

1. 法律上控制(Legal control)：採用持股測試或其他法律

文件判斷英國居住者是否控制該外國公司。

�. 經濟實質上控制(Economic control)：測試英國居住者在

經濟實質上可以控制該外國公司，即使英國居住者並

未符合法律上控制之測試，但其仍享有該外國公司之

經濟利益，包括享有盈餘分配權益、資產處分等所獲

得之利益。

�. 會計上控制(Accounting control)：採用財務會計之定義

測試是否屬於母公司與子公司關係。

英國股東持有受控外國公司之股份權益達��%以上即

應適用CFC制度。一個外國公司之股權、表決權、盈餘

分配權或資產請求權超過�0%係由英國股東所控制時，即

具有控制權。持有股權之認定包括直接持有、間接持有

及推定持有。推定持有�� 包含下列情形：

1. 當一人未來即將或有可能取得股權。

�. 透過其他代理人或類似情形所持有之股權。

�. 透過英國居住者關係人所持有之股權。

�. 當有三位英國居住者(例如有ABC三人)時，A與B為關

係人，B與C為關係人，但A與C為非關係人，A持有外

國公司之股權，推定為C持有股權，反之亦同。上開情

形如有超過�位英國居住者時，各居住者持有外國公司

之股權，互為他人之推定持有股權。 
當一外國公司符合「�0%測試」�� 情形，亦即當英國

�� Overview of CFC rules, http://hmrc.gov.uk/drafts/cfc-rules-update.pdf
�� ICTA��/S���D(�) - (�)
�� ICTA��/S���D(�)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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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者與另一非居住者以合資形態共同控制外國公司，

英國居住者應適用CFC課稅制度。上開情形係指同時符

合下列規定：

1. 當有兩人(一為英國居住者，一為非居住者)共同控制該

外國公司。

�. 該英國居住者對於該外國公司之盈餘分配、股權至少

擁有�0%。

�. 該非居住者對於該外國公司之盈餘分配、股權至少擁

有�0%以上，但不超過��%。

(三) 課稅所得額範圍

英國採課稅實體辨識法，只要不符合豁免規定，則

英國居住者股東即應將受控外國公司之全部所得扣除各

種減除數額後計算利潤，按其持股比例設算股利，併計

其國內所得額課稅。依�01�年度財政法案，�01�年1月1
日起，CFC制度課稅所得範圍(Gateway provisions)�� 如下

1. 該利潤可歸屬於英國之「重要人員功能(significant 
people functions)」所產生：即以該外國公司之交易、

使用資產及承擔風險，判斷是否有將應歸屬英國之利

潤不當移轉至該公司之情形，如有，則該等利潤應歸

屬英國。但該交易安排係為使CFC增加利潤，並非減

少英國之任何人之稅負者，則不適用之。

�. 非交易性財務利潤(non-trade finance profits)：包含處分

或取得借貸關係之權利或負債相關交易、因借貸關係

所產生之匯兌利益或損失、再買回及股份借貸、具利

�� Overview of CFC rules, http://hmrc.gov.uk/drafts/cfc-rules-update.pdf ;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ies-a summary of the new rules, KPMG september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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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形式之股利(例如負債性特別股之利息)、融資租賃所

得、衍生性契約及相關交易等。

�. 交易性財務所得(trading finance profits)：主要係考量英

國之關係人公司對於其金融業CFC是否有過度資本化

(overcapitalisation)情形。過度資本化需考量兩項因素，

首先，應判斷該CFC所享有之自由資本�� 或自由資產�0 
(指該公司從事保險業務)價值是否超過與其他公司非關

係人交易之情況下所應有之金額，其次，應判斷CFC
是否由英國關係人公司所投資。如符合上述情形，該

英國關係人公司應就其對於CFC之投資金額計算其合

理之應歸屬所得。

�. 受控保險活動(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該外國公司

之保險業務所得，其合約對象或內容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1)與CFC有關聯之英國居住者公司；(�)與CFC
有關聯之非居住者公司在英國境內之常設機構；或(�)
由英國關係人公司提供商品勞務予英國居住者。

�. 單獨合併規定(solo consolidation)：係指英國居住

者股東為銀行，且該銀行與其CFC可適用英國solo 
consolidation waiver規定。英國銀行受到金融監理規定

限制，必需對其子公司投入充足之資本，而單獨合併

規定允許英國銀行對其未受監管之CFC不視為一個獨

立法人，而屬該銀行之一個部門，其資產視為英國銀

行所有。因此，英國銀行有誘因將資本置於低稅負地

�� 自由資本係指該公司非經由舉債所取得之營運資金，廣義解釋亦即其發行股份之自有

資金。
�0 自由資產係指一個保險CFC的資產價值超過其債務資本(例如貨幣性負債)之金額，其

資產價值係指總資產依市場利率評估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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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CFC，使CFC經營銀行業務而無需融資成本，享有

不成比例之利益，同時減少英國銀行之利潤，在此情

形下，應適用CFC課稅制度。

(四)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

在�00�年�月1日以前取得，或不符合股利所得參與

免稅規定者，該受控外國公司在國外繳納之所得稅及給

付股利時之扣繳稅額，可自股東之應納英國公司所得稅

額中扣抵，亦即適用直接稅額扣抵及間接稅額扣抵。

�00�年�月1日以後收到之股利，符合參與免稅規定者，

免予課稅。

出售CFC股份屬英國之資本利得，如符合實質持股

及交易條件(the substantial shareholdings exemption, SSE)，
可免課徵英國公司稅。如不適用SSE者，則英國公司股東

出售股份，依CFC制度按持股比例計算英國公司之資本

利得，課徵所得稅。

(五) 豁免適用規定

�01�年1月1日以前，CFC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可

豁免適用CFC課稅規定：

1. 豁免適用國家(Excluded Countries)：外國公司如屬白

名單國家之居住者，可合理假設尚無規避英國稅負情

形。該名單需分兩部分，其符合下列條件者可豁免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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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FC位於第一部分名單國家�1，且符合在一個會計

年度內，其當地國以外之境外來源所得(Non-local 
source income)不超過財務會計稅前淨利之10%或�萬

英鎊。

(�) CFC位於第二部分名單國家��，符合上開非當地國來

源所得限額規定，且未享有該國家相關租稅減免、

扣除或任何利益。

�. 經營免除的活動(exempt activities test)：符合條件之貿

易公司及控股公司得適用豁免，其在一個會計年度內

應符合下列條件：

(1) 該公司係屬英國以外地區之居住者。

(�) 在其設立地設有營業場所，例如辦公室、店舖、廠

房等。

(�) 在其設立地有效管理其營業活動，僱用員工提供服

務。

(�) 主要營業非「投資業務」或「與關係人之進銷業

務」；如屬批發、配銷、金融或服務，其營業收

入�0%以上為非關係人交易，其利潤不易人為的轉

移。如屬網路行銷公司，其IP與英國無關者。

�. 微量免稅：CFC在一會計年度之應課稅利潤未達�萬英

�1 依據�011年1月公布名單國家有澳大利亞、奧地利、孟加拉國、玻利維亞、波札那、

巴西、保加利亞、加拿大、哥倫比亞、捷克、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福克蘭群島、

斐濟、芬蘭、法國、岡比亞、德國、加納、匈都拉斯、冰島、印度、印尼、象牙海

岸、日本、韓國、賴索托、馬拉威、墨西哥、紐西蘭、奈及利亞、挪威、巴布亞新幾

內亞、波蘭、羅馬尼亞、塞內加爾、獅子山國、斯洛伐克、所羅門群島、南非、史瓦

濟蘭、瑞典、千里達及托貝哥、土耳其、尚比亞、辛巴威。
�� 阿根廷、比利時、汶萊、智利、中國大陸、埃及、法羅波多黎各、新加坡、西班牙、

斯里蘭卡、坦尚尼亞、泰國、美國、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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鎊者；如在一會計年度營業期間短於1�個月者，上開

限額按月份占全年比率計算。

�. 無規避稅負意圖：有事實證明CFC係無規避稅負意圖

者。所謂無規避稅負係指CFC賺取利潤之交易，未造

成英國境內稅負減少，或該交易非以減少英國稅負或

將英國之利潤轉出為主要目的。舉例而言，英國集團

在低稅負地區設立一個子公司投入資本，該子公司僅

將該筆資金存放當地銀行，當母公司需要時，借給母

公司收取利息，此時，該子公司並無存在之商業理

由，而係將英國利潤移出作為其設立之主要目的，即

不符合本項豁免規定。

�. 設立於歐洲經濟區(The Euopean Economic Area)之減

除規定：因應歐盟法院�00�年�月Cadbury Schweppes
判決而修正之規定，於同年1�月實施。該判決強調

英國CFC稅制違反歐盟協定(EU treaty)的設立自由(the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原則，該原則允許一個會員

體之居住者公司確係在該會員體且有實際經濟活動，

即可在不受阻礙、穩定及持續經營之基礎上於該會員

體設立，判決指出，CFC制度應確保母公司有機會證

明該CFC符合上開條件，若符合者，則該CFC在該會員

體實際經濟活動之利潤，不適用CFC稅制。因此，英

國增訂本項規定，若CFC在任何歐洲經濟區設立且有

從事營業，英國股東可申請將該CFC利潤劃分出符合

上開條件之部分(net economic value)，自應歸屬CFC課

稅之利潤中減除。

�01�年財政法案增修之豁免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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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豁免適用國家：增訂CFC設立於澳大利亞、加拿大、

法國、德國、日本及美國等國家者，無需符合其他條

件，可直接豁免適用。另修正原規定豁免國家之非當

地國來源所得限額規定。

�. 低盈餘豁免(low profits exemption)：CFC在一會計年度

之盈餘不超過�萬英鎊；或其會計盈餘不超過�0萬英

鎊，且其中非交易性財務利潤金額不超過�萬英鎊。

�. 低邊際利潤豁免(low profit margin exemption)：CFC在

一會計年度之財務會計盈餘不超過其營業費用之10%，

營業費用不含CFC對關係人之支出、銷貨成本。該豁

免規定訂有防止濫用規定。

�. 稅額比較豁免(the tax exemption)：CFC在一會計年度之

盈餘在當地國實際支付之稅額，與其在相同情形下依

英國稅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比較，達到英國應納稅

額之��%以上。

�. 免稅期間豁免(exempt period exemption)：一個非英國

居住者公司因必要重組而成為被英國股東控制後之1�
個月內，得豁免適用CFC制度。英國居住者公司股東

得申請核准延長1�個月。

六、小結

彙整上述選樣國家CFC制度，各國建立目的主要係避免母

國居住者股東所控制之外國公司在免稅或低稅率國家或地區設

立，利用該地提供之租稅優惠降低租稅成本並將盈餘保留不分

配，此外，部分國家例如英國及法國亦著重於居住者公司是否

利用不合常規交易將原應屬該國之利潤轉移至其他低稅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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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亦即將集團利潤安排至低稅率地區，以降低集團整體租稅

負擔。

各國制度之內容主要建構於「受控外國公司與控制之定

義」、「課稅所得之範圍」、「消除重複課稅機制」及「豁免

適用」等四種主要項目，彙整分析如下：

(一) 受控外國公司與控制之定義

受控外國公司之定義，國際間主要以該外國公司受

本國居住者股東「控制」且該子公司「所在地國之稅負

較低」此兩大標準判斷。

本國居住者股東是否控制外國公司，除韓國衡量控

制權之標準較低(10%)外，通常以本國居住者股東「直接

持有」及「間接持有」該外國公司股份�0%以上判斷。另

為避免外國公司形式上非由本國居住者股東持有股份，

但實質上由本國股東所控制，部分國家如美國訂有「推

定持有」之規定，法國、英國等訂有「實質控制」之認

定方式。由於受控外國公司之股份發行條件不盡一致，

例如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盈餘分配權不同等，因此，

上開持有股份範圍，係以股份之表決權、盈餘分配權、

賸餘財產分配權等是否達�0%判斷，若同時有兩種以上權

利時，則按孰高者認定。此外，美國對於本國股東持股

及持股天數等訂有較詳細之規範。

CFC制度之精神，係防範利潤移轉至免稅或低稅率

國家或地區的外國公司，故多數國家CFC制度時訂有

「稅率比較」判斷標準，將該外國公司設立地之名目稅

率或有效稅率與本國稅率比較，包括外國稅率是否低於

一定比率(例如日本規定�0%、韓國規定1�%)或低於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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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一定成數(例如英國規定低於��%)。衡量外國公司之

有效稅率時，係以該外國公司，依其設立地稅法繳納之

公司所得稅額或其在第三地國家所繳納之所得稅額為分

子，以其依設立地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為分母，並

作必要之調整(例如日本)，此種有效稅率比較，可正確衡

量該外國公司稅負，惟計算較為複雜。

除稅率比較方式判斷外，部分國家亦搭配訂定「白

名單」或「黑名單」國家或地區輔助判斷標準。訂定

「白名單」或「黑名單」國家或地區較為明確，惟需隨

時注意名單中國家之稅制、稅率變動，及時更新名單，

日本於1���年修正CFC制度時，即以稅率比較認定方式

取代黑名單國家��，以避免表列名單因各國稅制經常變動

而無法及時訂正。

(二) 課稅所得之範圍

選樣國家CFC制度之課稅所得範圍，主要以受控外

國公司所賺取之瑕疵所得為限，亦即將消極性所得、銷

售給關係企業所賺取之銷貨或勞務收入納入課稅，其認

定受控外國公司應歸屬課稅所得通常採用下列方法：

1. 交易辨識法：只針對外國公司之特定瑕疵所得，併計

本國居住者股東所得課稅。例如美國及英國�01�年修

正後即採用此法。

�. 實體辨識法：不區分受控外國公司所得之屬性，而係

判斷該外國公司是否符合豁免適用規定，若不符合即

就其全部所得為基礎，按本國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

例，計算應歸屬本國居住者股東之股利所得。適用此

�� http://japantax.org/?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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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國家有日本、韓國等。

�. 混合法(Hybrid transactional/entity methods)：同時運用

上開兩項方法認定受控外國公司之課稅所得。

(三)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

消除重複課稅機制因各國稅制而有不同，原則上，

受控外國公司所得已依CFC制度計算股利所得併計本國

居住者股東課稅，該外國公司嗣後分配股利予本國居住

者股東，可予免稅(法國規定�%仍需計入所得課稅)。除

上開股利所得免稅之規定外，常見的避免重複課稅方式

包括「稅額扣抵法」及「稅額減除法」，對於該筆境外

已納所得稅額，前者直接扣抵本國應納所得稅，後者則

可列作費用，自該受控外國公司課稅所得中減除再按本

國稅率計算應納所得稅。

多數國家均規定受控外國公司繳納之國外稅額，可

扣抵本國居住者公司股東之應納稅額，扣抵方式包括

「直接稅額扣抵」與「間接稅額扣抵」，亦即包括受控

外國公司分配股利予本國股東之股利扣繳稅款(直接稅

額)，及其在當地國繳納之所得稅、或取自其他國家所得

所繳納之所得稅(間接稅額)，且該居住者公司股東通常需

符合一定之持股條件。另日本規定本國個人股東僅適用

稅額減除法。

(四) 豁免適用

歐盟法院在英國之Cadbury判決中指出受控外國公司

從事實質商業活動時，應可排除CFC制度之適用。多數

國家CFC制度訂有「實際從事經營活動」之豁免適用規

定，同時搭配其經營活動是否涉及關係人交易或屬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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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得性質等判斷標準。

此外，基於成本效益及降低徵納雙方成本，部分國

家訂定微量免稅規定，受控外國公司之所得低於總所得

一定比率或低於一定金額可排除適用CFC課稅制度，例

如美國、英國及韓國均訂有微量免稅規定。

第二節　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認定

由於大多數國家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權，係以營利事業

是否為該國居住者來區分，如屬居住者，則採屬人主義，按境

內、外所得(即全球所得課稅)；如非屬該國居住者，則採屬地主

義，僅就境內所得課稅。各國稅法對於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認

定標準，主要可分為下列幾種：

(一) 設立登記地

(二) 總機構所在地

(三) 實際管理處所

(四) 董事或股東執行權利地

(五) 主要財產所在地

(六) 主要營業活動地

準此，營利事業課稅所得之計算，將因其是否為該國居住

者而有不同，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租稅庇護所國家或地區註

冊設立紙上公司，惟其實際主要營運管理地係在其他國家，藉

由轉換納稅義務人之居住者身分，主張其非屬他國之居住者，

以規避他國屬人主義課稅原則之適用，減少納稅義務，近年來

大多數國家除以註冊登記地認定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原則外，

並兼採以營利事業實際營運處所或重要管理控制中心所在地認

定居住者身分之作法，如經認定該營利事業實際營運處所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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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理控制中心在該國，即為該國居住者，該營利事業則應就

其全球所得對該國負擔納稅義務，以確保國家稅收利益。以下

分別介紹選樣國家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及中國大陸之營利

事業居住者認定原則。

一、英國

英國公司稅(corporation tax)之納稅義務人除依英國公司法成

立之公司外，包括部分法人團體或非公司組織，如建築協會、

共同保險協會、國營企業、公用事業公司、國有公司及非居住

者公司於英國之常設機構等。公司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按居住

原則區分為居住者公司(resident companies)及非居住者公司(non-
resident companies)；居住者公司應就境內、境外所得課稅，非

居住者公司則僅就透過英國境內常設機構經營業務所賺取之利

潤課稅，惟其取自英國境內常設機構之非營業所得亦可能課徵

公司稅��。

(一) 居住者公司認定原則

依英國稅法(Taxes Acts)規定，在英國登記之公司(除
非符合例外情形)或未在英國登記但主要營運管理及控制

地�� (centr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MC)在英國者，為

英國之居住者。前者係指登記原則(incorporation rule)，後

者一般稱做判例法原則(case law rule)。
1. 登記原則�� 

�� http://www.hmrc.gov.tw.uk/manuals/intmanual/INTM1�0010。
�� 所謂營運管理及控制地之具體標準，係以下列機構及帳務處理所在地為準，1.董事

會；�公司總帳；�.股利分配；�.損益表編制；�.營業報告書之公布。惟近年來，內地

稅及海關總署多採取實質觀察原則，亦即以公司政策制訂之實際場所，作為主要管理

場所之判斷依據。
�� http://www.hmrc.gov.uk/manuals/intmanual/INTM1�0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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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於1���年�月1�日起引入登記原則，在此之

前，英國居住者公司之認定依據係以其CMC在英國境

內為準。在英國登記之公司即為居住者公司，且該公

司可以變更居住者身分，惟倘該公司主要管理及控制

地已移入英國者，則不得再變更其居住者身分。

�. 判例法原則�� 
本認定原則僅適用未在英國登記之公司，以及雖

在英國登記惟其CMC在英國境外之公司。最典型為De 
Beers公司及Unit Construction公司判例。

(1) De Beers公司：

該公司係在南非登記且主要營運活動亦在該

地，惟具有實質控制權之董事會係在英國執行其權

力，故被認定為英國居住者。

(�) Unit Construction公司：

該公司係在非洲登記之子公司，且營運地亦未

在英國，惟由於其相關營運管理及控制權力，主要

係由英國母公司所行使，故該子公司被認定為英國

居住者。

(二) 居住者公司認定相關議題

1. 居住者身分查核

(1) 居住者公司有下列情形者，稅務機關可能會查核其

居住者身分：

A. 藉由規劃居住地以取得英國租稅利益，且該項規

劃不受受控外國公司制度所規範。

B. 稅務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公司之實際CMC所在地

�� http://www.hmrc.gov.uk/manuals/intmanual/INTM1�00�0.htm



第三章　選樣國家公司制度介紹 ��

與該公司所主張之地點不同。

(�) 公司申請變更為居住者或非居住者時，稅務機關將

視公司性質調查其業務狀況，並據以認定：

A. 申請變更為居住者

I. 本國公司：是否僅在境外營業或主要之營業活

動在境外。

II. 外資公司：變更為居住者後，是否將取得顯著

之租稅利益，或僅係作為導管，將所取得之所

得移轉予非居住者之關係人。

B. 申請變更為非居住者

I. 本國公司：是否在英國境內進行營業活動(包括

貿易或投資行為)，或僅係作為導管，供英國居

住者公司作為移轉所得之管道。

II. 外資公司：是否僅在英國境內營業或主要之營

業活動係在英國境內。

�. 居住者身分認定爭議

於依判例法原則認定公司居住者身分時，係以其

CMC所在地認定，其可能之形式包括：

(1) 登記之國家。

(�) 一般會議舉行地點。

(�) 董事會召開地點或大多數董事所在地點。

上開認定方式並未假設CMC所在地必為董事會召

開地點。此外，以董事會召開地點認定CMC，可能

因董事會召開地點未固定在特定國家、參與董事會之

董事係來自不同國家等，而無法確認公司是否為居住

者，產生認定上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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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洲

依澳洲之所得稅查核法(Income Tax Assessment Act 1���, 
ITAA 1���)第1章第�節有關澳洲居住者(resident of Australia)定
義，可分為居住者公司及非居住者公司��，前者係就全球所得課

稅，後者則僅就澳洲之來源所得課稅。

(一) 認定原則

1. 公司(companies)
公司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澳洲之居住者：

(1) 在澳洲登記。

(�) 未在澳洲登記，惟在澳洲營業且其主要營運管理及

控制地(CMC)在澳洲或其投票權由澳洲居住者股東

所控制。

�. 有限合夥組織(corporate limited partnerships)
有限合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澳洲之居住

者：

(1) 在澳洲成立合夥關係。

(�) 在澳洲合夥經營或其CMC在澳洲。

�. 信託單位(trust)
除共同基金以外之信託單位，其於所得年度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者，為澳洲之居住者：

(1) 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在該所得年度曾為居住者。

(�) 信託財產之CMC在該所得年度曾在澳洲。

共同基金在該所得年度符合下表�-1所列條件者，

�� http://law.ato.gov.au/atolaw/view.htm?dbwidetocone=0�%�APLR%�ATaxation%�AINC
OME%�0TAX%�0ASSESSMENT%�0ACT%�01���%�APART%�0I%�0%�0PRELIM
INARY%�A%��00000�%��SECTION%�0�%�0INTERPRETATIO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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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澳洲之居住者：

表一　澳洲共同基金之居住者認定條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且有下列條件之一

共同基金任一財產位在澳洲 共同基金之CMC在澳洲

共同基金之受託人在澳洲營業 澳洲居住者享有超過�0%之信託利益

(二) 居住者認定解釋

澳洲對於未在其境內登記成立之公司，於認定是否

為居住者時，係採�階段認定方式，先判斷是否在澳洲有

營業活動，倘無，則直接認定為非居住者，如有，則再

進行第�階段認定其CMC是否在澳洲境內或投票權係由澳

洲居住者股東所控制。以下提供澳洲稅務局�00�年第��
號解釋(ATO Interpretative Decision)內容及依據供參。

解釋文：外國公司(foreign company)未在澳洲

營業者，非屬ITAA 1936第1章第6節所稱之居

住者企業。59 

(1) 外國公司相關事實：

A. 該公司係依澳洲以外國家法律登記成立之控股公

司，營運模式包括與子公司及關係企業間之股權

交易或借貸等，具有總部統籌功能，並提供子公

司及關係企業相關服務。

�� Decision：The foreign company is not a resident of Australia in terms of the definition 
contained in subsection �(1)(b) of the ITAA 1��� because it did not carry on a business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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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所得來源為取自分支機構之股利、貸款利息

及相關服務費收入。

C. 每年召開的董事會，可能在澳洲及其他國家舉

辦。

D. 該公司�位高階主管及部分董事會成員係居住於澳

洲，但每年大多時間係在澳洲以外之國家。

(�) 判定依據：

對於未在澳洲登記成立之公司，於依所得稅查

核法進行居住者測試(residency test)時，除應符合在

澳洲營業之條件外，尚須測試其CMC在澳洲或其投

票權係由澳洲居住者股東所控制。有關在澳洲營業

之認定結果應基於個案特定事實，包括其在澳洲活

動之性質及程度，至於該外國公司是否在澳洲舉行

董事會議，或其高階執行主管年度中有部分時間居

住於澳洲等情形，尚不足以認定其在澳洲有營業活

動。

再者，倘該外國公司經認定並未在澳洲營業，

則毋須再去檢視其CMC是否在澳洲，或投票權是否

由澳洲居住者股東所控制的問題。

三、加拿大

加拿大稅法並未規範公司之居住者身份認定原則，故該

國實務上係採取習慣法認定原則。另依加拿大所得稅法第��
節規定，加拿大公司(Canadian corporation)係指加拿大之居住

者，且在加拿大註冊成立或自1��1年�月1�日起迄今均在加拿

大經營，依其類型並可分為加拿大人控制之民營公司(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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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 CCPC)、其他民營公司(Other 
private corporation)、公營公司(Public corporation)、由公營公司

控制之公司(Corporation controlled by public corporation)及其他公

司(Other coporation) �0。

(一) 認定原則

實務上，加拿大法院在決定公司之居住者身分時，

係採用習慣法原則�1，認定原則包括在加拿大登記成立之

公司或其主要決策及管理處所在加拿大者。

然而，公司符合特定情況下，亦可能被視為居住者：

1. 於1���年�月��日以後，於加拿大註冊設立之公司。

�. 在1���年�月��日以前，於加拿大註冊設立，且在1���
年�月��日以後之任一課稅年度，依習慣法原則認定其

具居住者身分，或在加拿大營業(carried on business in 
Canada)。

由上開認定原則不難發現，非屬加拿大公司，或未

在加拿大註冊設立者，在習慣法認定原則下，亦可能被

認定為加拿大之居住者。

(二) 實務見解

1. 習慣法原則

加拿大法院並不以公司之登記地為唯一的居住者

認定方法，而係透過其他判斷因素如主要決策地、會

計帳簿紀錄存放地、公司章程或銀行帳戶保存地及董

事居住地等來認定該公司之居住者身分，惟上開判斷

基準並非絕對不可推翻的。

�0 http://www.cra-arc.gc.ca/tx/bsnss/tpcs/crprtns/typs/menu-eng.html
�1 http://www.cra-arc.gc.ca/tx/nnrsdnts/bsnss/bs-rs-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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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法院意見，公司之居住者身分認定基本

法則係以該公司實際營運處所(where the company’s real 
business is carried on)為準，所稱實際營運處所，一般

係指CMC，並應依據事實，例如公司營業及貿易等過

程來認定。

實務上，CMC多以董事會開會地點來認定，並以

該董事具實際管理及控制權為準據。舉例說明，如公

司實際係由居住在A國之董事所管理及控制，縱其名義

上之經營權歸屬居住在B國之董事，該公司之CMC仍

在A國。然而，倘該公司在加拿大之董事會實質上不具

控制能力，而係由其他國家之母公司董事或其主要持

股股東所控制者，則該公司將不被判定為加拿大之居

住者。

�. 居住者認定實例

加拿大於自1�1�年開徵所得稅以來，即就居住於

加拿大之公司課徵所得稅，至其居住者之認定，法院

係參據英國相關判例，其中以De Beers公司之判例為

實務上最常引用，至1��1年代始引進營利事業登記制

度，並採習慣法原則認定公司居住者身分。

(1) Victoria Insurance Co. Ltd.在巴哈馬之子公司為加拿

大母公司經營再保險業務案例：該子公司之董事會

於巴哈馬舉行，且所有業務均在該地區完成，唯一

證據為加拿大之母公司得透過持股控制子公司，且

該子公司部分董事係居住於加拿大。然而，加拿大

稅務救濟委員會最終以該子公司之控制權事實上並

未在加拿大執行，故判定其非加拿大之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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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ol Life Insurance Company案例：該保險公司主

要代理商在加拿大，並與該代理商簽訂授權委託書

及持有加拿大金融帳戶。經加拿大法院查證簽訂授

權委託書之目的係利於該代理商於加拿大之經營，

且該代理商並未實質取得該公司之經營權或管理

權，故判定該保險公司非屬加拿大居住者。

(�) Zehnder & Co案例：高等法院採用習慣法原則中最常

引用之CMC方式進行測試，雖然證據顯示該公司之

非居住者股東有實際管理該公司之船舶經營並參與

決策，但法院查得該公司之董事係居住於加拿大並

行使控制權，故以該公司之法定控制權在加拿大行

使，判定其為加拿大居住者。

四、中國大陸

在�00�年以前，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之課稅方式採雙軌

制。在中國大陸境內之本國企業，包括國有、私營、聯營及股

份制企業等屬獨立經濟核算之企業或組織，應依「企業所得稅

暫行條例」規定就境內、外所得課稅��；至於外商投資企業及外

國企業��，依「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視其

總機構有無設在中國大陸境內，倘有，則應就境內、境外所得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1條規定，境內企業，除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

外，應當就其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條例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的生

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來源於中國大陸境內、境外的所得。
�� 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第�條：本法所稱外商投資企業，是指在中國大陸

境內設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本法所稱外國企業，

是指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和雖未設立機構、場所，而有

來源於中國大陸境內所得的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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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倘無，則僅就境內所得課稅��。

自�00�年1月1日起實施「企業所得稅法」，統一內資企業

所得稅制度及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將企業所得稅之納稅義務

人區分為居民企業及非居民企業，另為減少以往稅法採企業

註冊地及總機構在中國大陸境內之認定標準，所產生「假外

資」、「假外國企業」之規避稅負情形，居民企業之認定標準

除採註冊地在中國大陸境內之條件外，並引入「實際管理機

構」在中國大陸境內之認定標準。

(一) 認定法據

依企業所得稅法第�條規定，居民企業係指依法在中

國大陸成立之企業，或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

理機構在中國大陸境內之企業��；非居民企業則指依照外

國(地區)法律成立之企業，雖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機構、

場所，惟實際管理機構不在中國大陸境內，或雖未在中

國大陸境內設立機構、場所，但有中國大陸來源所得之

企業��。至所稱實際管理機構，依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第�條規定，係指對企業之生產經營、人員、帳務及財產

等實施實質性全面管理和控制之機構。

依上開規定，中國大陸對於居民企業之認定，除在

中國大陸依法成立之企業外，在境外成立之外國企業，

�� 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第�條：外商投資企業的總機構設在中國大陸境

內，就來源於中國大陸境內、境外的所得繳納所得稅。外國企業就來源於中國大陸境

內的所得繳納所得稅。
��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第�項：本法所稱居民企業，是指依法在中國大陸境內成立，或者

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大陸境內的企業。
�� 本法所稱非居民企業，指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且實際管理機構不在中國大陸境

內，但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機構、場所，或在中國大陸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但有

來源於中國大陸境內所得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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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其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大陸境內者，亦屬居民企業，

應就其在中國大陸境內及境外之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

(二) 實際管理機構

為利實務執行，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於�00�年�
月��日發布國稅發第��號「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

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居民企業有關問題的通

知」，規範境外註冊之中資控股企業認定為居民企業之

判定標準，重點如下：

1. 境外註冊之中資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中資企業)：指

由中國大陸境內之企業或企業集團作為主要控股投資

者，在境外(含香港、澳門、臺灣)依據外國(地區)法律

註冊成立之企業。

�. 境外中資企業符合下列條件者，為實際管理機構在中

國大陸境內之居民企業，應就中國大陸境內、境外所

得課徵企業所得稅：

(1) 企業負責實施日常生產經營管理運作的高層管理人

員及其高層管理部門履行職責之場所主要位於中國

大陸境內。

(�) 企業之財務決策(如借款、放款、融資、財務風險管

理等)和人事決策(如任命、解聘和薪酬等)由位於中

國大陸境內的機構或人員決定，或需要得到位於中

國大陸境內之機構或人員批准。

(�) 企業的主要財產、會計帳簿、公司印章、董事會和

股東會議紀錄檔案等位於或存放於中國大陸境內。

(�) 企業1/�(含1/�)以上有投票權的董事或高層管理人員

經常居住於中國大陸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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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管理機構之判斷，應遵循實質重於形式之原則。

�. 境外中資企業可向稅務機關提出認定為居民企業之申

請。

(三) 管理辦法

為加強境外中資企業之所得稅稅收管理，中國大陸

國家稅務總局自�011年�月實施「境外註冊中資控股居民

企業所得稅管理辦法(試行)」，重點如下：

1. 非境內註冊居民企業：指因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大陸

境內而被認定為中國大陸居民企業之境外中資企業。

�. 非境內註冊居民企業應依相關稅法規定履行居民企業

所得稅納稅義務。

�. 境外中資企業居民身分之認定方式包括企業自行判定

提請稅務機關認定，及稅務機關調查發現予以認定。

�. 經國家稅務總局認定為非境內註冊居民企業者，應自

通知確認年度開始依照居民所得稅管理規定辦理有關

稅收事項。

�. 非境內註冊居民企業有下列重大變化情形之一者，應

自變化之日起1�日內報告稅務機關確認是否取消居民

身份：

(1) 實際管理機構變更後，在中國大陸境外。

(�) 中方控股投資者因轉讓企業股權致控股地位發生變

化。

�. 非境內註冊居民企業應依規定辦理稅務登記、履行扣

繳義務、編製財務、會計報表、使用發票等，並有租

稅協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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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除上開國家外，其他已採行PEM之國家，在歐美地區包

括墨西哥、奧地利、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冰島、義大

利、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亞太地區則包括

澳洲、紐西蘭、韓國、香港及新加坡�� 等，顯見以PEM所在地

據以認定營利事業之居住者身分，係屬國際趨勢。然而，無

論PEM之認定原則係以股東及董事居住地(place of residence of 
shareholders and directors)、經營地(where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take place)、財務交易發生地(where financial dealings of the 
company occurred)或是印章及會議紀錄帳冊保存地(where the seal 
and minute books of the company were kept)，均可能發生爭議，

故多數國家於個案處理上，均透過各項事證綜合考量，據以判

斷認定營利事業PEM所在地。

此外，由於交通運輸及科技日益發達，愈來愈多營利事業

從事跨國業務，其主要經營活動或資產可能因其經營策略改變

而移動至其他國家，其PEM所在國家亦隨之發生變動，再加上

網路通訊革命下，董事或決策者之管理控制方式更加多元及彈

性，使各國以營利事業之PEM所在地判斷其居住者身分，更趨

困難。例如，董事會可透過網路視訊會議進行討論及投票，縱

使該營利事業之董事散居在世界各地，亦可對該營利事業行使

管理及控制權；尤有甚者，管理者可能在跨國旅程中作成營利

事業之重大決策，此時僅以營利事業之董事居住地或重大決策

作成地來判斷PEM，均將發生偏頗。

�� 資料來源 1. IBFD網站 http://online�.ibfd.org/；  �. Deloitte—Highlights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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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1�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另依司法院

釋字第��0號解釋文略以，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

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

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即一般所謂「實質課稅原

則」。法律學者陳清秀教授在其著作「稅法總論」中論述「實

質課稅原則」在德國稱「經濟觀察法」，不論從法律與經濟的

實質主義演繹，均係指法律要件所表見事實(形式)，與法律適

用背後所隱藏之真實法律事實或經濟成果事實，如有不相一致

時，則應對後者進行稅法之解釋適用��。我國實質課稅原則在

稽徵實務上已行多年，惟遲至�00�年�月1�日修正公布稅捐稽徵

法，增訂第1�條之1條文，始將業經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所

肯定之實質課稅原則予以明文化，明定稽徵機關在具體個案判

定有無構成課稅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

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並由稽徵機關就課稅事實

負舉證責任。換言之，倘納稅義務人有利用私法自治或其他方

式，製造外觀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狀態，使其不具課稅

構成要件以減輕或免除負擔之情形時，稽徵機關得舉證其實質

經濟事實關係並依所歸屬之經濟利益，據以課徵租稅，可說是

反避稅措施的一般規定。

至於實質課稅原則明文化之前，所得稅法業將實質課稅概

念涵括於條文中，如1��1年1�月�0日及1���年1�月�0日修正公

布所得稅法，分別增訂第��條之1及第��條之�條文，對於納稅

義務人以不合常規之安排，或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

�� 陳清秀，稅法總論，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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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得報經財政部核准調整

之規定；其後於�011年1月��日修正所得稅法，增訂第��條之�
條文，建立反自有資本稀釋課稅制度，針對營利事業有利用關

係人債權融通規避租稅情形，該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

費用或損失。上開反避稅條文之目的均係為杜絕納稅義務人逃

漏稅，以維護租稅公平。

本章將介紹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一般反避稅規定)，以及

前開所得稅法第��條之1(移轉訂價制度)及第��之�(反自有資本

稀釋制度)之實施背景、立法目的及歷年執行情形。

第一節　一般反避稅規定

�00�年�月1�日稅捐稽徵法修正公布，增訂第1�條之1，將

實質課稅原則明文化，賦予稽徵機關得按實質經濟關係課稅之

法源基礎，以防杜納稅義務人不當利用各種私法自治或其他方

式，製造外觀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狀態，使其不具備課

稅構成要件以減輕或免除租稅負擔，影響政府稅收及租稅公

平。

一、立法沿革

依司法院統計資料，�00�年至�01�年平均每年行政法院新

收案件約達1萬件，�01�年度最高行政院法院行政訴訟上訴終

結事件及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第一審終結事件分別為�,1��件

及�,��0件，其中以稅捐案件為大宗，占總件數之比率分別為

�0.��%及��.��%��。立法院賴士葆委員等��人鑑於實務上稅捐稽

徵機關雖得採實質課稅原則核課稅捐，惟因相關運用之構成要

�� 司法院全球資訊網/司法統計/年報/101年(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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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未以法律明定，衍生人民與稅捐稽徵機關、司法機關須投入

相當資源解決爭端，乃提案修訂稅捐稽徵法，增訂第1�條之1，

將稽徵實務上行之多年並經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所肯定之實

質課稅原則予以明文化，可認屬我國運用實質課稅原則與建立

反避稅制度之確立。

租稅債務人所從事之交易活動於法律形式上之外觀與經濟

上之實質不一致時，稅捐稽徵機關所採認者，通常為該等應稅

行為在經濟上之實質意義，而非形式上之意義，該等交易活動

主要表現在租稅規避行為。故租稅規避行為之認定，除在各別

稅法已有部分明文規定外，應作一般性之法律規範，始能避免

實質課稅原則與租稅法律主義之衝突�0。爰立法委員賴士葆提案

修正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條文，增訂租稅規避之定義。嗣該條

文於�01�年�月��日修正公布，增訂「租稅規避」定義(第�項)、
納稅義務人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

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應納稅額(第�項)，及納稅義務人得於

事前申請諮詢及稅捐稽徵機關應於限期內答覆(第�項)之規定。

二、基本特性

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條文，性質上雖屬一般性、概括性條

款，惟對於租稅解釋、認定課稅構成要件事實之方法，以及實

質課稅舉證責任與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等均有基本規範。

(一) 確立實質課稅原則內涵

(第一項)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

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

�0 立法院第�屆第�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號，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修

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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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第二項)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

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

依據。

外界對於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規定之主要疑慮，在

於是否造成稅捐稽徵機關「假實質課稅之名，行濫用課

稅權之實」。事實上，該條文主要係將稽徵實務上行之

多年，並經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等所肯定之實質課稅

原則予以明文化，其條文內容基本上亦係參酌上開解釋

訂定，並未創設新的課稅規範，亦未賦予稅捐稽徵機關

額外之課稅權力。因此，實質課稅原則在稽徵實務運用

上，仍應注意不能為防杜規避稅捐而逾越稅法規定，換

言之，實質課稅原則之運用仍不得逸脫租稅法律主義原

則，尚不致增加課稅權濫用之風險。

(二) 明定租稅規避意義

(第三項)

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

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

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

除了上述法律明定租稅規避之意涵外，學者對租稅

規避有諸多定義，有謂：「租稅規避是指納稅人不選擇

稅法上所考量認為通常之法形式〈交易形式〉，卻選擇

不同之迂迴行為或多階段行為或其他異常之法形式，來

達成與選擇通常法形式相同之經濟效果，而同時減輕或

排除租稅負擔。」亦有謂：「避稅乃鑽稅務法規之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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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以獲減免稅利益之行為。避稅本身並不違法，但卻

違反立法意旨，且不為社會道德規範所容。」�1 
我國納稅義務人運用各稅法之租稅規避態樣繁多，

如將某種態樣於法律條文中規範，納稅義務人自當規避

之，而衍生其他類型之租稅規避，然法律之修正進度常

無法趕上實務之變化，造成稽徵機關不能正確補稅之法

律效果，爰不宜於法律條文中明定租稅規避之態樣，而

係以概括性方式定義，避免掛一漏萬，以確保國家稅收

及維護租稅公益。

(三) 規範舉證責任歸屬並賦予稽徵機關可據以正確計算稅額

(第四項)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

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第五項)

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

項規定而免除。

(第六項)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義務人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

有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

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依行政訴訟法第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條規

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

此限。稅捐稽徵機關就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本即應依

職權查明認定，惟鑑於稅捐法律關係，係依稅法之規

�1 陳清秀，稅法總論，元照，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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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量且反覆成立之關係，且因課稅要件事實多發生

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稅

義務人之經濟活動未必得以全部掌握，基於舉證責任之

分配合理性，納稅義務人仍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負有協助

稅捐稽徵機關查核課稅事實之義務。爰稅捐稽徵法第1�
條之1第�項及第�項明定，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租稅規避之

存在負有客觀的舉證責任。是以，稅捐稽徵機關必須查

明是否有稅捐規避之事實關係及其是否具備法律要件，

倘用盡一切調查之能事仍無法證明稅捐規避存在時，則

不能適用租稅規避規定。但在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其

法律上形成，是否以合理的經濟上理由為基礎時，納稅

義務人必須履行其協力義務��。又倘稽徵機關已查明實質

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經濟利益之歸屬所有人，或納稅

義務人有違法規避租稅義務情形者，於計算實質經濟利

益所有人之應納稅額時，尚得按交易常規或各稅法之規

定予以調整課稅，以維護租稅公平。

(四) 確保納稅義務人權益

(第七項)

納稅義務人得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六個

月內答覆。

為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本條賦予納稅義務人於從

事特定交易行為前，得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諮詢之機

制，避免日後徵納雙方對於該行為產生之租稅結果認知

不同，造成爭議。

�� 陳清秀，稅法總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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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在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條文訂定公布前，雖然稅捐稽徵機

關得引用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等所肯定之實質課稅原則，

以經濟上實質取得利益者為納稅義務人，而非按名目利益取得

人為課稅對象，然由於欠缺稅法規範，常引發外界質疑稅捐稽

徵機關濫用課稅權之說，課稅爭訟事件亦層出不窮。稅捐稽徵

法第1�條之1自�00�年�月1�日增訂公布施行以來，歷經�01�年

�月��日一次修正，除將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意旨納入該條

第1項明定外，更進一步明定租稅規避之認定要件、舉證責任之

分配及建立納稅義務人申請事先核釋機制等，落實租稅法律主

義，並提升納稅義務之明確性。

至於納稅義務人有租稅規避情形，得否處罰疑義，參據行

政罰法第�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

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準此，倘納稅義務人利用各種私法

自治或其他方式，製造外觀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狀態，

使其不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以減輕或免除租稅負擔，影響租稅公

平與正義時，稅捐稽徵機關按實質課稅原則，依相關稅法規定

補徵稅款之案件裁處時，是否處以行政罰仍應視納稅義務人之

行為是否出於故意或過失及有無符合各稅法規定之處罰要件而

定。

第二節　移轉訂價查核制度

「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係指關係人或企業部門間

之一方，將產品、服務或無形資產等移轉另一方時所計算或收

取之價格，該價格一方面是供應方之收入，另一方面是購買方

之成本費用，該訂價將影響雙方投資報酬率及管理績效，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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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之訂價、轉撥計價或移轉訂價��。由於關係人間彼此

具有控制從屬關係，為避免其以人為方式操縱交易結果，致所

申報之營利所得情形未能反映其經濟實質，影響國家稅收，實

施移轉訂價查核制度已蔚為國際租稅潮流，包括美、英、日等

多數國家均已要求納稅義務人決定移轉價格時，應予審慎，並

積極進行移轉訂價查核，我國亦於1��1年修正所得稅法，增訂

第��條之1，明定移轉訂價查核制度之法源依據。

一、立法沿革

(一) 制度緣起

我國移轉訂價查核制度最早始於1��1年1�月�0日修

正公布所得稅法，增訂第��條之1，明定關係企業利用不

合營業常規交易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

得報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其立法意旨係

考量母子公司間，對於原料或產品價格、成本、費用、

及損失等項之攤計，常有藉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以逃

避納稅義務之情形，爰參考國際租稅協定範本及美國內

地稅法第���條之內容，於所得稅法中增訂稽徵機關得予

調整課稅之依據，以杜取巧。惟因不合常規認定標準及

相關調整方法等細節性規定未同時建立，以致稽徵機關

缺乏共同查核規範可資遵循，調查時大多僅視個案情形

及所能掌握資料決定調查方向，致無法發揮最大查核效

率。

另金融控股公司法第�0條第1項前段及企業併購法第

��條第1項第1款，為防止租稅規避，亦參照所得稅法第

�� 「移轉訂價制度詳解－我國法制暨國際比較」，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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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規定，就各該法規定之公司與關係人或非關係人

間有藉不合交易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

徵機關得報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調整之規定，惟均

未規範不合營業常規或交易常規之認定標準暨相關調整

方法。

表二　移轉訂價查核法據之構成要件比較分析表

構成要件
所得稅法

第��條之1
金融控股公司法

第�0條第1項前段

企業併購法

第��條第1項第1款

適用主體 一方：營利事業

另一方：國內外其他

營利事業

一方：金融控股公司

或其子公司

另一方：子公司、國

內外其他個人、營利

事業或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

一方：公司、子公司

另一方：子公司、國

內外其他個人、營利

事業或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

相互關係 具從屬關係，或直接

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

或控制

未必須具備從屬關係

或控制關係

未必須具備從屬關係

或控制關係

交易型態 收益、成本、費用與

損益之攤計，以不合

營業常規之安排，規

避或減少納稅義務

同左 同左

交易結果 造成規避或減少納稅

義務之結果

同左 同左

核准機關 財政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財政部

例外規定 無 金融控股公司與其持

有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0%之本國子公司間

之交易，不適用。

無

參考資料：「移轉訂價制度詳解－我國法制暨國際比較」，第���頁。

(二) 訂定查核準則

近年來我國企業逐步邁向國際化經營型態，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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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種類及金額增加、交易內容複雜度提高，且各國移

轉訂價制度不一，移轉訂價相關議題已成為跨國公司稅

務規劃中之重要一環。為與國際接軌，財政部於�00�年

第�0次全國賦稅會報決議「建立跨國企業移轉訂價查核

機制」，次年底即完成「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

訂價查核準則」(以下簡稱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之發布作

業，成為我國實施移轉訂價查核制度之開端。

二、查核準則規範重點

(一) 適用移轉訂價查核準則按常規調整之交易範圍

1. 營利事業與「關係企業」相互間所從事之交易。

�. 金融控股公司法或企業併購法規定之公司與其子公司

相互間，及該等公司或其子公司與「關係人」相互間

所從事之交易。

�. 金融控股公司法或企業併購法規定之公司或其子公司

與「非關係人」相互間所從事之「不合常規」之交

易。

(二) 關係企業之定義

依據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條規定，從「股權測

定」、「管理權測定」、「人事、財務或業務控制測

定」、「外國公司及本國公司之總分、支機構」與「其

他從屬或控制關係」等條件進行判定。

(三) 營利事業與稽徵機關評估受控交易是否符合常規或決定

其常規交易結果時應遵循之交易原則

1. 可比較原則

以非關係人相互間，於「可比較」(即相同或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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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從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結果為常規交

易結果，以評定受控交易之結果是否符合常規。

�. 採用最適常規交易方法

按受控交易類型，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採

用最適之常規交易方法，以決定受控交易之常規交易

結果。

�. 按個別交易評價

除適用之常規交易方法另有規定(如以「利潤」為

基礎之方法)外，應以個別交易為基礎，各自適用常規

交易方法。但個別交易間有關聯性或連續性(如特定貨

物或服務之長期供給合約)者，應合併相關交易適用常

規交易方法，以決定其常規交易結果。

�. 使用交易當年度資料

決定受控交易之常規交易結果時，原則應以受控

交易當年度之資料及同一年度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資

料為基礎。

�. 採用常規交易範圍

(1) 常規交易範圍之建立

以�個或�個以上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適用相

同之常規交易方法所產生常規交易結果之範圍為常

規交易範圍；如資料未臻完整，以四分位中段區間

法建立之。

使用多年度資料者，則以可比較未受控交易結

果之多年度平均數建立常規交易範圍。

(�) 調整方式

受控交易之結果，落於常規交易範圍之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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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調整；落於常規交易範圍之外者，按中位數調

整。另調整結果將降低我國納稅義務者，則不予調

整。

�. 分析虧損原因

營利事業申報虧損，而其集團全球總利潤為正數

者，應分析其虧損發生之原因及其與關係企業相互間

之交易結果是否符合常規。

�. 收支分別評價

受控交易之交易人一方對他方應收取之價款，與

他方對該一方應收取之價款，應按交易任一方分別列

計收入與支出之交易價格評價。

(四) 各類型交易適用之常規交易方法彙整表

表三　各類型交易適用之常規交易方法彙整表

方法

交易

類型

可比較

未受控

價格法

再售   
價格法

成本   
加價法

可比較   
利潤法

利潤   
分割法

可比較

未受控

交易法

其他經

核准之

方法

有形資產

之移轉或

使用

Δ Δ Δ Δ Δ Δ

無形資產

之移轉或

使用

Δ Δ Δ Δ

服務之

提供
Δ Δ Δ Δ Δ

資金之

使用
Δ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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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利事業揭露交易資訊及備妥移轉訂價報告相關文件之

義務

1. 揭露交易資訊之義務

營利事業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符合財政

部規定應揭露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資料之適用對象及

申報範圍�� 者，應依規定格式揭露關係企業或關係人之

資料，及其與該等關係企業或關係人相互間交易之資

料。

�. 備妥移轉訂價報告相關文件之義務

從事受控交易之營利事業，於辦理交易年度之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備妥移轉訂價報告、組織結構及

受控交易之彙整資料等相關文件。另受控交易之金額

在財政部規定標準�� 以下者，營利事業得以其他較為簡

單但足資證明其訂價結果符合常規交易結果之文據，

取代移轉訂價報告。

�� 財政部��.1.�台財稅字第0��0��0���0號令「自��年度起結算申報應揭露關係人及關係

人交易資料之適用對象及申報範圍
��　財政部��.11.�台財稅字第0��0����1�0號令「得以其他文據取代移轉訂價報告之受控

金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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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營利事業揭露及分析關係人交易之義務

(六) 相關核定程序與處罰

1. 調查核定程序

(1) 營利事業已依規定提示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移轉

訂價查核準則規定核定受控交易之常規交易結果，

並據以核定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

(�) 營利事業未依規定提示文據或未能提示者，稽徵機

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按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核定

之。

(�) 若無查得之資料且營利事業未提示之文據係關係其

成本或費用者，稽徵機關得就該部分相關之營業收

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

�. 交易他方之相對應調整機制

從事受控交易之營利事業，有關收益、成本、費

用或損益攤計之交易，經稽徵機關依移轉訂價查核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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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規定進行調查，並報經財政部或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0條規定之主管機關核准按營業常規或交易常規調整

且經核課確定者，其交易之他方如為依我國所得稅法

規定應繳納中華民國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稽徵機關

應就該納稅義務人有關之交易事項進行相對之調整。

�. 處罰

營利事業未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決定受控交

易之常規交易結果，致減少其納稅義務，經稽徵機關

依該準則規定調整並核定所得稅者，如有符合所定具

體短報或漏報情事者，應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規定予以

處罰。

(七) 預先訂價協議

1. 申請條件

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人進行交易，符合下列各款條

件者，得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預先訂價協議，議定其

常規交易結果：

(1) 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交易，其交易總額達新臺幣10
億元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億元以上。

(�) 前�年度無重大逃漏稅情事。

(�) 於期限內備妥移轉訂價報告及相關文件。

�. 申請期限

營利事業應於適用預先訂價協議交易所涵蓋之第1
個會計年度終了前，依規定之申請格式向稽徵機關申

請。稽徵機關收到申請書後，應於1個月內書面通知申

請之營利事業是否受理。經同意受理者，應於1個月內

提供規定文件及報告，如不能提供，得申請延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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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1個月。未於規定期間內提供者，稽徵機關得否准其

申請。

�. 稽徵機關審核評估時間

稽徵機關應於申請之營利事業提示文件、報告之

日起1年內作成結論，如有特殊情況，稽徵機關得延長

評估期間(以�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個月。

但涉及租稅協定之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不在此

限。

�. 預先訂價協議適用期間

預先訂價協議之適用期間，以申請年度起�至�年

為限。但申請交易之存續期間較短者，以該期間為

準。申請之營利事業已確實遵守預先訂價協議且環境

未發生實質變化者，得檢附相關資料，向稽徵機關申

請延長適用期間，經審核同意後，得再簽署預先訂價

協議。但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年。

三、執行情形

營利事業與關係人間從事交易，其結算申報之利潤率若低

於同業利潤標準，或與位處低稅率地區之境外關係人進行鉅額

交易，或未依規定揭露受控交易資料者，均可能成為稽徵機關

列選對象，進行移轉訂價查核。

四、小結

面對跨國企業全球化與區域化交易經營模式不斷成型，各

國稅務機關為避免跨國企業透過移轉訂價進行不當之稅務規劃

減少稅負，紛紛透過日趨嚴謹的移轉訂價查核來達到反避稅效

果，近年來則逐漸形成各國捍衛甚至擴張課稅主權的趨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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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過去各國移轉訂價的查核重點主要為有形資產及服務提供

等關係企業交易，惟近年來已轉向針對無形資產查核。

由於移轉訂價法規在各國已行之有年，稅務機關移轉訂價

查核技巧已臻成熟且日趨嚴格。因此，為降低跨國企業可能的

稅務爭訟及重複課稅風險，企業應採取主動的作為，確實做好

集團稅務風險管理，除了針對跨國關係人交易是否符合常規交

易外，對於防禦性的文件也應有完善準備，包括移轉訂價報告

的準備、相關交易文件包括法律文件是否備齊，並應定期檢視

各國子公司實際運作模式是否依照集團政策進行營運活動，以

減少稅務機關查核風險。

第三節　反自有資本稀釋制度

在沒有租稅因素影響下，營利事業無論採債務融資或股本

融資，均不影響企業本身價值及資金成本，此即Modigliani和
Miller(1���)之資本結構無關論。然而，Modigliani和Miller(1���)
進一步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因素納入考量後，由於各國稅法均准

許營利事業融資借款所產生之利息支出得列為費用，營利事業

因舉債所支付利息將可減少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此節省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價值，即為稅盾(Tax shield)效果。反之，倘營利

事業採增資籌措資金方式，由於係以稅後盈餘發放股利，並未

影響其應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造成企業有資金需求時，將

可能因稅盾效果而偏好採舉債方式融資。

近年來由於稅盾效果之概念普遍被濫用，尤其是跨國公司

利用財務操作將股權投資變相成為有避稅空間之債權投資，以

高額之境外利息扣除，損及稅基，為防止此種利用資本稀釋避

稅問題，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及日本等國均已採行反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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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稀釋相關措施，我國亦於�011年1月��日修正公布所得稅

法，增訂第��條之�條文，就超限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

失，自�011年度起開始實施，以維護我國應有之稅收權益。

一、制度沿革

(一) 法源依據

在�011年以前，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業就利息支出

之認列費用有所限制，包括所得稅法第��條資本之利息

為盈餘之分配，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規定，以及營利事

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條第�款非營業所必需之借款利

息，不予認定等規定。然上述規定僅係原則性規範，對

於營利事業蓄意以關係人間借貸關係操作損益以減少納

稅義務之情形，尚無法產生抑制效果。為避免跨國企業

及國內企業利用關係人債務融資規避稅負，侵蝕我國稅

基，並讓企業回歸正常資本結構及經營，�011年1月��日

修正公布所得稅法，增訂第��條之�條文，明定自�011年

度起，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

率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反自

有資本稀釋課稅制度正式實施。

上開以一定比率作為測試門檻之規定，係參考國際

主要國家採用固定「負債/業主權益」之安全港比率法

則，就未超過門檻之營利事業，視為未有利用稀釋自有

資本以規避稅負之情事；反之，超過門檻者，則該超過

部分則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另營利事業為銀行、信用

合作社、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保險公司及證

券商，由於該等事業之主管機關業訂定相關資本適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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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規範，爰排除適用本規定。

(二) 訂定查核辦法

為利反自有資本稀釋課稅制度之有效實施，除於所

得稅法明定營利事業於結算申報時，負有揭露對關係人

之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及相關資訊之義務外，財政部並

依法律授權於�011年�月��日訂定發布「營利事業對關係

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明

確規範關係人、負債、業主權益之範圍、負債占業主權

益一定比率等應遵行事項。

二、查核辦法規範重點

(一) 適用範圍

1. 適用案件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對關係人之負債，其負債占

業主權益之比率超過規定標準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

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營利事業於申報時或稽徵機

關調查核定時，均應依規定計算超出部分之金額。

�. 關係人範圍

(1) 關係企業：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相互間

具從屬或控制關係。惟如因特殊市場情形或經濟因

素，經舉證無實質從屬或控制關係並經稽徵機關確

認者，得例外視為非關係企業。

(�) 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個人或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間關係密切，

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

�. 關係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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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自關係人取得應償還本金

及支付利息或以其他具有支付利息性質方式予以補償

之資金。惟為簡化稅務行政及兼顧營利事業借入資金

之實務狀況，經調整營利事業關係人負債之利息後對

其應納稅額影響微小，或屬應列為資本支出或以遞延

費用列帳之利息相對應之負債，免列為關係人負債。

�. 業主權益

(1)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者，為營利事業

資產負債表所列之淨值總額。

(�)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分公司，為無需支付利息之實際投入營運資金。

(二) 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 
參酌國際間普遍採行之避風港法則比率(safe harbors)

為1/�，爰以該比率作為本國認定營利事業利用資本稀釋

規避稅負之法定測試門檻，對於超過該比率部分之利息

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之比率=當年度每月平均各關係

人之負債合計數/當年度每月平均業主權益合計數

* 每月平均各關係人之負債=(每月各關係人之負債月初

帳面餘額+月底帳面餘額)/�
* 每月平均業主權益=(每月業主權益月初帳面餘額+月底

帳面餘額)/�
(三) 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

營利事業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超過1/�者，

其：

 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金額=當年度關係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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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出合計數*(1-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之比率標準

/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之比率)

當年度關係人之利息支出=營利事業依權責發生制認列並

計入當年度成本、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

(四) 移轉訂價調整之處理原則

1.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自關係人取得資金，經依移轉訂

價查核準則規定，按常規交易結果調增關係人利息收

入及營利事業利息支出者，該資金及利息支出應分別

計入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之分子及當年度關係人之利

息支出合計數。

�. 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其利息支出經依移轉訂價

查核準則規定調整者，應以調整後金額計入當年度關

係人利息支出合計數。

(五) 揭露及備妥資料義務

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人間有資金使用之受控交易者，

於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揭露

相關資訊並備妥及保存文據供稽徵機關查核。

三、配套措施

配合上開「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

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發布，財政部陸續施行下列措施：

(一) �011年�月��日台財稅字第10000����10號令：

1. 明定營利事業之關係人負債免納入「不得列為費用或

損失之利息支出」公式計算之條件，亦毋須揭露關係

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及相關資訊。

�. 營利事業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應列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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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之利息或應以遞延費用列帳之利息相對應之關係

人負債，免納入「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

公式計算。

(二) 自�011年度起，適用「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

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之營利事業，於辦理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併填報「關係人負

債及業主權益明細表」，俾供稽徵機關查核。

(三) �01�年�月1�日台財稅字第10000�����0號令：營利事業

向非關係人金融機構借入由關係人擔保之借款，符合規

定者，免納入關係人之負債。

四、小結

目前在亞洲地區包括日本(1���年起)、韓國(1���年起)及中

國大陸(�00�年起)，均已實施反自有資本釋稀釋制度，防止跨國

企業進行國際避稅，避免稀釋資本產生侵蝕稅基之效應，我國

亦配合國際稅制改革趨勢於�011年起實施，不僅可避免國內稅

基之流失，使國內企業回歸正常資本結構及經營方式，並具有

維護租稅公平及市場交易秩序等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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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制度

之芻議

第一節　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

我國營利事業獲配國外被投資公司之股利收入，應依所得

稅法第�條規定併計營利事業所得課稅，又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0條規定，營利事業投資於其他公司，倘被投資公司

當年度經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不分配盈餘時，得免列投資收

益，而以被投資公司所訂除權或除息基準日之年度，為權責發

生年度。因此，我國營利事業之投資收益課稅規定與多數國家

相同，母公司應俟子公司決議分配盈餘時，始認列投資收益課

稅，如國內母公司藉由控制境外子公司，將子公司盈餘保留不

分配，即無法計入國內母公司所得課稅，將產生盈餘遞延課稅

之稅基侵蝕情形。

有鑒於現行稅制亟待改進，財政部參考國際趨勢及其他國

家之受控外國公司立法例，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增訂第��條之�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該草案於�01�年�
月1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修正文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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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所得稅法修正草案第��條之�條文

立法院財政
委員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版條文 說     明

第四十三條之三  自
一百零四年度起
，營利事業直接
或間接控制在中
華民國境外低稅
負地區之關係企
業，該關係企業
當年度之盈餘，
應按營利事業持
有該關係企業資
本之比率，認列
投資收益，計入
當年度所得額課
稅；營利事業實
際取得該關係企
業股利或盈餘時
，於前開認列投
資收益範圍內，
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超過已認列
投資收益部分，
應於獲配年度計
入所得額課稅。
前項低稅負地區
，指其公司稅或
類似稅目之稅率
低於第五條第五
項第二款所定稅
率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第一項之
關係企業，依公
司法及相關法律
規定認定；認列
投資收益、國外
稅額扣抵範圍、
相關計算方法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 由 財 政 部 定
之。

第四十三條之三  自
一百零四年度起
，營利事業直接
或間接持有符合
一定條件之總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
外關係企業半數
以上資本或對該
關係企業具有重
大影響力者，應
依該關係企業當
年度盈餘，按其
持有該關係企業
資本之比率，認
列投資收益，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
課稅；營利事業
實際獲配該關係
企業股利或盈餘
時，於已認列投
資收益範圍內，
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超過已認列
投資收益部分，
應於獲配年度計
入所得額課稅。
前 項 之 一 定 條
件、總機構在中
華民國境外關係
企業、資本、具
有重大影響力之
範圍、認列投資
收益、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國外
稅額扣抵範圍與
計算方法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我國營利事業(母公

司 )將盈餘實現於位在未課
所得稅或所得稅率較我國為
低之租稅庇護所(Tax Haven)
國家或地區之國外關係企業
(子公司)，並藉盈餘保留不
分配以規避我國所得稅負，
爰參考國際間其他國家之受
控外國公司法則，增訂本
條。三、第一項定明營利事
業持有符合一定條件之總機
構在我國境外關係企業半數
以上資本或對該關係企業具
有重大影響力者，應採權益
法認列國外投資收益，另為
避免重複課稅，該總機構在
我國境外關係企業實際分配
盈餘時，免再重複計入所得
額課稅。四、第一項之一定
條件、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外關係企業、資本、具有重
大影響力之範圍、認列投資
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國外稅額扣抵範圍與計算方
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第
二項授權由財政部參酌國際
間慣例以辦法定之；關係
企業之定義將參照公司法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至第
三百六十九條之三、財務會
計準則第五號、第六號公
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
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三
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
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查核辦法第三條於該辦法中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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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草案條文已訂定基礎架

構，包括適用範圍為我國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設立於低稅

負地區之國外關係企業，明定低稅負地區指公司稅或類似稅目

稅率低於我國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成以上者〔即低於1�%
×(1-�0%)=11.�%〕，並授權財政部訂定子法規。本節將參酌第

三章各國制度架構，探討我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芻議，

期可作為未來我國制度之參考。

一、受控外國公司之適用範圍

(一) 「控制」之衡量標準

綜觀其他國家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衡量本國居

住者股東是否控制外國公司，主要係以本國股東(含法

人、個人及信託股東)持有該外國公司股權超過�0%來衡

量。而計算個別股東之股權時，美國規定係以持有外國

公司股權10%以上之股東，將其持股加總計算，英國、日

本、韓國等則未規定最低持股之標準。除按持有股權判

斷外，為避免本國居住者股東透過他人持股或其他財務

或業務上「實質控制」外國子公司，多數國家亦訂有實

質認定之規定。

依所得稅法修正草案條文，我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

制度之適用對象，係我國營利事業(母公司)直接或間接

「控制」之國外關係企業，而關係企業應依公司法規定

認定。依所得稅法第��條�� 及公司法第���條之1至第���
條之�等規定��，上開草案條文中之「控制」，係指我國

�� 所得稅法第��條：長期投資握有附屬事業全部資本或過半數資本者，應以該附屬事業

之財產淨值或按其出資額比例分配財產淨值為估價標準。
�� 公司法第���-1條 本法所稱關係企業，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下列關係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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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與該子公司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亦即我國營利

事業股東直接或間接持有境外子公司已有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額超過�0%來判斷，此外，我國股東直

接或間接控制境外子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實質

控制關係，亦應納入考量，以避免股東藉分散股權規避

適用。因此，控制之衡量可分成下列情形

1. 股權控制之衡量

(1) 直接持有及間接持有：

計算間接持有股權時，依各轉投資子公司持股

比例之乘積計算間接持股比例。但母公司持有子公

司股份過半數時，子公司持有下一層轉投資公司之

持股比例，應全數計入母公司間接持股，例如我國

甲公司直接持有A國子公司�0％股份，該子公司轉

投資B國孫公司�0％股份，甲公司間接持有孫公司股

份��％(=�0%×�0%)；若甲公司持有A國子公司股份

�0％，該子公司轉投資孫公司�0%股份，則認定甲公

司間接持有孫公司股份為�0％，於此情況下，可避

免企業採多層轉投資規避股權控制之判斷。

(�) 擬制持有：

營利事業如有藉他人名義持有股權而控制者，

參考公司法第���條之11規定，計算我國母公司持有

一、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二、相互投資之公司。
  第���-�條 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除前項外，公司直接

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第���-�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

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第五章　我國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制度之芻議 11�

受控外國公司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第三人」為

該母公司而持有及為母公司之從屬公司而持有該受

控外國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併入計算。例如營利

事業透過關係人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應一併納入

衡量。

�. 實質控制及從屬關係之衡量

除法律形式上持有股權之控制及從屬關係外，應

考量營利事業對於他公司在業務經營上具有指揮監督

之「實質」控制及從屬關係，包括營利事業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或與該他公

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等。所謂控

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應視我國營利事業對他公

司是否具有直接或間接之人事任免權或支配其財務或

業務經營之關係。

(二) 租稅庇護所(低稅負地區)之衡量標準

1. 採稅率比較方式判斷

租稅庇護所之認定如採正面表列白名單國家或負

面表列黑名單國家，雖較明確，但需掌握各國稅制變

動即時更新名單，故多數國家採稅率比較方式，受控

外國公司所在地國稅率低於母公司國家稅率一定比率

者，即認屬租稅庇護所。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即採稅率

比較方式，明定低稅負地區指公司稅、公司所得稅或

類似稅目之稅率低於11.�%(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1�%×(1-�0%))之國家或地區。

�. 以實質稅率比較

稅率比較可分為名目稅率或實質稅率兩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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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名目稅率比較可能產生部分國家或地區公司所得稅

名目稅率雖較我國稅率高，但因該國採屬地主義或給

予所得免稅之優惠，實質稅率低於我國稅率之情形，

因此，以受控外國公司之公司所得稅實質稅率與我國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比較，較能客觀衡量是否屬租稅

庇護所。在比較判斷時，應以該外國子公司在當地國

核定繳納之公司稅、公司所得稅或類似稅目稅額為分

子，並以核定課稅所得額加計免稅之境外來源所得或

其他免稅所得之調整後所得為分母，計算其實質稅

率。

二、豁免適用規定

受控外國公司法則之目的，主要係防杜企業將利潤留在未

實際經營之境外子公司，並非將境外子公司所有所得均納入適

用，因此，為避免境外子公司在當地國正常營業活動之積極性

所得納入課稅，影響跨國企業全球布局營運之國際競爭力，多

數國家立法例訂有「實際從事經營活動」豁免適用規定，英國

Cadbury判決更強調此項規定之重要性。此外，部分國家基於徵

納雙方稽徵成本考量，訂定「微量免稅」規定。我國制度可參

據國際間慣例訂定豁免適用規定。

(一) 實質積極性營業活動

1. 實質營業：外國公司在其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

如辦公室、工廠等，且僱用員工在當地國從事管理或

營運業務。

�. 外國公司之主要營業收入及非營業收入，「非」屬股

利、權利金、利息、租金等消極性所得及關係企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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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所得。一般而言，外國公司如以賺取股利、權

利金、利息、租金及關係企業間交易所得為主要營業

項目，由於此類所得較易透過規劃移轉至境外公司，

應列為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主要規範對象。至於該外

國公司在當地國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係從事積極

性營業活動所得，則不納入適用。

(二) 微量免稅

依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情形，收入金額在

�,000萬元以下之擴大書面審核申報或普通申報案件，

占總申報件數約�成��，因此，基於減少徵納雙方行政成

本，並使稽徵機關查核人力集中在處理重大避稅案件，

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可參考國移轉訂價制度、反自有

資本稀釋課稅制度之避風港法則，訂定微量免稅規定，

例如應歸課我國營利事業之受控外國公司之投資收益在

一定金額以下，或該投資收益占全部所得總額未達一定

比率者，不適用本制度。

三、課稅所得(投資收益)之範圍

(一) 採實體辨識法

從受控外國公司制度法理而言，交易辨識法應逐項

分析受控外國公司每筆所得是否為避稅性質之瑕疵所

得，避免將該公司全部所得納入課稅而影響其正常海外

營運，較具合理性，但該法設計繁複，需納稅義務人提

供詳細資料，稽徵機關判斷時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

�� 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收件統計資料，營業收入及

非營業收入金額合計在�,000萬元以下之擴大書面審核申報案件占總申報件數比率為

�1.�1%，�,000萬元以下普通申報案件之比率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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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租稅規劃方式不斷更新下，消極性所得可能藉由轉

換所得性質，產生無法納入適用之情形。從稽徵實務操

作面而言，實體辨識法優點在於節省稽徵成本，稽徵機

關無須逐筆審核其所得，可避免所得性質轉換規避適用

之情形。我國可參考多數國家立法例採用實體辨識法，

若外國子公司不符合受控外國公司法則之豁免規定，

即按其全部所得為基礎，依我國營利事業股東之持股比

例，計算應併計課稅之投資收益。

(二) 投資收益之計算

1. 計算個別受控外國公司所得：

以個別受控外國公司依當地國會計原則計算之當

年度稅後淨利，減除依該國法令強制保留項目及已分

配股利後之實際可分配盈餘為準，如當地國與我國之

會計原則不一致時，應調整為依我國商業會計法、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s)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相關規定處理之

稅後純益。

�. 計算虧損扣除：

受控外國公司計算出當年度盈餘，可否減除該公

司以前年度虧損，部分國家(例如日本)允許受控外國

公司以前一定年數以內之虧損，得自該公司當年度盈

餘扣除，有些國家(例如法國)則認為受控外國公司之虧

損，不得抵銷境內課稅所得額。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0條及第��條規定之投資收益及投資損失，

均於實現時認列，由於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係按類

似財務會計權益法方式，於外國子公司產生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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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時即提前認列投資收益，基於衡平性，該外國子

公司如有損失，應自該公司當年度所得中減除，計算

其可分配之盈餘，較為合理。另考量租稅庇護所對於

公司財務報表或所得稅申報資料大多無強制要求或管

理，為評估外國子公司虧損之正確性及可靠性，可參

據所得稅法第��條但書規定，其虧損年度之財務報表

應經當地國或臺灣地區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帳證

簿據完備，始得自該公司往後一定年數內之當期純益

中扣除。此外，個別受控外國公司之虧損與盈餘互抵

後，如有尚未扣除完畢之虧損，不得自其他受控外國

公司之所得中扣除，避免受控外國公司以不當方式製

造虧損，並利用不同公司間盈虧互抵，產生不當規避

課稅之效果。

�. 計算持股比例：

按我國營利事業股東於課稅年度結束日，直接持

有及間接持有該外國公司股份比例合併計算，若年度

中持股比例有變動者，則按當年度加權平均持股比例

(實際持股天數乘以持股比例)計算。間接持有股份比

例，原則上係依各轉投資子公司持股比例之乘積計

算，但上開直接持股或間接持股不含擬制持股比例。

�. 依上開方式分別計算個別受控外國公司所得按持股比

例認列應歸課我國股東之投資收益後，加總計算，其

計算公式如下：

 我國營利事業股東當年度應認定之投資收益＝

 Σ個別受控外國公司可供分配盈餘(當年度稅後淨利－

限制分配項目－已分配股利－符合規定之以前年度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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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扣除額)×股東持股比例

四、避免重複課稅機制

受控外國公司制度產生之重複課稅問題，包括(1)我國營利

事業已認列投資收益，嗣後子公司實際分配股利時，重複計入

課稅所得額；(�)該筆投資收益在國外已繳納之所得稅，可否扣

抵我國所得稅應納稅額；(�)營利事業認列投資收益後，在子公

司實際分配盈餘前，將子公司股份出售之處分股權資損益中包

含已認列之投資收益。由於受控外國公司制度對於企業跨國投

資產生上述重複課稅之問題，可能影響對外投資意願或對其經

濟決策造成扭曲效果，我國有必要借鏡其他國家制度訂定周延

的避免重複課稅機制。

(一) 實際分配時不計入所得課稅

依所得稅法草案條文規定，我國營利事業依受控外

國公司制度認列外國子公司之投資收益，嗣後該外國子

公司實際分配股利時，於前開已認列投資收益之範圍

內，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已解決投資收益重複計入課稅

所得之問題。至於子公司分配之股利，如有超過已認列

投資收益部分，係屬分配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以前年度之

累積未分配盈餘，依現行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仍應於獲

配年度計入所得額課稅。

為正確計算營利事業已依受控外國公司制度認列之

投資收益及嗣後分配情形，參考日本立法例，可於會計

帳簿外設一備忘帳戶，用以記錄營利事業認列之投資收

益，嗣後外國子公司實際分配股利時，在該帳戶投資收

益累積餘額內，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以避免後續年度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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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雙方認定時產生爭議。

(二) 國外稅額扣抵

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係採國外稅額扣抵制度，對於

跨國投資所得可避免重複課稅，依所得稅法第�條第�項

規定，營利事業境外分支機構在國外已依來源國稅法規

定繳納之所得稅，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

機關同一年度之納稅憑證並簽證後，自其營利事業所得

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境

外所得而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而營利事業取得外國子

公司分配之股利，該股利分配時於所得來源國扣繳之稅

款，得自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應納稅額中扣抵，至於該子

公司在該國繳納之所得稅，不得扣抵我國應納所得稅

額。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條第�項規

定，臺灣地區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主管機關許

可，經由其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公司或事業在大陸地

區從事投資者，其自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取得之投資收

益中源自大陸地區投資收益部分在大陸地區所繳納之股

利所得稅，併同該股利在第三地區所繳納之所得稅，在

規定限額內可扣抵我國之應納稅額。此項規定已部分放

寬適用間接稅額扣抵。

各國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國外稅額扣抵，係依該國

所得稅法規定，適用直接稅額扣抵或間接稅額扣抵方式

消除重複課稅。我國營利事業依受控外國公司制度認列

投資收益之國外稅額扣抵，應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律規

定辦理，其獲配外國子公司股利之國外稅額，除透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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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區至大陸地區投資外，原則上係採直接稅額扣抵方

式，且間接稅額扣抵僅限大陸地區投資收益之所得稅，

至於子公司及孫公司階段繳納之公司所得稅，則不得扣

抵我國所得稅。

另應注意的是，現行所得稅法第�條規定國外稅額扣

抵，必須取得境外所得之國外「同一年度」納稅憑證，

而營利事業認列外國子公司投資收益之年度，與該子公

司嗣後實際分配股利之年度可能不同，因此，我國受控

外國制度相關規定，應進一步明定子公司實際分配股利

時之扣繳稅款如何扣抵該筆投資收益之應納稅額，例如

納稅義務人應提出股利之國外納稅證明及該筆股利於以

前年度已認列投資收益之相關資料，追溯更正認列投資

收益之當年度國外扣抵稅額，退還溢繳稅款。

(三) 處分股權損益

營利事業依受控外國公司制度認列投資收益後，將

其持有外國子公司之股份轉讓予他人時，若以出售股權

收入扣除該股權之「原始取得成本」計算處分股份利益

課稅，該項處分股權資本利得中將包含已併計課稅之投

資收益，產生重複課稅之問題。在此情形下，若參考財

務會計權益法概念，營利事業依權益法認列投資收益，

同時增加股權投資帳面價值，嗣後出售外國子公司股份

時，以出售股權收入扣除該股權「處分時之帳面價值」

計算損益，可避免重複課稅。

我國可參據美國立法例，營利事業已依受控外國公

司制度認列之投資收益，調整計入其持有外國子公司股

權之每股成本，外國子公司如分配股利，則調整減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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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成本，嗣後出售該外國子公司股權時，按出售收入減

除調整後股權成本計算處分股權損益，以避免產生投資

收益與處分利益重複課稅之情形。

五、課稅資料蒐集

受控外國公司制度落實執行之關鍵在於課稅資料能否有效

掌握，除要求營利事業負擔協力義務，在辦理所得稅申報時揭

露海外投資基本資訊外，並應強化投資與資金之查核及提升跨

國租稅資訊交換。

(一) 納稅義務人揭露資訊協力義務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指出，因租稅稽徵程序，稅

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而進行，惟有關課稅要件

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稅捐稽徵

機關掌握困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因而課予

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之義務。因此，營利事業辦理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應揭露其海外投資之基本資訊，例如：

國內外之關係企業結構圖、國外關係企業設立地區、董

事、監察人等關係人名冊、持有股份比例、投資金額及

財務報表投資損益等。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營利

事業應備妥提供下列文據：

1. 基本資訊：公司設立地址、主要經營地址、設立年

度、法定代表人名稱及居住地址、主要營業範圍。

�. 股東結構：公司實收資本額或股份總額及其股東投資

人名冊，各股東投資人持股比例及當年度持股變動情

況。除揭露直接及間接持有股份比例外，應包含透過

第三人之擬制持有股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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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編制之財務報告，包括

損益表(或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權益變動表等，

會計期間及編製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並就當地國

與我國會計處理一致性說明，如存在差異，應就該等

差異進行合理之調整。

�. 盈餘分配表：公司之盈餘分配表及股東會決議文件

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強制保留或限制分配項目者，

應提示相關法令規定。

�. 納稅情形：當地國之法定公司稅、公司所得稅或類似

稅負之稅率，該公司當年度繳納稅負之情形，包含依

該國稅法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免稅所得(如境外來源所

得、依法免稅所得等)、實際繳納所得稅額等。

�. 累積認列投資收益帳戶餘額：已依受控外國公司制度

認列投資收益帳戶之餘額及本期變動情形。

�. 其他與受控外國公司之損益及保留盈餘有關且影響計

算實際可分配盈餘之資料。

(二) 強化投資及資金之查核

稅捐稽徵法第�0條規定，稅捐稽徵機關為調查課稅

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

有關文件。除納稅義務人主動揭露資訊外，稽徵機關亦

應多方蒐集資訊，向有關主管機關調查營利事業對外投

資資料或將資金匯出投資租稅庇護所公司之資訊，透過

政府部門間合作，定期蒐集資訊、比對、分析及發現潛

在避稅問題。此外，實務常見我國營利事業或個人透過

在租稅庇護所設立紙上公司，在我國銀行之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Offshore Banking Unit, OBU)開立帳戶作為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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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度平台，由於該帳戶在相關金融法規規範下具有隱密

性，境外紙上公司多將交易與投資等所得存放在其OBU
帳戶中。雖然稅捐稽徵機關針對涉嫌重大逃漏稅案件可

檢具具體事證，函請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

後，洽請OBU提供資訊，惟上開查調程序仍有一定之限

制。為有效防杜避稅，落實租稅公平，未來應合理修正

上開查調程序，以強化稽徵效率。

(三) 提升跨國租稅資訊交換

跨國企業透過各國稅制差異進行租稅規劃，因各國

稅務機關課稅主權之限制，無法取得納稅義務人境外投

資相關資訊，將增加查核之困難度，因此，資訊交換係

各國稅務機關取得納稅義務人境外稅務資訊之重要工

具，反避稅措施能否有效執行，有賴國際合作與課稅資

訊之交換，以掌握跨國企業跨國交易相關資訊。

我國目前資訊交換機制，以依稅捐稽徵法第�條規定

授權財政部對外簽署之全面性租稅協定中所訂定之資訊

交換條文為準。我國截至10�年底已簽署並生效之全面

性租稅協定僅�� 個，亦即僅能與�� 個租稅協定夥伴國進

行資訊交換，而鄰近國家如韓國已簽署�0 個、新加坡�1
個、越南�� 個、日本�� 個及泰國�� 個租稅協定��，我國

租稅協定網絡尚有不及。在OECD及各國積極倡議洽簽租

稅協定或單項資訊交換協定，強化各國稅務合作功能，

全面性增加資訊透明度之趨勢下，我國亦應積極拓展我

國租稅協定網絡，增訂資訊交換協定或其他稅務行政互

助協定之法源，建置完整之資訊交換機制，以有效防杜

�� 財政部網頁兩岸租稅協議Q&A http://www.mof.gov.tw/public/Data/���1�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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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逃漏。

第二節　以實際管理處所認定居住者身分制度

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度採屬人主義，依所得稅法第�條規

定，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我國境內」者，應就其境內外全部

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至營利事業之總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則僅就其中華

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準此，現行

所得稅法係以營利事業之總機構是否在我國境內，據以決定其

所得課稅範圍，亦即，營利事業之總機構設立地點在中華民國

境內者，為居住者，反之，則為非居住者，而總機構所在地之

認定標準，現行稅法並未規範，實務上僅以設立地點判斷，尚

不論其實際管理處所(PEM)或主要營運管理及控制地(CMC)是否

在中華民國境內。

參據第�章第�節相關國家對營利事業身分之認定原則，採

屬人主義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國家，除以營利事業設立所在

地據以認定其是否具該國居住者身分外，並兼採實際管理處所

或主要營運管理及控制地(以下均簡稱為PEM)認定原則。另依

據國際間慣例，租稅協定之適用對象為任一方或雙方締約國之

「居住者」；當一營利事業依據雙方締約國各自國內稅法規定

均認定其具居住者身分，雙方締約國均得就該營利事業全球所

得課稅時，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聯合國(UN)稅約範

本規定，為避免雙重課稅，須進一步以該營利事業之PEM所在

地，據以認定其唯一居住者身分，亦即，該營利事業之PEM所

在地在一方締約國，而認定其屬該國之居住者時，僅得由該國

依其國內稅法規定就其全球所得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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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以PEM認定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之認定原則，除可避

免營利事業採居住者身分轉換規避稅負之作法(即該營利事業之

PEM在A國，藉由在B國設立形式之紙上公司，倘A國係以設立

地認定居住者課稅身分，即可規避該國屬人主義課稅規定之適

用)，維護租稅公平外，並可透過以PEM認定居住者身分之原

則，讓PEM在我國之營利事業仍得適用我國與其他國家簽署之

租稅協定，享受租稅協定之利益，我國財政部爰參照國際間作

法，研擬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增訂按PEM認定營利事業居住者身

分制度，立法院財政委員會�01�年�月1日審查通過該草案條文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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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所得稅法修正草案第��條之�條文

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

通過條文

行政院版條文 說明

第四十三條之

四   自一百

零四年度起

，依外國法

律設立，實

際管理處所

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利

事業，應視

為總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利事

業，依本法

及其他相關

法律規定課

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

前項所

稱實際管理

處所，指營

利事業實際

作成其整體

營業所必須

之主要管理

及商業決策

之處所；其

認定要件及

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

之。

第四十三條之

四   自一百

零四年度起

，依外國法

律設立，實

際管理處所

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利

事業，應視

為總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利事

業，依本法

規定課徵營

利事業所得

稅。      
前項所

稱實際管理

處所，指營

利事業實際

作成其整體

營業所必須

之主要管理

及商業決策

之處所；其

認定要件及

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按實際管理處所 (P lace  of  Effec t ive 
Management，以下簡稱PEM)認定營利事

業居住者身分已為國際潮流及趨勢，目

的在避免營利事業於租稅庇護所國家或

地區設立紙上公司，藉納稅義務人居住

者身分之轉換規避屬人主義(即境內外所

得合併課稅)之適用，以減少納稅義務。

考量採前開認定原則之國家對PEM在該

國之營利事業適用屬人主義課稅，除可

維護其稅收外，並可透過居住者身分之

認定，讓該等營利事業適用該國與其他

國家簽署之租稅協定，爰參照上開作法

，增訂營利事業之PEM在我國境內者，

視為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即
我國居住者)，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並得適用我國與其他國家簽

署之租稅協定，俾與國際接軌，並維租

稅公平。三、參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西元二○一○年版稅約範本第四

條居住者註釋第二十四項，於第二項前

段規定實際管理處所，指營利事業實際

作成其整體營業所必須之主要管理及商

業決策之處所；復依同項說明，實際管

理處所應依相關事實及情況認定，又依

聯合國(UN)西元二○○一年版稅約範本

第四條居住者註釋第十項，實際管理處

所可衡酌公司實際管理及控制地點、公

司重要管理政策最高決策地點、經濟及

功能觀點之公司最主要管理地點、最重

要之會計帳冊保存地點及其他因素綜合

認定之。為建立一致性認定規定，於第

二項後段授權財政部另以辦法規定其認

定要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俾利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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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參考國際間對PEM之相關規範，參據我國國情需

要，規劃提供未來於規範PEM認定原則時相關參考指標，以及

未來營利事業如經認定其PEM在我國境內者，其後續應如何適

用所得稅法相關課稅規定(包含兩稅合一、分配予股東股利之課

稅方式、扣繳、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等)，提出相關建議。

一、實際管理處所之認定標準

所謂PEM，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聯合國(UN)
之稅約範本規定，係指營利事業實際作成其整體營業所必須之

主要管理及商業決策之處所，應衡酌營利事業實際管理及控制

地點、重要管理政策最高決策地點、以經濟及功能觀點之主要

管理地點、最重要之會計帳冊保存地點及其他因素綜合認定。

另依據OECD建議，不宜僅以構成單項要件即予認定，應將所有

要件一併考慮，並強調實質重於形式之概念�0。

參據第三章選樣國家內地稅法規定及慣例，歸納其PEM認

定標準，包括決策處所(如董事會召開地、股東會召開地、重要

管理決策處所等)、核心管理資料存放處所(如董事會及股東會議

紀錄存放地、主要會計帳冊保管處所等)、經營管理處所(如主要

辦公處所、董事或高階管理人居住地等)。另依我國「適用所得

稅協定查核準則」第�條規定，PEM係衡酌公司或其他任何人之

集合體之主要經理人所在地、管理與控制所在地等因素綜合認

定。

未來所得稅法第��條之�條文修正草案通過後，我國營利事

業PEM認定標準，似可參考下列各項因素綜合判斷：

�0 THE IMPACT OF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AS A TIE BREAKER RULE, OECD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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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之人為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二) 作成上開決策之處所在我國境內。

(三) 財務報表及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

錄之製作或儲存處所在我國境內。

(四) 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在我國境內。

又依上開各項標準認定時，允宜就上開各項因素綜合考

量，而非僅以單一因素(例如董事會開會地點)作為PEM之認定標

準。

二、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相關規定之適用

參據第三章採用PEM原則認定營利事業所在地之國家，雖

多未明確定義PEM認定標準，然均將PEM概念作為該國居住

者認定條件之一，即未註冊登記於該國之營利事業倘經該國認

定其PEM在該國者，則該營利事業與在該國註冊登記之營利事

業，兩者所適用之課稅規定，尚無差異。

依立法院財委會通過之所得稅法第��條之�條文修正草案觀

之，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之認定方式，除現有以營利事業總機

構登記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情形外，對於依外國法律設立之營利

事業，如其PEM在中華民國境內者，亦將被視為總機構在中華

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PEM營利事業)，應比照適用所得

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等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 境內外所得合併課稅

依所得稅法第�條第�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之總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

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PEM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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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認定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則應有

上開規定之適用，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所得予以

課稅，始能落實反避稅之意旨，且該境外所得已依所得

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應准予適用同條項後段

規定，於提出經簽證之納稅憑證後，准自應納稅額中扣

抵，以消除重複課稅，惟扣抵之數仍不得超過因加計該

境外所得所產生之應納稅額。

參據現行所得稅法相關規定，PEM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PEM營利事業」)，其國外扣抵稅

額包括：

1. 依據其設立當地國稅法規定繳納之公司所得稅。

�. 取自其他國家之來源所得所繳納之稅額。

舉例如下，第三地設立之A公司業符合PEM認定標

準，認屬PEM營利事業，該公司課稅年度國內外所得及

稅額如下表：

項目 我國(t=1�%) A在第三地賺取(t=�%)
A取自其他國家來源所得

(扣繳率10%)
所得額 1000萬元 �000萬元 �00萬元(股利)
稅額 1�0萬元 100萬元 �0萬元�1

 
A公司境內外所得�,�00萬元之應納稅額為���萬元

(��00萬元×1�%)，其中境外所得�,�00萬元之稅額扣抵限

額為���萬元(���萬元-1�0萬元)，由於A公司境外所得在

境外實際繳納之稅額為1�0萬元(A當地國所得稅款100萬

元＋A公司取自其他國家來源所得扣繳稅款�0萬元)，未

�1 倘該境外所得之國家業與我國簽署租稅協定並生效者，則應以該協定適用之稅率計算

繳納之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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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限額���萬元，故該境外繳納之稅額1�0萬元可全數

自應納稅額���萬元扣抵，扣抵後A公司之應納稅額為���
萬元(���萬元-1�0萬元)。

(二) 課稅所得額之計算

按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依所得稅法第��條第1項規

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

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在境外設立之營利事業既經認

定其PEM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自認定年度起保存足以正

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並與

國內營利事業適用相同稅法規定，據以認定其所得額及

計算應納稅額。

1. 依規定設置帳簿計算所得額

PEM營利事業應依所得稅法第�1條及稅捐稽徵機

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等規定，保持足以

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

其自認定年度起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PEM營利事業得按其當地國會計原則、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IFRSs)或依我國商業會計法相關規定編製之財務

報表為基礎，就其會計項目與所得稅法、同法施行細

則、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等相關規定差異項目帳

外調整，申報課稅所得額。

�. 盈虧互抵適用情形

依所得稅法第��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

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但營利事業符合下列情形者，

得將前10年內各期核定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

再行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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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組織。

(�) 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 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

(�) 如期申報。

有關該條但書盈虧互抵規定，依其立法意旨，係

基於營利事業以永續經營為原則，而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計算係以年度為期間，故為正確計算所得並合理分

擔損益，爰針對公司組織且屬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之誠

實申報者，准其虧損得以延後抵稅。參諸上開意旨，

對於跨國經營之PEM營利事業，倘其符合會計帳冊簿

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似宜准予適用盈虧

互抵規定，惟應自認定年度起始有適用。

�. 各項限額規定適用情形

基於課稅公平性，PEM營利事業於計算營利事業

所得額時，其捐贈及業務上直接支付之交際應酬費用

經取得確實單據者，應依所得稅法第��條及第��條規

定，在規定限額內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三) 兩稅合一制度適用性

我國所得稅係採兩稅合一之設算扣抵制��，依所得稅

法第�條之1規定，營利事業繳納屬1���年度或以後年度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得於盈餘分配時，由其股東或社員

將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稅額之一定比例，自當

�� 兩稅合一制度原採完全設算扣抵制，10�年�月�日總統修正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

自10�年度起，改為部分(�0%)設算扣抵制，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社員)獲配股利

(盈餘)淨額之可扣抵稅額調整為原可扣抵稅額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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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同法第��條

之1規定，營利事業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以正確

記錄可分配予股東或社員之所得稅額，惟營利事業之總

機構不在中華民國境內者，免予設置，即不適用兩稅合

一制度。

由於PEM營利事業在外觀上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外之營利事業，如經改按實際管理處所在地認定時，則

屬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故PEM營利事業

應否適用兩稅合一制度，而准其投資人扣抵該PEM營利

事業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尚有討論空間。

參據各國稅法以PEM認定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之體

例，多將PEM原則作為營利事業之認定條件之一，與

登記原則併用，以防杜僅按登記原則認定之缺失，尚不

以該營利事業是否有逃稅或避稅意圖為先決條件，即營

利事業符合居住者身分者，即應依稅法規定克盡納稅義

務並享有相關租稅減免利益；再者，鑑於經實質認定該

營利事業之PEM在我國境內者，其重要關係人如董事、

股東或投資人等，多為我國境內居住者之個人或營利事

業，似宜比照適用上開兩稅合一制度，投資人投資PEM
營利事業，得享有該已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自個人綜合

所得稅扣抵之利益，使股東或投資人無論係投資PEM營

利事業、或國內其他營利事業，其投資報酬所應負擔之

稅負一致，符合租稅中立及公平原則。

以下就PEM營利事業於適用兩稅合一制度下，其股

東或投資人獲配之股利或盈餘、可扣抵稅額計算方式及

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適用情形等問題，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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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 股東或投資人獲配股利或盈餘

(1) 股東或投資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

業：

依所得稅法第��條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

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

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是以，在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下，營利事業無論其轉投資層次多寡，該投

資收益僅在最終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利事

業所得稅。鑑於PEM營利事業自認定年度起，即

應依所得稅法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為避免重

複課稅，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因投資

PEM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如屬該PEM營

利事業認定年度及以後年度所賺得之盈餘，宜比照

國內營利事業，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 股東或投資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同理，股東或投資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者，其自PEM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屬認

定年度或以後年度者，亦應計入個人股東獲配年度

之所得額，由該個人辦理結算申報並繳納綜合所得

稅。

(�) 股東或投資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或

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依所得稅法第��條之�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其投資中華民國境內營利事業所獲配股利或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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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於給付股利或盈餘時辦理扣繳(扣繳率�0%)，不適

用兩稅合一制度，除該營利事業繳納未分配盈餘加

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得抵繳該股利或盈餘之應

扣繳稅款外，其餘屬該營利事業繳納之應納稅額部

分，則不得扣抵。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投資PEM營利事

業者，亦宜比照適用相同課稅規定，就其自PEM營

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屬認定年度或以後年度

者，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扣繳，以完納稅捐。

�. 可扣抵稅額計算方式

鑑於PEM營利事業自認定年度起，應比照總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則股東或投資人獲配之股利或盈餘屬該認定年度或以

後年度者，該股利或盈餘所含已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即得適用兩稅合一制度，扣抵其股東或投資人之

綜合所得稅，同享稅額扣抵之利益。

(1) 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為正確計算股東或投資人自PEM營利事業所獲

配之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PEM營利事

業應自認定年度起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用以

記錄可分配予股東或投資人之可扣抵稅額。

A.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加項

由於PEM營利事業之股東或投資人所獲配之

股利是否含可扣抵稅額及其金額之大小，完全視

營利事業階段繳稅多寡而定，其得計入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之項目，原則上與現行所得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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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大致相同，包括繳納屬認定年度及以後

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稽徵

機關核定增加稅額、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投資

中華民國境內其他營利事業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所

含之可扣抵稅額(包括轉投資其他PEM營利事業所

獲配股利或盈餘所含之可扣抵稅額)、中華民國境

內短期票券之利息所得按持有期間計算之扣繳稅

款等。

B.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減項

參據所得稅法第��條之�規定，歸納分析自

PEM營利事業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中減除

之項目，包括分配屬認定年度或以後年度股利或

盈餘所含之可扣抵稅額及稽徵機關核定減少稅額

等。

(�) 稅額扣抵比率

參據所得稅法第��條之�規定，PEM營利事業分

配屬認定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盈餘時，其稅額扣抵比

率計算如下：

稅額扣抵比率＝分配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帳
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

�. 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適用情形

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實施兩稅

合一制度之配套措施，藉以縮減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1�%)及綜合所得稅稅率(最高為�0%��)間差距，以降

�� 10�年�月�日總統修正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自10�年度起，將現行綜合所得稅課稅

級距由�級調整為�級，增加所得淨額在1,000萬元以上部分適用��%稅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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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營利事業藉保留盈餘不分配以規避個人股東稅負之

誘因。PEM營利事業應否比照國內營利事業，適用未

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宜由主管機關衡

酌PEM營利事業有無藉保留盈餘規避個人股東稅負情

形來決定，倘以PEM認定考量因素「作成重大經營管

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之人為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或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觀之，PEM營

利事業投資人極有可能大部分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似宜比照適用，以防杜其規避個人股東綜合所

得稅之流弊。

(1) 未分盈餘計算基礎：

依所得稅法第��條之�第�項規定，未分配盈餘

之計算基礎，係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當年度稅

後盈餘為準，另立法院財政委員會�01�年�月1日審

查通過之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自�01�年

度起，得依證券交易法或保險法有關編製財務報告

規定，亦即採用IFRSs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純益為

準。故PEM營利事業按當地國會計原則計算之當

期損益，與我國商業會計法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s)相關規定如有重大差異時，應依我國會計原

則調整，以正確申報其未分配盈餘。

(�) 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為使未分配盈餘之計算臻於公平合理，所得稅

法第��條之�第�項明定得予減除之項目，包括彌補

以往年度之虧損、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

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及依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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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之盈餘等，俾

使未未分配盈餘之計算基礎，趨近於實際可供分配

之稅後盈餘。

參諸上開條文意旨，為使PEM營利事業應加徵

之未分配盈餘數額與其實際保留數額相近，倘其當

年度盈餘有上開情形者，宜准予以減除；又除上開

項目外，對於PEM營利事業依其註冊登記國家當地

國法令規定，須就當年度稅後純益強制保留或限制

分配者，似宜准自稅後純益中扣除，以計算其實際

可供分配盈餘。該營利事業應提示該國相關法令規

定、股東會決議之紀錄及經我國駐外單位簽證之相

關證明文件等，供稽徵機關核實認定。

(四) 稽徵程序

為利PEM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未分配盈餘申報、暫繳申報、扣繳憑

單申報等應辦理事項，以及稽徵機關稽徵作業管理之所

需，相關稽徵程序宜併予妥善規劃，俾使PEM制度運作

順利。

1. 營利事業登記

對於符合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PEM營

利事業，應以其實際管理處所所在地為營利事業登記

地址，向稽徵機關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並指定實際執

行主要經營活動之人，擔任負責人。PEM營利事業如

未依規定辦理者，稽徵機關應就所蒐集之資訊，判斷

PEM營利事業整體營業所必須之主要管理及商業決策

作成之人(如公司代表人、董事或具決策權之主要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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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指定其為負責人，負責辦理該PEM營利事業之

營利事業登記。

參據各國立法例，經認定為PEM營利事業者，即

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認定年度及

以後年度，均應按居住者身分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

報，稽徵機關免再逐年認定其居住者身分，除非該公

司或事業課稅主體消滅，經辦理解散清算完結，始免

除其納稅義務。

另考量實務上，PEM營利事業可能因集團決策

結構調整，致其實際管理處所所在地移至中華民國境

外，此時，該PEM營利事業得提示其已變更PEM在我

國境外之相關證明文件，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變更，

經稽徵機關核准後，自核准年度起，依其總機構登記

地判定，按非居住者身分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為避

免營利事業藉由變更PEM取巧以享有租稅協定之利

益，營利事業申請變更PEM並經稽徵機關核准者，自

變更之日起一定期間(如�年)內，不得再申請成為PEM
營利事業並不得適用我國與其他國家之租稅協定，但

稽徵機關仍保有依相關事證據以認定該營利事業PEM
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查核權。

�. 所得稅結算申報、未分配盈餘申報及暫繳申報

PEM營利事業為所得稅法規定之納稅義務人，應

比照國內營利事業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未分配盈餘申報及暫繳申報，其未依規定

辦理者，稽徵機關可責由該營利事業之負責人(未指定

者，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指定)負責申報，倘仍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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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者，參照所得稅法第��條、第��條、第10�
條、第10�條之1、第110條、第110之�條及第11�條等

規定，稽徵機關得依規定進行催報、加計利息、加徵

怠報金、裁處罰鍰並移送強制執行。

�. 扣繳憑單申報

依所得稅法第��條及第��條規定所規範之扣繳制

度，扣繳義務人給付所得時，負有依規定扣取稅款、

向國庫繳清所扣稅款、向稽徵機關申報扣繳憑單及將

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等義務，而扣繳義務人係指

機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

人、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執行業務者等，是以，

PEM營利事業之負責人業涵括在扣繳義務人範圍內，

而負有扣繳義務。

PEM營利事業如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股利或盈

餘、給付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競技、

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

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養老金、告發

或檢舉獎金、執行業務者之報酬等所得稅法第��條規

定之各項扣繳範圍所得時，應由其負責人依規定辦理

扣繳申報，如未依規定辦理者，同法第11�條尚有處罰

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PEM營利事業係依外國法律設

立，總機構登記在中華民國境外，該PEM營利事業給

付之所得，可能有部分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其於

給付時應不具前開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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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營利事業給付之所得應先依所得稅法第�條判斷是

否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例如給付予在我國境外提供

勞務之員工薪資，非屬所得稅法第�條第�款規定之範

圍，尚無須辦理扣繳。

(五) 最低稅負制之適用性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條第1項第�款規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不

適用該條例規定計算及繳納所得基本稅額。由於PEM營

利事業業經認定其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故應有上開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之適用，尚無疑義。

PEM營利事業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條第1項規

定加計各款規定之基本所得額，例如第1款有關依所得稅

法第�條之1及第�條之�停止課徵所得稅之證券交易所得

或期貨交易所得等，據以計算基本稅額，未依規定計算

及申報基本所得額者，同條例第1�條尚有處罰規定。

(六) 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適用性

按所得稅法修正草案第��條之�所訂之受控外國公司

課稅制度，係以設立於租稅庇護所之受控外國公司為適

用對象，就其當年度之盈餘按國內營利事業持有資本之

比例，認列投資收益予以課稅。倘該設立於租稅庇護所

之外國公司，業依同法第��條之�草案認定其實際營運處

所在中華民國境內，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者，應依規定就其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課稅，

是以，已毋須再行計算國內營利事業投資該PEM營利事

業之投資收益，故尚無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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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展望

本研究經綜合分析各國反避稅制度及居住者企業認定方式

可供借鏡之處，於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就我國目前推動建立受

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與實際管理處所所在地認定居住者身分制

度，提出相關作業細節等建議，供未來建立稅制架構之參考。

另為期我國租稅課徵更臻公平、合理，使所建立之反避稅制度

能更切實我國國情，並符合社會發展趨勢，本節就制度改革之

整體面提供幾點努力方向，俾供政府及專家學者參考。

一、落實實質課稅原則

按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條文，將實質課稅原則明文化，賦

予稽徵機關得按實質經濟關係課稅之法源基礎，以防杜納稅義

務人製造外觀或形式上存在之法律關係或狀態，減輕或免除租

稅負擔。而受控外國公司制度及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按實際管

理處所認定等反避稅規定，則為實質課稅原則之具體呈現。然

而為避免反避稅制度流於形式，使實質課稅原則成為空談，以

下提供幾點稽徵機關在執行時之應注意事項。

(一) 實質重於形式之認定

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係防止納稅義務人將盈餘保留在

低稅率國家之子公司不分配而延遲國內之應納所得稅

負，對於境外子公司所賺取之消極性所得，不論子公司

形式上分配股利與否，視為該國內居住者股東已實質獲

配股利，故應予課稅；而以實際管理處所所在地認定營

利事業居住者身分之規定，究其實質意義，亦為避免現

行稅法僅以「總機構」名目登記地認定居住者身分所產

生規避稅負之流弊，乃將所得稅法第�條規定之總機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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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涵攝至實際管理處所，俾與國際間居住者之認定原則

接軌。又稽徵機關於執行上開制度時，均應秉持稅捐稽

徵法第1�條之1實質課稅原則，查證其應課徵租稅構成要

件事實，核實認定。

以營利事業居住者身分按實際管理處所認定制度為

例，未來倘經立法通過，為利執行，財政部宜參考國外

立法例建立各項認定標準，包括作成重要決策之人所在

地、作成重要決策所在地、核心管理資料存放地、實際

執行主要經營活動所在地等，使徵納雙方有一致判斷準

繩。惟鑑於上開標準之重要性不一，如作成重要決策所

在地之重要性高於核心管理資料存放地等，故稽徵機關

於依相關資訊評估時，宜考量認定標準之重要性程度。

舉例說明，倘營利事業之核心管理資料存放地在中華民

國境內，惟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所在地在境外，其有

無符合我國居住者身分，仍宜進一步考量，建議可採權

數衡量方式，給予較重要之認定標準較高之權數，次要

者則給予較低權數，以此類推，倘計算後積分達一定標

準者，則由稽徵機關再就該營利事業經營活動等相關實

證資料進一步考量及判斷後，予以認定該營利事業居住

者身分，俾符合實質重於形式之判斷原則。

(二) 強化舉證責任

為落實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

判斷納稅義務人是否符合反避稅制度之構成要件事實

時，應本於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

歸屬與享有予以認定，且由於稽徵機關對於課徵租稅構

成要件事實負有舉證責任，惟有提高查得資料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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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正確性，才能正確核課稅捐，因此，稽徵機關首應強

化其查稅能力或精進調查逃漏稅之稽查方法。

實務上，稽徵機關課稅資料之蒐集管道有二，直接

向從事經濟活動之交易對象取得及透過第三方管道取

得。由於我國目前推動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與實

際管理處所所在地認定居住者身分制度，係為防杜納稅

義務人濫用法律形式以獲得租稅利益，而納稅義務人往

往透過複雜及虛偽交易等方式以提高稽徵機關查核之困

難度，鑑於該等避稅行為往往亦受其他機關主管法規之

規範，本研究建議稽徵機關應積極與政府機關合作，如

加強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等各機關單位資訊通報聯繫機制，有效掌握國人

對外投資或外國人對國內投資、資金流向等資訊，建立

完整資料通報網絡，以提升查核效率，透過外部資訊之

蒐集、比對及分析，充分掌握營利事業經營狀況，進而

確認其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等事實，使稽徵機關

作成每一個稅捐核課處分時，均有完整、充分事證為基

礎，不僅善盡對納稅義務人課稅事實舉證之責任，並使

稅捐之稽徵更臻公平、合理。

二、降低反避稅制度依從成本

(一) 建立妥適配套措施

一項稅制之建立往往需要在公平面及效率面取得平

衡，反避稅制度之建立對於維護國家稅收及租稅公平有

其正面效益，但對於企業跨國投資行為亦可能造成一定

程度之影響，在我國目前仍以貿易導向為主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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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適度考量上開制度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國際貿易關

係等各方面因素，訂定妥適之配套措施，避免影響企業

競爭力及正常對外投資活動。以受控外國公司制度為

例，多數國家均有訂定相關豁免適用規定，排除從事積

極營運活動之外國子公司，並訂定國外稅額扣抵(包括直

接及間接稅額扣抵)規定，以降低重複課稅之問題，值得

作為我國未來訂定相關配套措施之重要參考。

(二) 加強協力義務及宣導

隨著商業模式日趨複雜及會計與稅務法規不斷更

新，納稅義務人為避免所從事之經濟活動違反相關規

定，多係委託相關專業會計稅務諮詢顧問提供建議，其

中，部分顧問或可能為顧客量身訂作提供相關租稅規避

規劃，惟因多數納稅義務人不諳稅法規定，或可能聽從

顧問建議而採行，其後倘經稽徵機關查獲，納稅義務人

將面臨後續之補稅及處罰。

為避免相關會計稅務專業人士灌輸納稅義務人不正

確租稅觀念或提供租稅規避之規劃，而使納稅義務人承

受後續鉅額罰款之不利後果，建議稽徵機關除應針對會

計稅務專業人士加強宣導，使其能發揮專業協助納稅義

務人正確完成納稅義務外，並應要求其執業道德，使納

稅義務人依從法律規範，增進納稅義務人、稅務顧問及

稽徵機關三者間之相互信任關係，以提高整體納稅依從

度及降低依從成本。倘該等專業人士有藉由其專業知識

教唆或協助納稅義務人濫用租稅漏洞進行避稅之情事，

則應加重處罰或予以懲戒，以抑制或減少避稅案件。

此外，由於稽徵機關所蒐集課稅資訊之完整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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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性及正確性，攸關認定其是否構成逃漏稅情事，惟在

查核時往往受到落後申報及複雜之交易安排與資金查調

等限制，而無法有效審查，或大幅增加徵納雙方行政成

本，爰建議稽徵機關應強化事前之偵測與宣導，除要求

納稅義務人從事租稅規劃行為，應報備稽徵機關並於稅

務申報時揭露相關資訊，未依規定揭露者應予處罰外，

亦可考量酌訂一定期間，對於自願提供資訊之納稅義務

人，適度減輕處罰。

三、建立產官學順暢溝通管道

為使國家能有永續且適足的財政收入支應政府各項公共建

設、社會福利支出的需求，持續推動賦稅改革工程實有必要，

但政府提出擴大稅基之改革措施，常因各界不同意見而面臨推

動困境，未能有效付諸執行。

鑑於租稅法規具有一定之複雜性，雖然政府所推出之租稅

改革措施，其目的係為維護國家財政健全或基於重大政策考

量，惟由於外界認知不足，極易發生誤解，進而無法有效落實

執行，建議政府應加強與外界溝通，化解推動阻力，可行方式

包括：

(一) 租稅法案及措施規劃過程中，應適時徵詢專家學者意

見，進行充分討論並評估可能衝擊及影響。

(二) 租稅法案及措施規劃完成後，可藉由實地訪談、舉行座

談會等方式，持續與民眾、工（公）協會等進行對話，

俾使其充分瞭解措施內容。

(三) 租稅法案提出時，應辦理法規影響評估，並在立法過程

中積極與立法院溝通，尋求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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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時應積極辦理各項租稅教育課程，使民眾對租稅課徵

原則及課稅規範有正確基本概念，對於政府所推出之租

稅措施有一定認知及瞭解，不致因誤解而一昧抗拒。

四、加強國際稅務合作

從各國執行反避稅措施經驗，針對跨國租稅規劃案件，除

強化納稅義務人揭露之協力義務外，為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

必須透過與其他國家稅務機關合作，才能有效防堵租稅規避之

違法行為。目前我國已簽署並生效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計��
個，未來仍應積極與他國簽訂全面性租稅協定或協議，除可避

免重複課稅，降低國內納稅義務人於境外活動所產生之納稅義

務外，亦可透過租稅資訊交換或其他租稅合作措施，掌握納稅

義務人之境外相關租稅資訊，有效遏阻跨國避稅行為。此外，

我國同時應增訂我國執行資訊交換協定(TIEAs)或其他稅務行政

互助協定之法源，以建置周延完整之資訊交換機制，並強化與

各國稅務合作功能，協力遏止租稅逃漏。

五、逐步建立周全之反避稅制度

為符合國際潮流，我國除參考各國稅法規定，陸續實施移

轉訂價制度及反自有資本稀釋課稅制度外，目前刻積極推動訂

定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與實際管理處所認定居住者身分制度

之立法作業，俟立法通過施行後，將使所得稅反避稅制度架構

更趨完整健全，惟為達到租稅公平之目的，未來仍應持續檢討

精進，提升反避稅制度實施成效，有效防杜租稅規避。

舉例說明，我國綜合所得稅係採屬地主義，僅就個人取得

我國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雖自�010年起，未計入綜合所得總

額之海外所得，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納入基本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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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而兼有屬人主義性質，惟仍以該個人「取得」海外所得

時始有納稅義務，且訂有門檻條件(海外所得達100萬元，基本所

得扣除額�00萬元)，未達該門檻者，亦免予課稅。對於投資人為

「個人」，倘發生藉由投資低稅率國家子公司並保留盈餘不分

配而延遲國內之應納所得稅負之避稅情形，由於該海外所得並

未「取得」故免計入基本所得額，進而產生延緩繳納我國所得

稅負之效果。

然以我國目前送立法院之所得稅法第��條之�修正草案觀

之，受控外國公司制度僅限於我國投資人為「營利事業」投資

國外公司時，始有適用。個人如有藉由投資低稅率國家子公司

並保留盈餘不分配而延遲國內之應納所得稅負之避稅情形，由

於「個人」非屬財政部所規劃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適用對象，

故無法適用，恐造成納稅義務人藉由變更投資人身分，由「營

利事業」轉換為「個人」投資外國公司之取巧規避適用之空

間。

經參考各國實施受控外國公司制度，多數國家之制度適用

對象，係涵蓋國內居住者「個人」及「營利事業」股東，未來

我國受控外國公司制度可考量採循序漸進方式，將國內個人股

東納入適用，使反避稅制度更為完整及周全。

近年來各國為因應經貿往來全球化、自由化造成所得稅稅

基改變之問題，均適時對稅制進行改革與調整。在目前全球合

作打擊逃漏稅之國際趨勢下，我國應持續關注OECD的BEPS行

動計畫及各國稅制改革發展，持續推動賦稅改革，建構周延且

符合國際潮流之反避稅措施，落實租稅公平，防陼稅收流失，

以建立我國健全穩固的財政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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