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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經過多年協商與溝通，台灣和大陸在今年 8 月 25 日簽署了兩岸租稅協議，並將於雙方完成各自

的法定程序之後正式生效。兩岸租稅協議所適用的是協議生效後的次年 1 月 1 日起所實際給付金

額與所得。此次的協議係參照雙方目前已生效的租稅協定，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稅約範

本及聯合國(UN)稅約範本為藍本，考量雙方稅法規定、經貿往來情況及租稅政策等因素，就跨境

活動產生的各類所得，商訂合宜的減免稅措施，以避免雙重課稅，保障企業合理租稅權益，進而

提升台商競爭力。同時商訂雙方稅務合作範圍，以解決租稅爭議及維護租稅公平。 

兩岸租稅協議的主要內容 

 適用對象 

 居住者：指符合各自稅法居住者定義的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 

 雙方居住者：如果同時為台灣居住者及大陸居住者，其身分按永久住所、主要利益中心所 

                  在地、經常居所依序決定唯一居住者身分。 

 間接投資企業：依第三方法律設立的任何實體，其實際管理處所在協議一方者，視為該一 

                      方居住者。所稱實際管理處所在一方，指企業同時符合下列規定者： 

1. 作出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的人為該一方居住的個

人或總機構在該一方的企業，或作出該等決策的處所在該一方。 

2. 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的製作或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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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租稅協議簽署與企業稅務治理之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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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處所在該一方。 

3. 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的處所在該一方。 

 

 主要適用稅目 

 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所得基本稅額。 

 大陸：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各類所得減免稅措施摘要彙整 
 

所得類型 說明 

營業利潤 
企業在另一方沒有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或未經由常設

機構營業者，另一方予以免稅或不予課稅。常設機構包括： 

 管理處、分支機構、辦事處、工廠、工作場所、礦場、油井或氣井、

採石場或任何其他天然資源開採場所 

 建築工地、營建(建築)或安裝工程或與其有關的監督管理活動，以

存續期間超過十二個月者，構成常設機構 

 一方企業直接或通過雇員或僱用的其他人員，在另一方為同一個計

畫案或相關聯的計畫案提供的服務，包括諮詢服務，在有關納稅年

度開始或結束的任何 12 個月連續或累計超過 183 天者 

 經常以一方企業名義在對方簽訂契約的人 

海空運輸 
 海、空運輸企業在另一方經營取得的收入及利潤，另一方予以免稅

或不予課稅(包括營業稅、增值稅或類似稅收) 

 參與聯營或其他經營機構取得的收入及利潤，屬於協議規定的海運

及空運收入及利潤範圍，但以歸屬於參與上述經營的比例所取得的

收入及利潤為限 

投資所得 
 股利：在受益所有人為公司且直接持有給付股利的公司 25%以上資

本的情況下，另一方所課徵稅額不超過股利總額的 5%；在其他情

況下，所課徵稅額不超過股利總額的 10% 

 利息：利息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居住者，另一方所課徵稅額不超過

利息總額的 7% 

 權利金：權利金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居住者，另一方所課徵稅額不

超過權利金總額的 7% 

財產收益 
 協議之另一方可以課稅之情形： 

 一方居住者使用或轉讓位於另一方的不動產所產生的所得(包括

農業或林業所得)  

 一方企業轉讓其在另一方常設機構營業資產中的動產而取得的

收益，或一方居住者轉讓其在另一方執行業務(從事獨立個人勞

務)的固定處所的動產而取得的收益，包括轉讓該常設機構(單獨

或連同整個企業)或固定處所而取得的收益 

 一方居住者轉讓股份，且該股份的 50%以上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

另一方的不動產，其取得的收益  

 僅由轉讓人為其居住者的一方課稅之情形： 

 轉讓經營海、空運輸業務的船舶或航空器，或附屬於該等船舶或

航空器營運的動產而取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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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類型 說明 

 一方居住者轉讓其在另一方居住者公司資本中的股份或其他權

利取得的收益。但是如果轉讓人為其居住者的一方對來自於另一

方的該項收益免稅，且該轉讓人在轉讓行為前的 12 個月內，曾

經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另一方公司至少 25%資本，另一方可以課稅 

 轉讓上述財產以外的其他財產所取得的收益 

個人勞務所得 
 一方居住者以獨立身分或以受僱形式在另一方從事個人勞務活動

取得的所得，另一方可以課稅 

 受僱在對方提供勞務取得的所得，符合下列所有條件，免徵對方所

得稅： 

 於有關納稅年度開始或結束的任何 12 個月期間，在另一方連續

或累計居留不超過 183 天 

 所得非另一方居住者雇主給付或代表雇主給付 

 所得非由雇主在另一方的常設機構負擔 

關聯企業移轉訂

價相對應調整 

一方如對關聯企業間交易進行移轉訂價調整，另一方應作合理對應調整 

 

 相互協商 

任何人如認為一方或雙方的行為，導致或將導致對其不符合協議規定的課稅時，可以不論各

自救濟規定，向其為居住者一方的稅務主管部門提出申訴。此項申訴應於首次接獲不符合本

協議規定的課稅通知起三年內提出。 

 

一方稅務主管部門如認為該申訴合理，且其本身無法獲致適當的解決，應致力與另一方稅務

主管部門相互協商解決，以避免發生不符合協議規定的課稅。達成的協商決定應予執行，不

受各自規定的期間限制。 

 

 資訊交換 

一方依本協議所取得的任何資訊，應比照該一方依有關規定取得的資訊作密件處理，且僅能

提供給與本協議規定稅目的核定、徵收、執行、行政救濟有關人員或部門。上述人員或部門

應僅為前述稅務目的而使用該資訊，包括不得將該資訊用於刑事案件。 

 

KPMG觀察 

兩岸租稅協議使台灣及大陸間的投資從租稅的角度而言更具吸引力，投資者將可享受較低的股

利、利息或權利金的扣繳稅率及財產交易所得符合特定條件下於一方免稅之待遇。協議對於構成

常設機構之認定條件也更加明確，針對不構成常設機構者，例如台灣公司提供大陸公司勞務(如

管理、資料處理、技術及研發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可適用營業利潤免稅。此外，協議也為海

空運輸業者經營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更多機會。而就具有雙方居住者身分之個人(例如戶籍在台灣

之個人，於大陸連續工作滿 5 年而成為當地居住者)或企業，訂有唯一居住者劃分原則以確認課

稅權歸屬，則無需於兩岸均就雙邊所得全數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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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酌我國與其他國家租稅協定之實務運作經驗，兩岸租稅協議對於企業稅務治理可能帶來的效

益如下： 

 

 投資與營運架構檢視 

間接投資下境外控股公司經認定其實際管理處所(PEM)在台灣者，亦可適用兩岸租稅協議，

其中針對 91 年 6 月 30 日後法令不再限制如仍透過第三地區公司間接投資大陸者，亦應有其

適用。是以企業可就適用兩岸租稅協議之效益、境外控股公司實際管理處所在台灣之稅務效

果、潛在課稅風險、大陸與香港稅收安排之適用，以及未來台灣若實施受控外國公司法則(CFC 

Rule)及 PEM 等反避稅制度之考量等構面，與直接投資情形進行比較，以檢視目前投資架構

可能疊床架屋之效率，並評估投資與營運架構調整對整體稅負之影響與效益。 

 

 降低雙重課稅風險 

 相互協商 

兩岸簽訂租稅協議後，台灣公司 A 與大陸關係企業 B 相互交易，遇大陸稅捐機關因移轉訂

價查核而調增 B 之課稅所得時，可向台灣稅捐機管提出相互協商之要求以經由雙方稅務主

管部門進行協商，尋求爭議解決之機會，以消除雙重課稅問題。 

 

 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相較於相互協商之性質屬事後產生雙重課稅之救濟管道，雙邊預先訂價協議之性質係屬事

先防範重複課稅之機制，其協議結果於雙方均有拘束力，故對潛在移轉訂價爭議之解決顯

更為全面。 

 

於兩岸簽訂租稅協議後，前述案例中 A 與 B 可在交易發生前向台灣及大陸稅捐機關申請談

簽雙邊預先訂價協議。如達成共識，則在協議有效期間內除可取得移轉訂價結果之確定性，

達成避免重複課稅之目的外，並可免除兩岸稅捐機關事後進行查核甚或調整之困擾。 

 

                                                    

                                                                        作者：葉維惇執業會計師、何嘉容執業會計師及林嘉彥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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