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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自2015年發表

15項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行動計畫最終報告

後，仍持續對未臻完善之計畫進行研擬，並不

時發布有關國內法修定方向之建議，或採行情

況進度報告等最新消息。

於本期月刊中，KPMG於後文中概述近期

OECD發布的數項更新資訊，其中包含對難以

評價無形資產提出移轉訂價規範指導準則相關

的討論稿、各國簽署多邊工具公約以落實BEPS

報告建議之防堵濫用租稅協定相關行動，以及

揭露各國執行國別報告資訊自動交換機制之現

狀，希望有助於企業及時知悉國際稅務最新動

向。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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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

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

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

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

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

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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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OECD對難以評價
無形資產討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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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於5月23日對BEPS行動計畫8難以評價無

形資產發布執行指導準則之討論稿。

背景說明

BEPS行動計畫8要求OECD應研擬相關準則規

定，以防堵跨國企業透過集團成員間不當持

有、使用或移轉無形資產造成稅基侵蝕與利潤

移轉問題。就此，行動計畫8其中一個項目即針

對 難 以 評 價 無 形 資 產 （ hard-to-value

intangibles, HTVI）制定移轉訂價規範或特殊

法令。

於2015年10月所發布之OECD BEPS行動計畫8

- 10最終報告──「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

造一致」中針對HTVI發布移轉訂價指導準則，

建議修訂OECD移轉訂價指導準則（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第六章HTVI相關內容。

行動計畫8-10最終報告定義HTVI為具有以下特

質之無形資產：

− 無法取得足夠且可靠的可比較對象，及

− 於交易發生時，缺乏對無形資產未來現金流

量或利潤之可靠預測，或用於評估無形資產

價值的基礎假設具高度不確定性，從而難以

於移轉時點預測無形資產能否獲得成功。

該指導準則指出，納稅義務人與稅務機關對

HTVI的評估認定有資訊嚴重不對稱的問題，會

使稅務機關難以判定HTVI之使用或移轉之移轉

訂價是否符合常規交易原則。因此，稅務機關

可考量以事後結果（ex post outcomes）作為

衡量HTVI事前移轉訂價安排（ex ante pricing

arrangements ）適當性之推測依據（即

「HTVI方法」）。但若有符合指導準則提及之

四項豁免條件之任一情況，則無法採用HTVI方

法。

OECD討論稿概述

OECD於2017年5月23日發布之討論稿：

− 提出採用HTVI方法之基本原則。

− 提供三個範例以闡明如何於不同情況下採用

HTVI方法。

− 於最後段落指出，HTVI方法與於透過適當的

租稅協定進行相互協議程序（MAP）之間的

交互作用。

OECD表示該討論稿中的建議不代表擬稿人的

共同觀點。

實行原則

HTVI討論稿建議下列實行原則以作為採用HTVI

方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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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符合HTVI方法之豁免條件，則稅務機關

得考量以事後結果作為事前移轉訂價安排之

適當性衡量依據。

− 事後結果可以表明於交易時決定的價值；然

而，若僅根據實質收入或現金流量修正評

價，而未將移轉HTVI時取得前述收入或現金

流量之可能性納入考量，該評價結果可能是

不正確的。

− 當修正後評價顯示無形資產的移轉價格高於

或低於常規交易範圍，則該移轉無形資產的

修正後評價可透過或有支出與價格調整條款

進行評定，與納稅義務人對該支出的評價無

關。

− 稅務機關需要依查核實務來判斷基於事後結

果的推定依據是否適當，並應盡早採取行

動。

此外，若適用HTVI方法規定中的豁免條件（即

無法根據事後結果評估事前移轉安排之適當

性），則仍可適用OECD指導準則其他章節規

定進行價格調整。

範例

此討論稿包含三個範例，旨在說明採用HTVI指

導準則所產生之移轉訂價調整的實務情況。此

三個範例皆假設被移轉的無形資產符合HTVI標

準，除非特別說明，否則不符合HTVI方法之

豁免條件，且該交易之移轉訂價需要進行調

整。此三個範例皆假設移轉的無形資產是以現

金流量（或收入）折現法進行評價。

− 範例1說明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係假設不

適用HTVI方法豁免條件，則稅務機關有權進

行調整。第二種情況，係假設符合HTVI方法

的豁免條件，則稅務機關無權依據HTVI方法

進行調整，但仍可依據OECD移轉訂價指導

準則的其他原則進行調整。

− 在範例2中，假設適用HTVI方法，稅務機關

有權依據HTVI方法進行調整，此例說明顯示

稅務機關採用HTVI方法計算調整金額，而非

僅調整納稅義務人的一次性支付款 (lump

sum payment)，並將付款方式修改為或有

付款以表明重大不確定之無形資產價值。

− 在範例3中，納稅義務人之無形資產移轉訂價

係經常性的權利金費用。假設HTVI方法適

用，稅務機關有權根據HTVI方法進行調整，

此例說明主要調整金額以及後續年度相對應

調整金額之核定將按照各國國內法及核課期

間來決定。

相 互 協 議 程 序 （ 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 MAP）

討論稿中指出允許透過適當的租稅協定使用

MAP的途徑來解決因採用HTVI方法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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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課稅案例是很重要的。該討論稿更進一步

指出，指導準則草案必須結合OECD BEPS行動

計畫14最終報告（「Final Report on Action

14, Mak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More Effective」）中含括的爭議解決框架一

同實行。

下一步

OECD歡迎大眾於2017年6月30日前對討論稿提

出意見。

KPMG觀察

此份討論稿係於OECD公布HTVI移轉訂價方面

的最終指導準則後一年多的時間才發布，且內

容尚未取得共識。此外，其亦未涵蓋HTVI方法

各個方面的實施情況。例如，此討論稿並未提

供納稅義務人應如何證明某一無形資產之發展

是不可預估之指導；也未對稅務機關於根據

HTVI方法進行調整時，應如何將在移轉HTVI時

取得已實現收益之可能性納入考量。

以上皆反映實施HVTI方法指導準則之挑戰。然

而，有鑑於OECD正在徵求公眾對討論稿的意

見，回覆意見者將有機會塑造未來的指導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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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6月7日，共有70多個國家與地區之財

經首長或高階代表一同簽署或表示即將簽署

「實施租稅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與利

潤移轉多邊公約」（簡稱多邊公約，或多邊工

具 ） （ Multilateral Convention to

Implement Tax Treaty Related Measures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Multilateral Instrument Convention" or

"MLI")。

該公約將迅速實施一系列租稅協定條文修正措

施，更新現有租稅協定網絡，並減少跨國企業

避稅機會。新公約還將加強解決租稅協定爭端

之規定，包括透過具強制性之約束性仲裁

（mandatory binding arbitration），從而減

少雙重課稅，提升租稅確定性。

該多邊公約係由67個國家與地區簽署(註1)，涉及

範圍約68個租稅管轄區。此外，尚有8個租稅管

轄區表示有意願簽署該公約。

OECD秘書長AngelGurría表示：「此多邊公約

的簽署象徵著租稅協定歷史的轉捩點。」

「BEPS行動計畫獲得各國共識，對全球超過

1,100個租稅協定，我們正快速邁向實施這些

註 1 ：關於多邊工具公約簽署國名單詳細情況，請參閱：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mli-signatories-and-

parties.pdf

具有深遠影響之稅改方案。除了減輕各簽署國

須自行重啟雙邊租稅協定談判的重擔外，新公

約亦將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

並為大眾創造一個運作良好的國際稅收制度。

今日的簽署也彰顯出，當各國同心協力時，將

可有效解決任何問題或挑戰。」

茲將截至2017年6月7日多邊公約簽署國家名單

列示如下：

序
號

租稅管轄權
序
號

租稅管轄權

1 安道爾 13 哥斯大黎加

2 阿根廷 14 克羅埃西亞

3 亞美尼亞 15 賽普勒斯

4 澳大利亞 16 捷克

5 奧地利 17 丹麥

6 比利時 18 埃及

7 保加利亞 19 斐濟

8 布吉納法索 20 芬蘭

9 加拿大 21 法國

10 智利 22 加彭

11
中國（中華人民共

和國）
23 喬治亞

12 哥倫比亞 24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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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列國家外，尚有8個國家表示有意願簽署該

公約：喀麥隆；科特迪瓦；愛沙尼亞；牙買

加；黎巴嫩；模里西斯；奈及利亞；巴拿馬；

突尼西亞。

多邊公約

多邊公約使所有簽署國能符合BEPS行動計畫下

與租稅協定相關之最低標準規範：

− 「行動計畫2」解決混合錯配安排的措施；

− 「行動計畫6」防止濫用租稅協定的最低標

準；

− 「行動計畫7」參考BEPS 報告修常設機構定

義；

− 「行動計畫14」爭議解決機制的最低標準。

多邊工具公約(註2)以各種方式提供彈性以適應各

國的立場。例如，各國可於其現行租稅協定中

選擇想透過該公約以修改內容之協定，以有彈

性之方式符合BEPS租稅協定濫用和爭議解決方

面最低標準，以及各國可以選擇退出或提供不

符合BEPS最低標準的替代規定。一旦兩方締約

國提出租稅協定，該協定即被納入於多邊工具

公約包含的範圍內。

註2：關於多邊工具公約內容，請參閱：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

implement-tax-treaty-related-measures-to-prevent-BEPS.pdf

序
號

租稅管轄權
序
號

租稅管轄權

25 希臘 47 荷蘭

26 根西島 48 紐西蘭

27 香港（中國） 49 挪威

28 匈牙利 50 巴基斯坦

29 冰島 51 波蘭

30 印度 52 葡萄牙

31 印度尼西亞 53 羅馬尼亞

32 愛爾蘭 54 俄國

33 曼島 55 聖馬利諾

34 以色列 56 塞內加爾

35 義大利 57 塞爾維亞

36 日本 58 塞席爾

37 澤西 59 新加坡

38 韓國 60 斯洛伐克

39 科威特 61 斯洛維尼亞

40 拉脫維亞 62 南非

41 列支敦斯登 63 西班牙

42 立陶宛 64 瑞典

43 盧森堡 65 瑞士

44 馬爾他 66 土耳其

45 墨西哥 67 英國

46 摩納哥 68 烏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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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公布目前簽屬公約的67個簽署國已列出

約2,300多項的租稅協定，其中產生1,100多項

的配對協議。OECD預計，隨著更多的租稅管

轄區簽署多邊公約，修改租稅協定的數量將持

續增加。

此外，OECD指出，公約簽署國中有25國家亦

簽署多邊工具中的仲裁規定，茲將國家名單列

示如下：

安道爾、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斐濟、

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列支敦斯

登、盧森堡、馬爾他、荷蘭、紐西蘭、葡萄牙、新加

坡、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與英國。

這將使現有的150多項租稅協定中加入仲裁條

款。大多數選擇加入仲裁的國家都選擇了最終

提議仲裁的內定選項 （即「棒球仲裁

（baseball arbitration）」）。

附加工具和指導準則

OECD持續發展與多邊工具公約相關的工具和

指導準則，最近在OECD網站(註3)上發布下列相

關資訊：

− 資訊手冊（Information brochure）

− 「常見問題」列表（FAQ）

− 多邊工具公約應用工具（MLI application

toolkit）

註3：關於多邊工具公約相關的工具和指導準則詳細情況，請參閱：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

implement-tax-treaty-related-measures-to-prevent-beps.htm 

OECD預期啟動公開在線配對工具，在各國與

多邊工具公約相關的所有資料經過仔細處理和

分析後，將盡快啟用該工具的第一部分，並將

在未來幾年內進行改良。

KPMG觀察

此項多邊工具公約的簽署對國際租稅環境來說

是劃時代的發展，彰顯各國對於打擊納稅義務

人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之決心，並將BEPS行動

計畫建議之規範落實至租稅協定網絡中，將可

填補現行數千份租稅協定內容可能之漏洞。

相對而言，公司應盡快評估其營運國家是否有

簽署此公約、正在適用中之租稅協定是否將被

修訂，以及對公司適用之交易可能受到的影

響，並制定計劃以因應此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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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別報告執行
情況與各國稅務機關間
資訊交換現況

OECD於2017年5月4日宣布啟動「自動交換關

係 （ a u t o m a t i c e x c h a n g e

relationships）」，並將此行動視為執行國別

報告（CbCR）的另一個重要步驟，以符合

BEPS行動計畫13最低標準──多邊主管機關協

議中交換國別報告之規定（CBC MCAA）。

根據OECD發布的新聞稿(註4) ，距首次交換國別

報告尚有一年多的時間，目前在承諾於2018年

交換國別報告的租稅管轄區（包括歐盟各成員

國）之間已建立了700多個自動交換關係。

OECD指出，越來越多的租稅管轄區將指定租

稅管轄區為合作夥伴，以在未來依據CBC

MCAA規定自動交換國別報告。某些租稅管轄

區將持續致力於雙邊主管機關協議，以便依據

租稅協定或稅務資訊交換協議，與特定合作夥

伴自動交換國別報告。

OECD於新聞稿中提供現有的自動交換關係彙

整檔案、各國關於實施國別報告的國內法令框

架的最新情況、允許代理申報（surrogate

filing）與母公司自主代理申報（voluntary

parent surrogate filing）的租稅管轄區，以及

註4：關於OECD新聞稿，請參閱：http://www.oecd.org/tax/beps-

action-13-oecd-releases-cbc-reporting-implementation-status-

and-exchange-relationships-between-tax-administr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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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於2017年底前適用當地申報相關問題所

採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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