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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全球疫情彙總

全球疫情狀態

01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國家/地區 確診 死亡

全球 327,735,626 5,538,134

台灣 17,885 851

泰國 2,308,615 21,898

越南 2,023,546 35,609

馬來西亞 2,808,347 31,793

新加坡 291,849 843

印尼 4,271,649 144,170

緬甸 533,144 19,302

越

南

越南衛生部於2021年12月16日公布第 10688/BYT-

MT 號「對入境者的隔離檢疫辦法」最新規定，要點

請參閱外交部領事館官網。

緬

甸

目前僅開放與緬甸政府從事合作計畫、商務、建設或

公務且急需來緬之外籍人士入境，申請人須向緬甸駐

香港總領事館提出簽證申請，獲准後搭乘該館指定航

班入境緬甸。

印

尼

因應Omicron疫情，印尼政府，2021年12月13 日頒

布法令規定，12月24日至明(2022)年1月2日期間在印

尼長途旅行應遵守以下防疫規範：

1. 未完整接種 COVID-19 疫苗之成年人(17 歲以

上)，不得在印尼境內長途旅行。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所有旅客均須出示完整 COVID-

19疫苗接種證明及24小時內之快篩陰性證明，12

歲以下孩童須出示72小時內之 PCR 篩檢陰性證

明，無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新

加

坡

從台灣入境新加坡相關流程：

1. (非新加坡公民或永居者)申請「航空通行證」(須

購買旅遊保險)或入境許可。

2. 取得登機前 2 天內之核酸檢測(PCR)或快篩(ART)

陰性檢測報告。

3. 登機前3天內上網填報健康聲明。

4. 預約抵達樟宜機場之核酸檢測。

日

本

日本政府因應 COVID-19，除特殊理由之外，目前原

則停止核發全世界新申請之簽證，亦無法以免簽證入

境日本。

東南亞國家入境管制重點摘要*

馬

來

西

亞

1. 2021年4月28日起，禁止所有航班往返馬國及印度

2. 暫時禁止外籍旅客前來旅遊，直到另行通知為。

若有相關問題，詳馬來西亞移民局網頁

泰

國

泰國政府12 月 22 日凌晨起，因應Omicron病毒，暫

緩 63 國及地區之完整接種旅客入境免隔離措施，將於

2022 年 1 月 4 日檢討成效及續行與否。

數據更新至2022年1月17日

*完整版請詳外交部領事館官網：

https：//www.boca.gov.tw/cp-56-5248-791bd-1.html

January 2022

https://esd.imi.gov.my/portal/latest-news/announcement/entry-restricts-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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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訊：第二季經濟復甦

印尼2021年經濟第二季開始復甦，Jokowi總統盼延續至

下半年

印尼Jokowi總統希望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國家經濟

復甦將繼續改善，這與全球復甦的目標是一致的。

Jokowi總統在上周二（2021/8/31）舉行的第 21 屆印尼

經濟學者協會 (ISEI)線上會議開幕式表示，全球製造業迅

速復甦增長，從進出口延伸至商品價格上漲。但儘管印

尼經濟增長在2021年第二季度呈現復甦訊號，但因疫情

關係，印尼繼續實施社區活動限制（PPKM）政策，對此

Jokowi總統在2021年第四季度及第三季度持較謹慎態

度。

另一方面，Jokowi總統表示，印尼通貨膨脹也開始出現

改善，與其他幾個通貨膨脹率飆升的國家相比，據說印

尼的情況相對較好。在出口方面，印尼2021年第二季度

也增長了31.8%，同期公共消費增長5.9%，投資部分也

增長了7.5%。同時，政府信心指數從97.6%上升到

115.6%，Jokowi總統說明，我們必須能夠抓住此次經濟

轉型的時機，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將依賴從消費產

業轉向製造生產。

印尼 8 月出口猛增 64%達到214億美元

印尼中央統計局（BPS）公布，2021年8月份出口額達到

214.2 億美元較上月（7月）增長20.95%。同時，與上年

同期相比，出口額飆升至64.1 %

BPS主管Margo 表示，石油和天然氣和非石油和天然氣

兩大類的月出口均有所增長，石油和天然氣部分增長了

7.48%，非石油和天然氣部分更增長 21.75%。

COVID-19 緩解 印尼的經濟逐步復甦

印尼自 2020 年第一季爆發 COVID-19 大流行，使經濟

狀況受到抑制和低迷，現在COVID-19 病例逐慚趨緩，

印尼經濟正在逐步復甦。

印尼財政部副部長 Suahasil Nazara 表示，到 2021 年

底，每天的 COVID-19 病例已經很低，經濟狀況開始好

轉。Suahasil 說，這種情況與去 (2020)年 5月 Delta變

體開始進入印尼時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人口流動的增加

將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也連帶對經濟變量產生影響，

例如勞動力增長、國家收入和其他活動。

Suahasil表示，即使COVID-19病例逐慚趨緩，公眾依舊

必須保持警惕、紀律嚴明並加強疫苗接種，因為像今年

(2021) 5月和7月這樣的風險再次發生並非不可能。他解

釋說，COVID-19 大流行確實給印尼國民經濟帶來了很

大壓力，2020年，印尼經濟進入負成長，甚至持續到

2021年第一季度。所幸國人共同遵守防疫規定，在 2021

年第二季度開始經濟由負轉正，第三季度也呈正增長，

他更樂觀預計印尼 2021 年整體將有機會增長 4%，並在

2022年將經濟增長帶到 5% - 5.5%的水平。

02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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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投資新訊：
外國人投資占比

03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January 2022

外國人對緬甸投資

緬甸自2021年2月初由軍方接管政權及COVID-19疫情等

雙重影響下，外國人投資到緬甸投資金額大幅下降。下

表顯示，外國人投資金額最高期是緬甸開放初期2010-

2011年度間，投資金額高達約200億美元，第二高係翁

山蘇姬帶領民盟黨選舉勝出年度2015-2016年度間，投

資金額達約95億美元，到2020-2021年間投資金額僅約

38億美元，大幅下降。

緬甸近年外人直接投資金額統計表

2021年12月間緬甸當地重大資訊

緬甸央行批准中緬邊境地區直接使用人民幣及緬元進行

貿易結算

緬甸央行於2021年12月14日發布第48/2021號公告，宣

布緬甸央行行使《外匯管理法》第17條及第22條之權

力，批准緬中邊境地區直接使用人民幣及緬元進行貿易

結算，旨在促進緬中雙邊貿易、便利貨物流通順暢、便

捷兩國支付與結算系統，以及符合東協金融整合之目

標，增加本國貨幣的使用。此前，邊境貿易商需要換算

貨幣後，方能進行結算。

緬甸移動網絡自 12 月 8 日起價格翻倍：

據緬甸當地用戶表示，自 12 月 8 日開始，移動網絡

(mobile data) 價格幾乎翻倍。緬甸主要電信公司係

MPT、Ooredoo、Telenor及Mytel等，其價格變化：

2021年間緬幣對美元之滙率波動大，由2月間緬甸央行

1,330緬幣對1美元，到9月間貶值到1,927緬幣對1美元，

貶值約45%，緬甸中央銀行在12月3日出售1,500萬美元

後，滙率12月間約1,778~1,785緬幣對1美元。市場匯率

曾到過3,200緬幣對1美元。

財政年度 外人投資件數
外人投資金
(百萬美元)

2009-2010 7 329.580

2010-2011 24 19,998.965

2011-2012 13 4,644.460

2012-2013 94 1,419.467

2013-2014 123 4,103.957

2014-2015 211 8,010.533

2015-2016 213 9,486.123

2016-2017 138 6,649.812

2017-2018 222 5,718.086

2018 (1/4/2018 –
30/9/2019)

367 5,923.18

2019-2020 
(1/10/2021 -
30/9/2021)

293 8,672.37

2021-2022 
(1/10/2021-
30/11/2021)

13 234.555

迪拉瓦經濟特區 122 2,128.302

資料來源：緬甸投資暨公司管理局(DICA)網站,2021.11.30

MPT Ooredoo/ Telenor

上漲後價格 935MB9l/1,799緬元 525MB/999緬元

之前價格 935MB/935緬元 925MB/999緬元

上漲率 192%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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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稅務更新：所得稅、
延長SME&LLP退稅期限

04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所得稅

馬來西亞更新稅收法案，將於明年上半年從海外匯回馬

國之收入課徵 3% 稅率，此舉動引起在新加坡工作之馬

來西亞稅務居民之關注。

逗留期間為評估稅務居民之條件

只要符合以下任何一項條件，一個人在納稅評估年度就

會被視為「稅務居民」：

⚫ 在馬國逗留滿182天。

⚫ 在馬國逗留少於182天，但這段時間與納稅評估年度

之前或之後的另一段滿182天的時間相連接；例如，

一個人即便在2021年逗留在馬國的時間少於182天，

但只要他在2020年或2022年身在馬國的時間滿182

天，且這段時間和2021年逗留時間相連接，2021年仍

可視為稅務居民。

⚫ 在馬國逗留滿90天，且在這之前的四年之間有任何三

年是納稅居民或逗留滿90天。

⚫ 在納稅評估年度之後年和前三年都屬納稅居民。

這和新馬簽署之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並無衝突，因為在新

加坡已繳的稅務可用以扣除在馬國所需繳納之稅款。

中小型企業及有限責任合夥企業之延長退稅期限

從 2021 年起生效，在Income Tax Act 1967（以下稱

ITA） 的第 6D 節起，合乎標準之中小型企業（以下稱

SME）或有限責任合夥企業（以下稱LLP）再開始運營

之課稅年度起，連續 3 年提供高達 RM20,000 的年度所

得稅退稅，前提是滿足所有其他規定之條件。退稅金額

同等於營運和資本所產出的費用，但每個課稅年限為

RM20,000。如果退稅超過對一個課稅年度徵收的所得

稅，超出的部分則不予考慮。 就該退還之金額而言，適

用ITA第21A（8）條中「運營」之定義。

現狀
授權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開

始營運之國內SME或是LLP退稅。

規劃
SME 或 LLP 開始運營資格期限將再延長

1 年，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生效日期 2022年1月1日

註解

ITA之規定，財政部可以對退稅施加條件。

然而，截至財務條例草案（Finance Bill）

刊發日期，並無任何在憲報刊登之法定命

令。適用條件也有可能追溯之任意條件，

並導致一些新創企業在無意中未遵守條件

而失去享有退稅之機會。

許多新創企業可能因COVID-19的影響，在

營運上遭受損失，並且大多數人預計在未

來 1 年左右的時間裡不會有或很少有課稅

所得。對於該提案則產生退稅效率之問題，

因為任何未使用的超額退稅都不能結轉。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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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更新：外國員工社保
繳納率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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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員工社保繳納率調高

越南社會保險法規定，自2022年1月起調高外國員工強制

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以下稱SI）繳納率。

為什麼重要

越南政府有必要開始執行 SI 強制政策，有助於確保外籍

員工的權利和義務，並為本地僱員提供公平的競爭環

境。該計劃允許參與者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自 SI 基金中

享受利益。

然而，參與 SI 計劃會增加雇主的僱用成本，並導致員工

淨所得潛在降低（取決於合約條款），尤其自 2022 年 1

月開始。

背景

第 143/2018/ND-CP 號議定引入的外籍員工 SI 計劃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生效。

一旦新規定於 2018 年 12 月生效後，符合特定條件的外

籍員工將受制於越南強制性 SI 繳納計劃。該計劃適用於

持有越南主管部門頒發的工作許可證/執業許可證/執業證

書的外國公民，在越南無固定期限勞動合約或一年及以

上固定期限勞動合約。

第 143/2018/ND-CP 號議定條款含眾多外籍員工。豁免

情形包含公司內部人員調動和達到越南法定退休年齡的

員工。

更多細節

外國僱員繳納率和權利以及適用於其雇主的費率分兩個

階段進行，詳情如下：

2021 年 7月至 2022年 6月期間，依據政府第 68/NQ-

CP號決議，因受 COVID-19流行病影響，雇主繳費率調

降 0.5%，作為對雇主的援助措施。

特定條件下，養老金得一次性領取。

階段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日起

繳費率 –僱主 3.5%
17.5% （或職業
意外及疾病高 風
險行業17.3%)

繳費率 –僱員 - 8%

權利 –僱員 生育及病假權
生育、病假、養
老及撫恤權

KPNG要點提示對於組織受 SI 繳納率影響的外派人員來

說，考慮有效的策略很重要。考慮因素包含：

⚫ 與員工明確溝通，並向他們及時更新政策，以促進參

與越南SI計劃員工對其義務和福利的了解；

⚫ 為2022年1月生效適用完整SI繳納，審核現行薪酬模

型、SI責任和成本預測。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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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更新：個人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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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COVID-19相關費用個人所得稅（PERSONANAL

INCOME TAX, PIT）及公司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CIT）稅務處理

2021年10月27越南稅務總局（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Taxation, GDT ） 2021年 10月 27 日，頒布關於

COVID-19費用稅務處理的第4110號公函（第4110公

函）。依據第4110公函，GDT羅列特定費用項目，倘費

用發生取具合法證明文件，則可做為公司所得稅費用扣

抵（Corporate Income Tax，CIT）但不列入僱員個人

所得稅計算，其中包括：

⚫ 僱員到海外出差時，在越南及海外依據相關主管機關

要求所發生的隔離費用（住宿、餐飲、COVID-19檢

測費用、自入境處或自僱員到隔離設施執行隔離措施

的交通費用、隔離設施內之生活費用等）；

⚫ COVID-19檢測費用、為僱員購買COVID-19檢測試劑

費用、購買工作場所預防COVID-19設備費用；及

⚫ 實施3T（三就地）工作計劃僱員的餐飲及住宿費用。

⚫ 第4110公函廣泛適用於各省稅務辦公室

⚫ 上述提及的PIT稅務處理適用於本地和外國僱員

⚫ 關於上述處理是否回溯適用於2020年COVID-19疫情

爆發時，以及是否適用於外國僱員首次進入越南開始

外派工作或探親返回越南後在越南發生隔離費用，仍

有待釐清。期待GDT就上述幾點做進一步澄清。

在第4110公函頒布前，GDT和一些地方稅務機關已對納

稅義務人提供外國僱員或特定僱員發生的隔離費用提供

指導，得做為CIT費用扣抵目的但仍應繳納PIT。第4110

公函提供的稅務處理很受商業團體的歡迎。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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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投資型式及優惠
措施

07 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簡介

外國投資型式

直接投資

⚫ 設立新的法人實體

⚫ 對現有法人實體進營出資／收購

⚫ 與其他當地或外國投資者簽訂商業合作合約

（Business Cooperation Contracts）

間接投資

⚫ 購買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股票、債券及其他有

價證券

⚫ 透過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投資

⚫ 透過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進行投資

商業據點形式

外國投資者可在越南設立以下形式的商業據點：

代表處

對於欲在越南投資或經商的外國組織而言，設立代表處

是企業早期或初創時最常見的形式之一。從法律層面來

看，代表處屬於外國企業實體的附屬單位，得依越南法

規從事市場調查和商業推廣活動，而在開展活動的過程

中，其所面對的主要限制在於：不得餐與任何具「直接

營業」質的活動。

分公司

就技術而言，外國企業實體在越南設立的分公司，均視

為該實體旗下的附屬單位，這類分公司之建立及其所從

事的活動，皆應按越南法律或該國締結之國際條約依法

進行。然而，從實務面來看，分公司在越南並非常見的

商業據點形式，因該國僅開放特定產業（銀行業、金融

業和營造業）的外國投資者於當地建立分公司。

法人實體

根據產業類別、投資者人數以及是否有上市打算等因素

而定；外國實體得於越南設立責任有限公司、合股公司

或合夥公司。

特點 責任有限公司 合股公司 合夥公司

所需成員／股東人數

１人（單一成員責人有限公司；）

２人（含）以上，但不超過50人

（多成員責人有限公司）

至少３名股東，且股東

人數無上限

⚫ 無限責任合夥人：至少兩名普通合夥人

（個人）

⚫ 有限責任合夥人（選擇性）：組資或個人

成員／股東責任 以投入公司之登記資本額多寡為限
以投入公司之登記資本

額多寡為限

⚫ 無限責任合夥人：無限制

⚫ 有限責任合夥人：以投入公司之登記資本

額多寡為限

發行債券 允許 允許 不允許

發行股份 不允許 允許 不允許

於證券交易所上市 不允許 允許 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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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投資型式及優惠
措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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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限定條件的營業項目

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版越南《投資法》中，列有

227項附帶限定條件的營業項目整合清單，其中的部份

條件特別適用於外國投資者。例如涉及貿易／經銷業、

物流服務業的內容。相關清單連同限制條件公告於越南

國家商業登記處入口網站：

https://dangkykinhdoanh.gov.vn/以及

https://dautunuocngoai.gov.vn/。

從事附帶限定條件營業項目的企業，須在各方面嚴格遵

守適用條件（即最低資本額、外資持股限制、設施與人

力要求、營業執照等等）。未能符合相關要求的企業，

除了可能遭政府機關開罰外，稅捐稽徵機關在處理其商

業支出方面的稅務時，也可能採取較不立的處置方式。

投資優惠

符合以下標準的投資項目，可享有相關投資優惠：

地點：投資項目位於社經條件艱困或極度艱困之地區，

或是作為特別用途的專區。

產業類別：投資項目屬於政府鼓勵投資之產業類別，例

如：高科技業、社會型產業（教育業、醫療業）、基礎

建設業等等。

其他：投資項目本身資本額高，或者從事輔助性工業產

品製造之產業。

合格投資項目可享有之投資優惠包括：

企業所得稅優惠：於投資項目之不分或完整期間內，享

有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即低於標準20%稅率）；於限

定期間內減免企業所得稅（詳細資訊請點閱以下連結）。

進口關稅優惠：若進口貨物之用途是作為固定資產、原

物料，或投資計劃之時師要件，則可免徵進口關稅。

土地租賃與土地使用稅優惠：減免土地租賃與土地使用

稅。

《越南投資手冊》下載專區

點此開啟檔案

January 2022

https://dangkykinhdoanh.gov.vn/
https://dautunuocngoai.gov.vn/
https://bit.ly/2MMOsz9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據一項調查顯示，亞太地區有大量租稅優惠低於全球

最低稅率。隨著 BEPS 2.0改革的快速推進，各國政府需

即時擬定相關的因應對策，即使在國內不採用規則的情

況下，也可以有效地抵消其租稅優惠。

簡介

2021年10月8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下簡稱OECD)

BEPS 包容性框架(IF)公告就新的全球租稅框架之原則及

關鍵稅率已達成多數協議，該框架截至11月4日止141個

IF成員國中，已獲得137個成員國的支持。

BEPS 2.0分為以下兩部分。

第一支柱

全球營收超過200億歐元且稅前淨利率超過10%的大型

跨國集團，剩餘利潤(超過淨利率10%之利潤)之25%重

新分配予消費市場所在地國。

第二支柱

第二支柱係特定為跨國企業所設定的15%全球最低稅

率，適用於全球營業額為7.5億歐元以上的企業，但預計

某些國家/地區在適用時將有不同的門檻限制。

有關第一支柱及第二支柱細節，請詳KPMG國際稅務新

知10月號。

全球最低稅率對亞太地區租稅優惠之影響

亞太地區先前對於BEPS改革的採用率一直很低。針對

BEPS 2.0措施，在包容性框架17個成員國中，已有16個

成員國簽署協議，同意在適當的時間實施改革(斯里蘭卡

尚未簽署)。然而，該地區的一些非包容性框架成員國，

願意採用改革措施之可能性不高。

惟要注意的是，第二支柱與其他之前BEPS 1.0措施較為

不同，後者只會對有採取此措施的國家或地區造成影

響。若納稅義務人適用租稅優惠導致有效稅率(ETR)低於

15%，則在另一個租稅管轄區(通常在最終母公司所在

地)可能須支付額外的補充稅負。換句話說，不論子公司

的租稅管轄區是否採用第二支柱，都會對該區產生間接

影響，以集團層面來說，任何地區提供的租稅優惠已被

抵消。

全球最低稅率目前固定在15%。接下來的問題是 — 如果

別的國家或地區可透過規定將租稅優惠收回(使該國稅收

增加)，那這國家或地區是否仍會繼續提供豐厚的租稅優

惠(以稅收做為代價)？

在KPMG對亞太地區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現有超過40

個主要的租稅優惠制度，可能會受到第二支柱措施的影

響，一旦將優惠措施的特定產業別差異考慮在內，受影

響的數量會顯著增加。

免稅假期及經濟特區

亞太地區至少有14個租稅管轄區為特定產業提供免稅假

期的優惠，尤其集中在製造業和發電產業。除此之外，

至少有9個國家給予在經濟特區設立公司的企業優惠稅

率。這兩項租稅優惠措施通常使稅率在一定時間(從3年

到20年不等，但大多數不超過10年)內為零，而往後的時

間也持續可以適用較低的稅率。

由於這些租稅優惠通常給予公司應稅收入適用零稅率之

優惠，是最有可能被第二支柱措施抵消的。

特定行業和活動的租稅優惠

至少有7個租稅管轄區根據特定營業活動或產業提供低稅

率優惠措施(包括區域總部、資金中心、智慧財產權、全

球貿易、金融服務、航運和飛機租賃)。

在多數情況下，優惠稅率介於5%至10%之間，且優惠

僅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收入，因此在實務上，這些公司的

有效稅率可能更高。在第二支柱施行後，較低的優惠稅

率可能無法持續留存，但稅率較高的優惠仍有可能繼續

存在。

09   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簡介

亞洲：BEPS對亞太地區租稅
優惠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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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獎勵以及增加扣除額

亞太地區有數個租稅管轄區為某些產業提供研發獎勵或

增加扣除額，其形式可以是不可退還/可退還的稅額抵

免、增加、加速扣除額或給予補助。

根據2020年發布的Blueprint，四年內可退還的補助和稅

額扣抵可能被視為收入，而不是第二支柱下的稅收減

少，因此與不可退還的稅額抵免或增加扣除額相比，其

ETR更高。至於公司稅率較高的租稅管轄區在改變其研

發獎勵措施之前，可能會先採取「觀望」的方式，因為

它們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活動，故不一定會將ETR拉低

至全球最低稅率以下。

豁免收入類別

不同的租稅管轄區為某些類型的收入提供免稅優惠，例

如政府債券、債務證券和創投投資。此外，香港、新加

坡和馬來西亞等屬地或半屬地主義地區的外國來源和資

本利得免稅。

第二支柱的影響將取決於此類收入的比例是否足以將有

效稅率降低至15%以下。對於優惠稅率接近此水平的租

稅管轄區來說，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而對歐盟黑名單/

灰名單國家來說，未來的免稅收入類別可能將減少。

名目稅率

澳門公司稅率為12%，是亞太區唯一名目稅率低於15%

的租稅管轄區。

亞太區的租稅優惠類型摘要如附表(不包括稅率高於15%

的租稅優惠措施和正在廢除的優惠措施)。

減輕因素

在第二支柱中有些設計應可減輕對一些跨國集團的

影響。

領域混合法允許以彙總基礎計算在同一管轄區內集團所

有企業實體的ETR。因此對位於主要市場國或區域的跨

國企業來說，可能有同時無法享受租稅優惠的企業實體

(例如：銷售公司)和可享租稅優惠的企業實體(例如：製

造、研發)。考慮到領域混合法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護」

這些租稅優惠措施，這些主要市場國或地區也許在第二

支柱實施後，能有效地繼續提供租稅優惠。

此外，根據公式化實質排除方式，排除10%薪資費用以

及8%有形資產(在10年過渡期間逐漸降低至5%)也可能

會減少受影響程度，特別是採成本加成的製造活動。然

而，對高利潤營業活動來說，影響可能並不顯著。

對享有優惠稅率的最終母公司來說，徵稅不足之支出規

定(UTPR)的開始日期推延到2024年是有助益的。針對海

外業務規模尚小的集團，在第二支柱實施前將有額外的5

年時間來因應。

可能的因應政策

由於租稅優惠可能被第二支柱抵消，亞太地區的一些國

家已經開始找尋替代方案。

⚫ 目前看來最優惠的措施很可能會被取消，或者稅率將

被提高。當其他租稅管轄區可以透過課徵補充稅負的

方式收回利益時，許多租稅管轄區不會傾向於保持免

稅或低稅率的租稅優惠。

⚫ 對跨國企業而言，若全球能節省的稅負是有限的，則

其欲滿足嚴格優惠條件的意願將不高(例如員工人數

或最低投資額)。然而，在領域混合法帶來的好處

下，低於特定(例如10%)的優惠稅率可能無法延續，

但如在某特定稅率以上的優惠稅率便可以繼續留存。

⚫ 亞太地區的一些租稅管轄區也在為符合範圍的跨國企

業，尋求能替代全球最低稅率的方案。此舉將允許對

範圍外的納稅義務人維持租稅優惠措施，同時也確保

任何補充至15% ETR的稅收都是由當地的租稅管轄區

徵收，而非在其他租稅管轄區徵收。雖然實施兩層稅

務系統措施增加更多複雜性，並可能抑制更多租稅優

惠，但15%替代稅率仍持續鼓勵外國投資，因為15%

仍遠低於世界多數國家的名目企業稅率。但是，另一

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應予課稅規定(STTR)對某些範

圍內的付款，就所得稅率低於9%的部分可課徵差

額。替代方案通常適用於企業實體而非支付層面，因

此STTR仍可能有開放的議題待討論。

⚫ 如先前所述，根據目前的提案，給予補助及符合資格

的可退還稅收抵免與不可退還的稅收抵免相比，ETR

減少的幅度較小，這可能會鼓勵用給予現金補助的方

式來取代現有的租稅優惠，以鼓勵某些類型的投資。

然而，要能設計出與原租稅優惠相同水平的替代措

施，確實仍存有一些挑戰。另外，已經有人在討論如

何設計第二支柱新機制，以阻止租稅管轄區透過補助

方式來複製租稅優惠。

⚫ 政府也需考慮其他非租稅優惠的替代方案，其中可能

包括薪資獎勵措施或減輕法規遵循負擔等。

亞太地區中部分租稅管轄區可能會發現自己是這些變化

的純受益者。部分跨國企業可同時擁有無法享受租稅優

惠以及可享受租稅優惠的企業實體，而擁有較多此類跨

國企業的租稅管轄地較有機會受惠，因為該地能透過領

域混合法允許以彙總基礎計算保護原租稅優惠。相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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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租稅管轄地擁有較多「享有優惠的單一營業活動實

體」(例如：受益於免稅假期的製造型公司)，可能會受

到較不利的影響，透過重組以集中營運可以加強領域混

合法的優勢。

各國政府應對BEPS第一及第二支柱的措施迅速做出反

應，因為不確定性會使企業的中、長期業務規劃變得更

具挑戰性，並有可能抑制企業的投資活動。

跨國企業應考量哪些事情？

詳細規則預計在2021年11月下旬發布，各租稅管轄區應

在2022年間在其國內進行相關措施立法，並在2023年開

始生效，跨國企業需要迅速採取應變措施。

對美國跨國企業來說，時程將更加緊湊，因美國綠皮書

指出美國打算更新的GILTI規則，預計在2021年12月31

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稅年度生效。

現有的租稅優惠可能在未來的3到18個月內被抵消，跨國

企業幾乎沒有時間研究這些措施的影響，並重新評估集

團架構、持有的智慧財產權、財務安排和全球供應鏈。

為執行第二支柱符合規定的要求，集團財會系統亦須在

有限時間內升級成能擷取複雜數據的系統。

由於第二支柱並未對現有的架構或租稅優惠提供過渡性

救濟，這可能會顯著增加固定營業活動的長期投資承諾

成本，對企業影響程度將取決於享有優惠的企業實體之

利潤率，因此建立影響及敏感性分析模型有助於企業及

早規劃因應對策。

隨著包容性框架的主要立場逐漸達成共識，建議可能受

到影響的台商，例如因美中貿易戰或是疫情而至東南亞

國家設廠調整供應鏈，至當地建立第二生產基地而享受

當地政府給予的所得稅減免及優惠，使ETR小於15%，

應隨時注意當地政府立法動態以及早因應。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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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簡介

租稅管轄區 免稅假期 經濟特區
區域總部/
資金中心/IP

其他移動活動
不可退還的R&D

稅額扣抵
增加扣除額 免稅收入

澳洲*

孟加拉

汶萊*

柬埔寨

中國大陸*

斐濟

香港*

印度*

印尼*

日本*

韓國*

寮國

澳門

馬來西亞*

緬甸

紐西蘭*

巴基斯坦*

巴布亞紐幾內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斯里蘭卡

台灣

泰國*

越南*

*於2021年10月簽署包容性框架協議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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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 (10-12月)之進項憑證於

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娛樂稅

1月1日 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營業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月1日 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月1日 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2月7日

110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

單、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以無形資產或專門技術作價

投資案件之申報表、申報憑單、申報書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

報。(法定申報截止日111年1月31日，因適逢春節假期順延)

所得稅

1月1日 2月10日
扣繳單位寄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

報憑單予納稅義務人。
所得稅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pmg-taiwan-tax/id1235970782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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