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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許多新創公司常見在外國架設上層母公司，並且由

外國母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予台灣新創公司之員工

做為員工獎勵，究其原因係考量到境外地區在公司法規

上較具彈性且稅負較低，因此新創公司多採用此種股權

架構以及員工激勵機制。

在上述員工認股權安排下，台灣員工執行外國公司發行

的認股權之所得，按所得稅法規定為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應按照其他所得類型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然而，

在稅務實務案件中，不乏台灣公司員工認為其所得應為

海外所得或主張依境內居留天數比例計算其他所得。

另外，就該員工認股權計劃執行上，採由外國母公司直

接將員工認股權給付予台灣子公司員工，或是採由台灣

子公司以外國員工認股權支付其員工之方式時，台灣子

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認列應如何處理及相應之稅

法上申報義務為何，均值得公司注意。本期稅務爭議預

防與解決月刊，將整理上述議題，並藉由相關函釋及行

政法院判決，提醒台灣新創公司及納稅者於執行員工認

股權計劃時，應特別留意之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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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甲為台灣A新創公司員工，其取得並執行A之外國母公司所發行之認股權時，甲員工及A公司之稅負影響分別為

何? 如果係由A公司將外國母公司所發行之認股權給付予甲且A公司於帳上分攤該認股權之成本，則對甲及A公

司之稅負影響有何不同？

2022年6月

案例分析

一、台灣新創公司常見的員工獎勵機制設計

台灣許多新創公司選擇配發其外國母公司或總公司發行

之員工認股權憑證作為激勵員工之工具，其主要原因有

幾點。首先，和境外地區相比，台灣的公司法規限制較

多。在2018年修法前台灣公司法不允許公司發行低面

額股與無面額股，特別股能做的設計也較少；此外台灣

要求公司設立時須驗資，而資金有限的新創多以技術入

股，然技術出資的驗資難度較高。相較之下境外的公司

法制度較靈活，對需要更多彈性的新創更有吸引力。

其次，台灣的技術入股之課稅規定，使新創的技術股股

東可能在出資階段即須繳稅；另外在CFC制度上路前，

若採境外股權架構，則台灣公司若將盈餘匯到境外後保

留不分配，台灣股東通常不會有額外稅負，顯然設境外

公司有節稅優勢。

再者，新創公司在創立初期通常資源有限，難以支付高

額獎金來激勵員工，因此改以發放員工認股權作為報

酬，以提升核心團隊成員對公司的向心力。

綜上，由於境外公司法制較靈活且有節稅優勢，台灣新

創大多設境外公司以持有台灣子公司或分公司，又為留

(台灣公司)  

(境外母公司)由外國公司將外
國公司發行的員
工認股權直接給
付予員工

雇傭契約

(員工)  

(台灣)  

(境外)  

(台灣公司)  

(境外母公司)

由本國公司以外國公司發行
的員工認股權支付予員工

雇傭契約

(員工)  

(台灣)  

(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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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攬才，故配發該境外母公司或總公司發行之員工認股

權憑證予台灣公司聘任之員工。

二、台灣公司員工執行外國母公司或總公司員工認股權

之稅負影響

上述員工認股權安排可能發生之課稅問題，可分別從員

工及本國營利事業兩方面探討：

(一) 員工其他所得之認定

首先，按所得稅法第8條第3款及「所得稅法第8 條規定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4點規定意旨，個人在

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取得之各種薪資所得、執行專門

職業之所得及其他因提供勞務所獲得之補償性報酬或福

利等，均為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之報酬，屬中

華民國來源所得。

因此，若員工任職於我國境內營利事業，其實際提供勞

務地點是在中華民國境內，又員工係基於為公司提供勞

務為對價而取得員工認股權，則縱然該員工認股權係由

外國關係企業所發行，員工執行認股權所取得股票之時

價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仍屬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

勞務之報酬，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並非海外所得。

其次，在所得類別上，依照財政部96年台財稅字第

09604503990號函令以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6年7月

31日新聞稿，上述認股價差其性質非屬薪資所得，而

係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

得」，應計入執行權利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依法

課徵所得稅。

(二) 我國境內營利事業之稅負影響

依94年台財稅字第09404528910號函令意旨與稽徵實

務，若外國公司發行之員工認股權並非由外國公司直接

給付境內營利事業之員工，而係由境內營利事業以外國

公司之員工認股權支付予其員工，且境內營利事業有分

攤該認股權之成本，則境內營利事業可在員工執行認股

權之當年度，將該認股權之酬勞成本，依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71條規定核實認列為薪資支出。

惟應注意的是，上開員工認股權之酬勞成本，應依「外

國公司認股權證之公平價值或內含價值」來計算以認列

薪資費用，而非依員工認股權執行日股票時價超過認股

價格的差額來計算。實則，員工認股價格與股票時價之

差額，依上述說明應屬員工個人之其他所得，尚非屬公

司得認列之損費科目（財政部101年6月18日新聞稿參

照）。

另外，財政部為能掌握稅源，故規定我國境內公司之員

工取得並執行外國公司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時，我國公司

應於每年1月底前，將上一年度執行認股權之員工資料

及我國來源所得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填發免扣繳

憑單予納稅義務人（94年台財稅字第09404527550號

函令參照）。

綜上，依由外國公司直接將員工認股權給付予本國公司

員工之方式，或是採由本國公司以外國員工認股權支付

員工之方式，可歸納員工及我國公司之課稅方式如下：

2022年6月

員工 本國營利事業

由外國公司直接給付員工認股權予本

國公司員工

取得股票之時價超過認股價格

之差額，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之其他所得

不影響所得；應填報免扣繳憑單

由本國公司以外國公司員工認股權支

付其員工，且本國公司有分攤該認股

權成本

同上

可認列薪資支出（以國外公司認股權證之

公平價值計算認股權之酬勞成本）；應填

報免扣繳憑單

(三) 其他員工所得認定之爭議

在過往實務中，曾有納稅人就其執行外國員工認股權的

課稅發生爭議，以不同理由主張其取得的價差利益

為海外所得，或主張依境內居留天數比例計算其他所

得，惟皆遭稅捐稽徵機關與行政法院加以否定，其相關

實務見解整理如下，提醒納稅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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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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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函釋/判決字號 納稅人主張 vs 實務見解

台灣公司並未分攤外國員

工認股權成本，是否影響

台灣來源所得之判斷？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

第 133 號判決

納稅人主張：員工認股權係由外國母公司發行，且台灣公司

並未於帳上負擔或分攤該認股權之成本費用，則該認股權非

屬台灣公司所給付的勞務報酬，故應屬海外所得。

實務見解：只要取得該員工認股權之原因事實係「在中華民

國境內提供勞務而取得之報酬」，則不問該報酬之給付地是

否在境內，亦不問境內子公司是否分攤國外母公司所支付之

報酬，均屬我國來源所得。

執行外國員工認股權取得

之價差利益，是否得「按

境內居留天數比例」計算

其他所得，或需「全額」

歸課其他所得？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

第 133 號判決、94年台財稅

字第09404527550號函、

84年台財稅字第841629949

號函

納稅人主張：其在任職台灣公司期間經常有國外出差，故就

其執行外國母公司發行之認股權之所得，主張依94年台財稅

字第09404527550號函令（「94年函」），按取得認股權日

至得請求履約之始日之期間內，在我國境內居留之天數佔該

期間之比例，計算我國來源所得。

實務見解：受雇於外國公司而「派駐」台灣境內公司者，始

可依94年函按境內居留天數比例計算其執行外國認股權之台

灣來源所得。而受雇於台灣公司者，縱有國外出差，仍需按

認股價差「全額」歸課其他所得。

員工於離職後始於境外執

行外國員工認股權，是否

仍屬台灣來源之其他所得?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簡

字第 130號判決

納稅人主張：其自台灣公司離職後，方於境外執行外國總公

司發行之員工認股權，且股票出售過程及價差取得地皆在境

外，故為海外所得。

實務見解：員工提供勞務地在中華民國境內，且其取得該股

票選擇權價差，係台灣公司基於其提供勞務及工作表現而給

予之報酬，則縱員工離職或退休後始執行其受僱期間取得之

認股權，該認股價差仍屬其他所得，而非境外所得。

由於境外地區的公司法制較寬鬆而允許較彈性的股權設

計，在台灣新創界十分流行設立境外公司並發放該境外

公司發行之員工認股權予台灣員工。在本國公司員工取

得外國公司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提醒員工應注意課稅

時點及適用的稅率。員工認股權之課稅時間點為「執行

權利日」，也就是員工行使認股權而取得並可自由處分

該股票之日，並非將股票實際出售取得現金時。此外，

行使認股權取得價差利益係其他所得，應併入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課稅，可能適用較高稅率，而非屬適用20%稅

率之海外所得。故若員工執行認股權所獲得之價差龐大

時，可能須籌措現金繳稅。

另外，本國公司配發外國公司的員工認股權時，提請公

司注意須區辨係採由外國公司直接給付予本國公司員工

之方式，或是採由本國公司以外國員工認股權支付其員

工並分攤認股權成本之方式，而有不同稅負效果—僅有

在後者的情況，本國公司才可將該認股權之酬勞成本，

依該認股權證之公平價值或內含價值計算，核實認列為

薪資支出。另外，無論採何種給付方式，本國公司均應

填報免扣繳憑單，亦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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