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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全球疫情彙總

東南亞國家疫情狀態

01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國家/地區 確診 死亡

全球 566,632,795 6,379,544

台灣 4,337,076 8,318

泰國 4,565,854 31,050

越南 10,763,694 43,091

馬來西亞 4,635,648 35,878

新加坡 1,626,360 1,463

印尼 6,149,084 156,875

緬甸 613,871 19,434

越

南

1. 越南籍公民、居民。

2. 已持有有效簽證、申請落地簽需搭配入境許可函

(Approval Letter)之旅客。

3. 入境後需進行10天自我健康管理。

緬

甸

1. 須出示完整疫苗接種證明 (12歲以下兒童可免

除，但須與完整接種父母或監護人同行)，或航班

抵達前48小時內RT-PCR英文版陰性檢測報告(6

歲以下之兒童可免除，檢測報告資料須與入境緬

甸證件相符)。 *未持上述任一文件之旅客，入

境須隔離3天(外籍旅客須自費隔離期間所有相關

費用)*

2. 須向緬甸保險公司購買COVID-19醫療保險證

明。

印

尼

1. 外籍旅客除原有簽證外，自2022年5月30日起，

擴大落地簽(VOA) 適用(包括台灣)在內等 72 國

旅客

2. 外國籍旅客 - 須完整接種疫苗。

新

加

坡

從台灣入境新加坡相關流程：

1. 入境前兩週已完整接種疫苗旅客皆可入境。

2. 完整接種疫苗旅客不需隔離及入境採檢；未接種

疫苗或部分接種疫苗之旅客需居家隔離7天。

日

本

1. 外籍旅客皆須申請簽證入境。

2. 2022年6月1日起(當地時間)，台灣出發旅客無論

疫苗接種狀態，入境免隔離採檢。

東南亞國家入境管制重點摘要*

馬

來

西

亞

1. 持有合法旅遊證件之外國旅客入境，無需再申請

MyTravelPass。

2. 台灣出發旅客需備妥在馬來西亞停留期間行程、

回程或前往第3國/地區機票、於停留期間每日生活

費100美元之財力證明，得以免簽證 (最長停留30

天，不得辦理延簽) 方式入境。

3. 除13歲以上完整接種疫苗及12以下有無接種疫苗

之旅客，其餘旅客皆須提交航班起飛前2日內RT-

PCR陰性報告。

泰

國

7 月 1 日以後入境泰國者，須備妥簽證及完整疫苗接

種證明(紙本黃卡或電子疫苗接種證明)或搭機前 72 小

時內之 RT-PCR 檢測或醫院開立之專業快篩陰性證明

即可入境。

數據更新至2022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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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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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稅務快訊：有形固定資
產增值稅執行的附加指南

02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柬埔寨稅務局於2022年6月7日發佈第12093號指令，以補充根據2020年6月22日的第15301號指令關於已終止使用固定

資產的增值稅處理。

根據第12093號指令，「終止使用的有形固定資產」是指企業在經營中擁有超過 1 年未使用的所有有形資產。

以下是對營業中終止使用的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執行概述：

July 2022

交易 增值稅執行

終止使用，作出售處理的固定資產
（無論是處於可用狀態或是作為廢料）

⚫ 無論是否收到增值稅進項抵免，均需繳納10%的增值
稅。

終止使用，銷毀或損壞，或沒有價 值出售的固定資產

⚫ 無需繳納10%的增值稅，但納稅人必須提供可驗憑證
來支援受損壞的固定資產狀態。

⚫ 針對剩餘會計帳簿價值至少為20萬瑞爾（約50美元）
的固定資產，納稅人必須在銷毀前至少提前10天工作
日通知柬埔寨稅務局（GDT），以便柬埔寨稅務局可
以派遣稅務官員見證／審查固定資產的銷毀。

具有增值稅進項抵免的終止使用固定資產，以及被用為
慈善捐款

⚫ 不被視為出售，及無需繳納增值稅和／或所得稅
（ToI），但須符合以下標準：

⚫ 第2類型的固定資產：經使用超過3年，和每個固定資
產的剩餘會計帳簿價值為100萬瑞爾（約250美元）
以下。

⚫ 第3和4類型的固定資產：經使用超過5年，和每個固
定資產的剩餘會計帳簿價值為200萬瑞爾（約500美
元）以下。

尚未使用，具有增值稅進項的新建／購買的第1類型的固
定資產

⚫ 不被視為出售，而且無需要繳納增值稅。

第1類型固定資產（具有增值稅進項），超過1年後終止
使用。

⚫ 納稅人應通知柬埔寨稅務局並提供終止使用的適當理
由，以便此類固定資產免繳10%的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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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法規新知：柬埔寨勞工
法規定人員退休金專案的執行

03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柬埔寨勞工與職業培訓部（MLVT）和經濟與財政部

（MoEF）— 2022年6月28日的第165/22號部際部長

令，關於柬埔寨勞工法規定人員退休金社會保障專案的

執行

2022年6月28日，柬埔寨勞工與職業培訓部和經濟與財政

部發佈了部際部長令，發佈關於柬埔寨勞工法規定人員

退休金社會保障專案的執行（第165號部際部長令）。本

部長令的目的是為了確定根據第32號次級法令的第39條

規定，關於柬埔寨勞工法規定的人員退休金社會保障專

案（第32號次級法令）的執行日期。

根據柬埔寨勞工法規定人員退休金社會保障專案將於

2022年7月1日起開始生效。

關於第32號次級法令的詳情，可參考我們於2021年5月發

佈的法規新知，您可通過以下連結下載：勞工 - 柬埔寨王

國政府勞工法規定人員退休金專案 - 2021年3月4日的第

32號部長令關於柬埔寨勞工法規定人員退休金社會保障

專案

如果您對計算繳款退休金和遵循養退休社會保障專案事

宜需要任何支援與協助，我們非常樂意提供相關支援。

July 2022

https://urldefense.com/v3/__https:/29bb37d36e4a4a70a9a35b2b4966a3ce.svc.dynamics.com/t/t/pSMhxF9SB8U48QTxeBuEITaQcJFoahCI0KhNSfZ168Ax/J0e2IXorP2SPqPohA6HcydSDiDbgld1vo6CqTII2FfQx__;!!N8Xdb1VRTUMlZeI!iLfVQGKNp26ypbaGNpLwsLHctJmt6HAyAfj92CAXsakN4oUIYflcv_1nRWnlrxfoo0ovoaKcrJk5YevPcO55kbr2Ow8i6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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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稅務新知：食品安全法

04 東南亞各國時勢更新

2022年6月28日，《食品安全法》（LFS）通過皇家法令

第NS/RKM/0622/006號頒佈，制定了所有食品生產鏈管

理的框架和機制，以提供所有消費者健康保護和食品安

全的保障，並確保食品業界的誠信運作。

柬埔寨商務部（MoC）將作為與相關部門協調品質管制

和食品安全的權威機構。此外，柬埔寨商務部（MoC）

也作為食品監察員，並擁有許可權跟其他相關部門發佈

相關部際部長令，以發佈有關食品安全要求的指令。柬

埔寨商務部（MoC）還將創建一個系統，以向公眾回答

食品安全相關問題。

所有與食品業營運相關的人員都在《食品安全法》的管

轄之下，其中包括食品生產、食品加工或包裝、食品分

銷以及在市場上的食品銷售。《食品安全法》也針對食

品進出口制定相關要求。

針對任何違反或不遵循食品安全法的行為，應處以罰款

和/或處罰。

Jul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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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設立公司
要求及基本稅制

05 東南亞國家投資環境簡介

項目 重點內容

資本額

必須至少有 1名持有最低資本額 1令吉股份的

認股人。沒有法定公積要求。資本額可以現金

或其他形式，若為其他形式，其價值必須由獨

立第三方來估價。

公司設立

型態

商業組織主要類型包括：

⚫ 有限公司（公開發行或私人股份有限公

司）

⚫ 外國公司在當地的分支機構

⚫ 代表辦事處

⚫ 無限／有限責任合夥

⚫ 獨資企業

股東人數

沒有居民或國籍的限制要求。對於私人有限公

司，股東的上限為 50 人，不包含公司或其子

公司的雇員和前雇員。

董事人數

⚫ 私人有限公司須至少 1名董事

⚫ 公開發行公司須至少 2名董事

⚫ 董事應為年滿 18歲以上之自然人，且在馬

來西亞長期居住或僅在馬來西亞居住。

最高外資控

股百分比

馬來西亞自 2003 年 6 月 17 日起解除對所有

製造業項目的股權限制，在 2003 年 6 月 17

日以前所約定的股權分配及外銷比率條件，將

仍舊維持，惟可向MIDA申請撤銷該等條件限

制，主管機關將視個案考慮。

股票種類 普通股、特別股

July 2022

外國投資者成立公司要求

儘管對特定領域的投資實施限制，馬來西亞政府總體上

非常鼓勵外國投資。隨著2009 年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廢

除，馬來西亞取消了70％的全面外國股權上限，儘管取

消了一般上限，但某些行業仍存在外國股權限制。

允許產業

製造業通常允許100％的外國股權，服務部門則存在大多

數限制，然而政府自2009年開始實行服務業子行業自由

化，允許外資參股，預計128個子行業（包括衛生與社會

服務業、旅遊業、運輸業、商務服務業，電腦及相關服

務業）將實現自由化。為了促進投資，馬來西亞成立了

審批服務業領域投資的全國委員會。

⚫ 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和伊斯蘭保險（伊斯蘭保險）運

營商：上限為 70％

⚫ 電信、網絡設施提供、網路服務提供：上限為 70％

⚫ 油和氣：供應石油和天然氣之上游端，由國有企業馬

來西亞國家石油（Petronas）控制，外國公司可以與

當地公司合作提供石油和天然氣服務。外國參與者不

可持有超過49％的之股權。

⚫ 法律服務：外國人不可建立法律服務公司，外國律師

事務所可與當地公司簽訂合夥協議或建立當地代表

處。

外國投資者可設立之公司類型

⚫ 在當地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 在馬來西亞登記外國分支機構促進出口企業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

點此開啟檔案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factsheet/tw-atp-malaysia-factsheet-20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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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業務發展中心參加
2022年亞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理監會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監會

一年一度的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監會於2022年7月18

號(一)台中舉行，除了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親臨現場外，

包括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台中市長盧秀燕、經濟部長

王美花、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以及世界及亞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各區總會長及會員等參與。

過去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海外業務發展中

心(ATP)在海外地區之長期互動及合作下並與台商總會保

有密切的聯繫，本次參與池世欽專業策略長與KPMG亞

太區ESG負責人黃正忠董事總經理、關春修資深合夥會

計師、ATP吳政諺主持會計師、丁傳倫協同主持會計

師、越南區吳俊源主持會計師、新馬區趙敏如主持會計

師、日本區陳彥富會計師以及吳紹禎副總經理等人，參

與交接典禮與餐會，並與政商名流及海外台商互動，現

場交流相當熱絡。

受邀於當日進行專題演講的KPMG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

司董事總經理黃正忠表示，在先進國家的帶領下，愈來

愈多國家監管要求企業融資必須提出明確「碳帳」，包

括當前台商投資重點地區之一的東協國家。他說，「碳

帳不能變混帳」已是大勢所趨，也是公司能不能有更好

業務發展的「入門票」。

在2050淨零排放的全球目標下，包括美國、台灣、泰

國、越南、馬來西亞等愈來愈多國家證券交易所等投融

資機構，要求企業披露「碳帳」，或公司的永續發展報

告書，才能提供企業進行轉型、擴產、併購所需的資

本。黃正忠表示，這代表企業必須從過去只須注重EPS

（短線、有形），變成還須注重ESG（長線、無形）。

黃正忠最後建議，企業要把ESG當作是公司的創新、成

長及發展，還有做業務宣傳、 跟客戶之間互動一個很重

要的概念。共同朝向低碳、永續的經濟體系前進，搭配

客製化的治理及風險管理，達到市場所期待與要求，並

提升企業財務上及非財務上資訊的可信度，達到良好的

公司治理績效，並有效發揮產品及服務的影響力，進而

永續轉型。

KPMG海外業務發展中心透過交流午、晚宴與現場嘉賓

互動下，除了與各部會保持良好，亦與亞洲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理監事們及會員深化交流，進一步認識彼此，提

升長期下來合作品質，並在未來更加密切之合作下，提

供專業認知及服務，化解海外台商面臨之挑戰。

06 活動花絮 July 2022

互動照片

由左到右：ESG侯家楷經理、日本區陳彥富執業會計師、越南區吳俊源主持會計師、新馬區
趙敏如主持會計師、關春修資深會計師、ESG負責人黃正忠董事總經理、池世欽專業策略長、
ATP丁傳倫協同主持會計師、ATP吳政諺主持會計師、吳紹禎副總經理、ESG郭怡伶顧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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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知識音浪

由本所精通各產業的會計師、顧問團隊輪番上

陣，精闢解析產業趨勢及時事議題的獨到觀點。

每週二、五推出全新內容。

各大平台同步上線，記得訂閱起來！

請搜尋：KPMG知識音浪，或透過右方連結收聽

KPMG知識音浪 Podcast

「錢」進東南亞搶攻商機！戰疫下
的新南向投資，給企業的策略思考
與經營方針

KPMG知識音浪節目邀請稅務投資部營運長陳

彩凰、海外業務發展中心主持會計師吳政諺及

協同主持會計師丁傳倫，與你分享：「錢」進

東南亞搶攻商機！戰疫下的新南向投資，給企

業的策略思考與經營方針

通貨膨脹、烏俄戰爭、斷鏈塞港，後疫情時代的過渡

期，黑天鵝局勢不斷、新衝擊接踵而來！

台商投資東南亞，決策時間拉長，面臨不同困境及現

象：

⚫ 原物料及人力成本上漲、中國廠房產能閒置

⚫ 租稅優惠較利於大型企業、東協人才欠缺

⚫ 業傾向優先購買土地之低成本考量

政府推出了哪些新南向優惠政策？企業如何妥善應用自

由貿易網絡助攻東協投資佈局？KPMG深耕東南亞經貿

發展多年，匯集了哪些產官學資源及經營優勢？

成功「錢」進東南亞，給企業的三大建議：

⚫ 做好VUCA時代下的風險管理，為企業加值、避免扣

分

⚫ 穩定現金流，並強化組織內部韌性

⚫ 完善稅務治理與法規遵循，避免額外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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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Podcasts

Spotify

Google Podcasts

SoundOn

SOUNDCLOUD

http://apple.co/35PHWRS
https://open.spotify.com/show/2ATZZGTTBhqWkFXfynucHh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Nsb3VkLmNvbS91c2Vycy9zb3VuZGNsb3VkOnVzZXJzOjkzMDYzODUxMi9zb3VuZHMucnNz?sa=X&ved=2ahUKEwiSsPafoK_uAhUSDpQKHbAZDggQ9sEGegQIARAC
http://bit.ly/2LpLlA7
https://soundcloud.com/kpmgtaiwan
https://podcast.kkbox.com/channel/CqXkidf6Pw09k6OH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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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知識音浪

由本所精通各產業的會計師、顧問團隊輪番上

陣，精闢解析產業趨勢及時事議題的獨到觀點。

每週二、五推出全新內容。

各大平台同步上線，記得訂閱起來！

請搜尋：KPMG知識音浪，或透過右方連結收聽

KPMG知識音浪 Podcast

迎戰綠色智能製造！看紡織業龍頭－
旭榮集團如何透過數位轉型、永續製
造，建構台灣紡織業的綠色循環鏈！

KPMG知識音浪節目邀請旭榮集團執行董事 黃

冠華及KPMG安侯建業海外業務發展中心主持

會計師 吳政諺，與你分享：迎戰綠色智能製

造！看紡織業龍頭－旭榮集團如何透過數位轉

型、永續製造，建構台灣紡織業的綠色循環

鏈！

全球供應鏈大亂、加上轉型及傳承困難，台灣傳統產業

面臨多重壓力！

而紡織業大廠旭榮集團卻逆勢成長，邁向智慧紡織、華

麗蛻變，這其中有什麼箇中秘訣？

從勞力密集的紡織廠到自動化「智慧工廠」，旭榮數位

轉型的成功關鍵是什麼？

企業領導者如何透過「以人為本」的管理策略，創造雙

贏，並推進企業轉型力道？

傳統產業要成功轉型，需掌握哪些核心思維？數位轉型

是所有痛點的萬靈丹嗎？

「以共治取代接班」的思維，如何成就出最順利的家族

企業傳承？

企業如何創造綠色供應鏈？製造業要提升永續競爭力，

要哪留意三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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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份臺灣稅務行事曆

KPMG Taiwan Tax 360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Hot的稅務及法律議題、期刊書籍及活動新訊

※行動裝置點選QR code即可開啟App安裝頁面

iOS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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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8月1日 8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二季（4-6月）營業稅 營業稅

8月1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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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稅

8月1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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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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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 8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8月1日 8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8月1日 8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
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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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