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第 76/2018/ND-CP 號令有關技術授權移轉之規定

第76號號令係政府針對技術授權移轉所做出的規定，詳細載明受鼓勵、嚴格控管及禁止移轉

的技術。另企業於越南境內或境外執行技術授權移轉(包含轉出及轉進)皆需向國家或省的主

管機關(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ST)或省級的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DoST)進行登記。另第76號號另針對移轉價格亦有相關規定及說明。

（二） 第 82/20108 / ND-CP 號令有關個人所得稅(PIT)的更新規定

第 82 號號令取消了在經濟特區內產生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減免 50%規定，此法令已於 2018 年

7 月 10 日生效。

（三）新規定針對使用原產地證書的報關程序進行詳細區分及說明

有關使用原產地證明進行報關程序，越南政府依據報關商品的類別及公司過去的配合程度，

將報關分為三個等級：Green Lane、Red Lane and Normal Lane；其中關於是否可以豁免提

交備查文件、是否不需要執行商品檢驗及減少報關作業時間…etc.，各有其相關規定。

（四）稅務重點提醒

(1) 企業所得稅 - 租稅優惠

1. 高科技產業及生產支援性產品之企業，在滿足一定條件之情況下，皆可申請取得適當之

租稅優惠或申請租稅優惠之延長。

2. 近期同奈省稅務主管機關因為企業所在地區不符合租稅優惠條件而拒絕企業租稅優惠

的適用，企業應注意自身租稅優惠的適用條件是否仍然適用。

(2) 企業所得稅 -移轉訂價

1. 依據 2017 年 5 月第 20 號號令有關移轉定價的規定，皆需於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前完

成並上傳移轉定價申報表格，另如企業不符合豁免條件或與主關機關簽訂預先訂價協

議(APA)，則需按規定於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前備妥移轉訂價報告待查。

2. 借款利息之可抵稅限度為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之 20%，且不限於關係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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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所產生利息，故企業應檢視公司借款利息是否超過上限。

3. 關係人間費用的扣抵(包含技術授權費、管理服務費…etc.)，應注意公司是否已備妥相

關佐證文件待查(Ex.關聯公司間合約；計費方式之明細計算表；已提供技術授權(移轉)

或服務的證明文件；證明已接收之經濟利益…etc.)。。

4. 近期稅務主管機關針對移轉訂價查核日趨嚴謹，因自 2010 年起即有移轉訂價的相關規

定(第 66 號通告)，已有案例稅務主管機關針對過去年度之移轉定價進行查核，惟企業

過去從未申報移轉訂價表格及準備移轉訂價報告，故稅務主管機關依據同業利潤率核

定以前年度稅額並加計利息，且過去年度虧損為來不可使用。故企業應回頭檢視過去年

度是否需備妥移轉訂價報告，以降低稅務風險。

(3) 其它重要稅務提醒

1. 保稅倉庫之貨物移轉，應注意是否需繳納外國承包商扣繳稅及是否適用相關租稅協定。

2. 於越南工作之外籍人士於海外領取部份薪資，應注意個人所得稅申報之資料是否正確

記錄及申報。

（五）其他台灣重要稅務及法令

(1)所得稅法令

a. 配合股利所得課稅新制，財政部107年6月29日修正「所得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明訂不同身分別之股東、社員或出資者或配股利或營於應適用之課稅規定。

彙列主要改革方案內容如下表:

對象 課稅方式

個人

所或配股利或盈餘，屬 87 年度或以後年度盈餘者，按

新制二擇一課稅：

1. 合併計稅＋抵減稅額：股利所得併計綜合所得累進

課徵，給予股利總額 8.5%抵稅限額，上限 8 萬元。

2. 單一稅率分離課稅：稅率為 28%

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屬 86 年度或已前年度盈餘者，

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總機構在境內之公司、合作社

及其他法人營利事業
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教育、文化、慈善機關或團體 獲配之股利或盈餘，計入所得額徵免所得稅



非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

境外之企業

股利或盈餘由扣繳義務人按 21%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不得抵繳股

利匯出扣繳稅款)

b. 為避免不同租稅管轄區對同一跨境經濟活動所得重覆課稅，我國目前已簽暑生效計有

32個所得稅租稅協定，其中均納入相互協議程序條文，而為建立標準化相互協議作業

程序，財政部於107年6月25日訂定發布「適用所得稅協定相互協議程序作業要點」。

c. 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PEM)未分配盈

餘之計算規定

財政部107年7月30日發布台財稅第10704621981號令，規範PEM於計算應加徵未分配

盈餘稅時，應依中華民國之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之財務報告

規定處理之數額為基礎，惟本令係自所得稅法第43條之4施行之日起才生效。

d. 個人或營利事業對行政法人之捐贈，得列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額或營利事

業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限制。

(2)證管法令

a. 放寬員工認股權憑證發放對象及庫藏股轉讓予員工之對象至非全職員工

為利企業留才，提供運用彈性，金管會於107年6月15日以金管證發字第1070321630號

函，修正96年12月26日金管證一字第0960073134號函令，放寬員工認股權憑證發放

對象及庫藏股轉讓予員工之對象至非全職員工，並增列「員工身分認定之標準」應於

認股或轉讓辦法中明定，以求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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