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租稅獎勵與產業發展 

第五章  租稅獎勵的國際規範與各國運用趨勢 

本章將透過世界貿易組織（WT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性組

織的相關規範，以及世界上相關國家的實際獎勵措施，瞭解國際上對於租稅獎勵

運用的趨勢及限制，進而討論台灣未來產業租稅獎勵可採行的原則。 

第一節  世界貿易組織的相關規範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

性經貿組織，各會員國透過共識決或票決的方式，決定WTO各協定規範的內容及

各會員國的權利與義務，共同推動多邊貿易體系法制化及組織化的工作。我國於

2002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為該組織的第 144 個會員後，便必須受到該組織設立協

定及 19 項相關附屬協定的規範。1  

一、 WTO 的基本理念 

WTO的前身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1940 年代，各國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 1930 年代以來經濟蕭條發生的

原因，其中貿易保護主義盛行亦為原因之一。因此，二次大戰結束後，除成立世

界銀行（World Bank）及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外，

並於 1948 年簽署「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暫時適用的議定書後，展開關稅減讓及

貿易規則制定等多次的談判，而在歷經 7回合的談判後，1993 年 12 月第八回合

烏拉圭談判達成協議，各締約國決議成立WTO此常設性的組織。2

WTO 的基本理念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低關稅保護、及可預測的國際貿

易環境，使資源依照永續發展的原則，作最佳的使用，以提升生活水準，確保充

分就業，並擴大生產與貿易開放、平等、互惠、及互利，希望能透過貿易提升開

發中與低度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為達成上述目標，WTO 最主要透過無歧視原

                                                 
1
 協定規範之範圍由傳統貨品貿易擴展至農產品、紡織品、智慧財產權、及服務業等，未來範圍

將進一步擴及投資、環保、競爭政策、及電子商務等與貿易有關之新議題。 
2
 參閱經濟部國際貿易局網站（www.moeabof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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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漸進式開放市場、約束關稅與非關稅措施、促進公平競爭、及鼓勵發展與經

濟轉型等機制，要求各會員一同努力。 

無歧視原則的精神，乃在對外關係上須對來自所有會員的貨品給予「最惠國

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在對內關係上則須對自會員進口的

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同等待遇的「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3 依照「最

惠國待遇」的原則，會員國對所有會員國的產品必須給予相同的待遇。例如，我

國對電子產品進口關稅為 1%，則電子產品不管是從日本或美國等會員國進口，

均應給予 1%的同等優惠關稅稅率。亦即，各會員國不得對與其他會員國的貿易

採行特別有利或不利的待遇，而應在平等基礎上，共同分享降低貿易障礙的好

處，並確保貿易減讓的成果為各國均享。如遇關稅同盟、自由貿易區、對開發中

國家的優惠措施、及符合一定條件下所採取的防衛措施等情形，則可允許有例外

的作法。 

二、 WTO 針對租稅獎勵運用的規範 

WTO設立協定第二條規定，WTO所轄的範圍包括截至 1994 年烏拉圭回合談判

所達成的多邊及雙邊貿易協定與附屬的法律文件，4共分四大類，即附件一的「貨

品貿易多邊協定」、「服務貿易總協定及其附錄」、及「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

定」；附件二的「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附件三的「貿易政策審查機制」；

及附件四的「複邊貿易協定」。在各會員國的租稅獎勵運用部分，附件一「貨品

貿易多邊協定」中「關稅暨貿易總協定(1994)」（GATT）及「補貼及平衡稅協定」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簡稱SCM）訂有相

關的條文規範。 

GATT 第三條規定，各締約方均應認同本國稅、其他國內規費，及影響進口貨

品於國內銷售、推銷、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的各種法律、規章和規定，以

及規定產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須符合特定數量或比例的國內數量管制法規，

在適用於輸入或國內的產品時，不得為保護本國生產而實施。這可說是對於本國

租稅與法規所做的一般性規範，強調國民待遇及無歧視的原則。 

SCM 主要規範會員國給予特定產業或為達特定政策性目的的特定性補貼。由

                                                 
3
 「國民待遇」係對本國貨品與進口貨品應採一致的待遇。例如，給予國內業者採購本國電子產

品的租稅抵減優惠，採購進口電子產品時，亦應給予相同的租稅抵減優惠。 
4 「多邊協定」係對所有WTO會員均發生拘束力；「複邊協定」僅對簽署該複邊協定之會員發生

拘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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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租稅獎勵的應用可能涉及特定利益的授予，使產業或產品相對競爭力提升，故

亦屬補貼性質而需納入 SCM 規範。根據 SCM 的規定，特定性補貼的認定步驟為: 

首先，確定該項補貼是政府或任何公立機構所提供的財務補助。 

其次，確定該項補貼是否使企業因而獲得利益。 

最後，確定該項補貼是否具有特定性。 

準此，如政府給予的補貼如係屬非特定的利益給予，例如，政府修建道路、

橋樑等基礎建設，則企業雖有受益，但屬一般性利益給予，並不構成可控訴的要

件。至於特定性補貼，該協定依補助可能對其他會員國的貿易產生不利影響的程

度，將其分為禁止性補貼、可控訴補貼、及不可控訴補貼三類（表 5-1）。 

(一) 禁止性補貼 

即除「農業協定」另有規定外，以出口實績(export performance)或使用本

國產品優先於進口產品為前提，而給予的補貼則屬禁止性補貼。此可分為兩類，

第一類是「出口補貼」，即在法律上或事實上以出口實績作為提供補貼的條件或

條件之一者，該協定附件一對何謂出口補貼訂有一份例示清單，可供各國參考；

第二類是「進口替代補貼」，即補貼係以優先使用國產品作為提供補貼的條件或

條件之一，或對使用國產品提供的補貼優於使用進口產品者。因為該二類補貼的

目的在於干預貿易，最有可能對其他國家的貿易造成不利影響，故WTO將其歸納

為禁止性補貼，禁止各國採行，並提供會員若有理由認為另一會員國授予或維持

某項禁止性補貼者，得隨時請求與之進行諮商等救濟機制。5

(二) 可控訴補貼 

除農業協定另有規定外，當會員國採用特定補貼措施（不可控訴的補貼除

外），而對其他會員國的特定產業造成損害、剝奪、或減損，或嚴重侵害時，受

不利影響的會員國得採課徵平衡稅，6 或向WTO爭端解決機制提出指控以尋求救

濟。7

(三) 不可控訴補貼 

非特定補貼外，SCM 規定了三類定義狹窄的不可控訴的補貼，包括(1)對工業

                                                 
5
 參閱WTO補貼及平衡稅協定第三條、第四條的規定。 
6
 當出口國以補貼方式輸出貨品而造成進口國國內產業損害時，進口國得採行平衡措施。平衡稅

係指為抵銷對任一產品之製造生產或出口過程中接受直接或間接之補貼所課徵的特別關稅。 
7
 參閱WTO補貼及平衡稅協定第五條、第六條、第七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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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競爭前發展活動(pre-competitive development activity)的補貼；(2)

對貧瘠地區的補貼；(3)對新環保設施的補貼等三大類。由於該等補貼不會對於

貿易造成負面影響，或其因具有特殊價值而不應加以限制，故 WTO 規定對該等補

貼為不可控訴，且不為採取平衡措施的對象。 

表5-1 WTO 有關補貼及平衡稅協定的主要內容 

項目、條次 內容 

1.補貼定義 
（協定第一條） 

一國政府或公立機構所提供的(1)資金直接或債務（如融資
保證）的可能轉移，(2)稅收的拋棄或未催繳，(3)政府提
供一般設施以外的商品或勞務或收購商品，及(4)委託基金
或機構進行前三項業務，且授予利益者。 

2.特定性補貼 
（協定第二條） 

1.明定限定補貼僅適用單一事業或產業，或一群事業或產
業。 
2.限定於特定地理區域內的若干事業始可獲得的補貼。 
3.第三條規定的補貼。 

3.禁止的補貼 
（協定第三條） 

除「農業協定」另有規定外，屬第一條規定範圍內的下列
補貼: 
1.法律上或事實上以出口實績為單一條件或數條件之一而
提供的補貼，包括附件一所例示者（即出口補貼）；  
2.以使用國內貨品而非進口貨品為單一條件或數條件之一
而提供更佳的補貼（即進口替代補貼）。 

4.可控訴的補貼 
（協定第五、六條） 

對其他會員國利益造成損害、剝奪、減損、或嚴重損害的
補貼: 
1.不利影響係指(1)對另一會員國國內產業的損害；(2)剝
削或減損其他會員國依 GATT1994年的直接或間接享有的
利益；及(3)對另一會員國利益的嚴重損害。 
2.嚴重損害的認定原則包括: (1)給予一產品從價補貼率超
過 5%；(2)為彌補某一企業或產業營運損失而提供的補貼
等；及(3)債務的直接免除。 

5.不可控訴的補貼 
（協定第八條） 

1.非特定性補貼，即不屬於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的特定性補
貼； 
2.研究與發展； 
3.落後地區的補貼；及 
4.適應新環保要求。 

資料來源: 經濟部貿易局網站，補貼及平衡稅協定。 

三、 WTO規範下租稅獎勵的運用 

基於 WTO 的基本理念及 SCM 的規定，各會員國政府必須放棄部分政策工具，

回歸產業發展比較利益原則，亦即認知到追求國際貿易時，各國應重視具有比較

利益產業的發展，不具比較利益產業受到衝擊是無可避免的。歸納上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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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各會員國在國內運用租稅獎勵時應注意下列各項: 

1. 應符合國民待遇及無歧視原則。 

2. 不得以出口實績或以使用本國貨品，而提供更佳的租稅優惠。 

3. 非特定性租稅優惠的給予，較能避免其他會員國的控訴。亦即，租稅優

惠的給予，若係採產業普遍均得享有的方向訂定，例如，降低整體產業營所稅稅

率，較能避免其他會員國的控訴。 

4. WTO 基本上允許會員國針對研究與發展、落後地區發展、環保設備購置提

供租稅獎勵措施，但在運用上仍有限制。相關限制摘要如下（表 5-2）： 

◆ 研究與發展部分 

依據SCM的規範，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獨立進行的基礎研究，因與工業或商

業目的無關聯，屬一般科學及技術知識的擴大，故政府給予該等單位從事基礎研

究的租稅獎勵可較不受限制。而當政府補助廠商的研究與發展活動，或補助廠商

與研究機構或教育單位合作進行的研究與發展活動，占工業研究成本不超過 75%

限度內、競爭前的發展活動成本不超過 50%限度內，其他會員國則不得控訴。8 至

於認定研究與發展的範圍時，SCM的規範係以人事成本、供研究活動專用且永久

使用的儀器設備及土地的成本、購入的技術知識等服務成本、研究活動直接發生

的其他間接成本，以及研究活動直接發生的其他經常費用為主。 

我國目前提供產業的研究與發展投資抵減率，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六條

的規定，為公司投資於研究與發展支出金額的 35%限度內抵減營利事業所得稅，

並未超過支出金額 50%的補助門檻；「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投資抵減辦法」

中，並將研究與發展支出範圍，限定在公司為研究新產品或新技術等之人事費

用、技術費用、以及全新機器設備購置等，基本上均能符合上開規範。 

◆落後地區發展協助部分 

依據SCM的規範，政府為促進區域性均衡發展所提供貧乏地區的非特定性補

                                                 
8
依據WTO定義，所謂的「工業研究」，係指以發現新知識為目的而進行之有計畫探索或批判性調

查，且該等知識可能有助於發展新產品、加工方法或服務，或對現有產品、加工方法、或服務

有顯著改進。例如，國科會補助奈米技術等研究發展計畫即屬於此類。所謂「競爭前的發展活

動」則係指將工業研究的結果轉換為新的計畫、藍圖或設計、變更或改良產品、加工方法、或

服務。而不論其是否意圖供銷售或使用，包括不足以供商業使用的初製原型的創造。更得進而

包括產品、加工方法或服務的概念規畫及設計，加工方法或服務的替代及初次展示或先驅計畫。

但以該等計畫無法改變，或供工業運用或商業利用者為限，且不包括對現存產品、生產線、製

程、服務、及其他現行操作的常態或週期性改變，縱使該等改變可能代表改進。我國經濟部「主

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所提供的研發補助即屬於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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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是可被接受的，但應遵守每一貧乏區域必須是經明顯劃定、基於中性及客觀

標準篩選，9 以及至少以國民平均所得或失業率等經濟發展指標加以評定。其中

國民平均所得（或家庭平均收入、國民平均生產毛額）不得超過相關區域平均數

的 85%；失業率則必須為相關區域平均失業率的 110%以上，且評定期間必須為三

年以上。 

我國 1995 年修正公布的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七條規定，為促進產業區域均

衡發展，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地區得適用租稅優惠，原辦法選取指標

係依據經建會所編印的《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中十六個「縣」的人口成長

率、社會增加率（人口遷入率－人口遷出率）、二級及三級就業人口比例、稅課

收入、平均每戶經常收入、都市計畫區人口比例、自來水普及率、室內電話每百

人用戶、公路密度、專科以上學校數等十項指標作為統計，選出指標較低的八個

縣，並以縣內的「鄉」為適用地區。1999 年 12 月 31 日修正公布的促進產業升

級條例則將規定修正為「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鄉鎮地區」得適用優

惠，囿於現行相關鄉鎮統計資料取得困難，且為符合WTO中SCM的規定，故將篩選

基礎修正為依「平均國民申報綜合所得」三年平均為基準，10 選取台灣省本島地

區二分之一的鄉、鎮，且低於全台灣國民平均申報綜合所得稅之百分之八十五

者，作為獎勵的對象。而為加強離島地區的發展，離島地區的金門縣、連江縣、

澎湖縣、台東縣的蘭嶼鄉、綠島鄉，及屏東縣琉球鄉，每年不受指標變動影響而

直接納入。準此，我國獎勵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地區的租稅優惠規

定，可符合WTO中SCM的規定。 

◆ 環保設備購置部分 

依據 SCM 的規範，政府為配合法律或行政規章而對廠商產生較大限制及財務

負擔的新環保要求時，可提供廠商環保設備購置的補助。但其補助須符合單一非

重複發生的措施、配合成本的 20%為限、與廠商計劃減少的公害及污染直接有關

並成比例，以及適用於所有能採用新設備及∕或生產製程的廠商等原則。 

目前我國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或相關提供產業法規中針對環境保護改善所提

                                                 
9
依據WTO定義，所謂「中性及客觀標準」係指在區域性發展政策的一般架構下，不會優惠某些區

域而逾越消除或減少區域差異的適當範圍的標準。就此而言，區域性補貼計畫應包括可對每一

補貼專案授予補助款的最高限額。該最高限額必須依受補助區域發展程度的不同區分，並須以

投資費用或創業費用表示之。在該最高限額內，補助的分配應十分廣泛及平均，避免有本協定

第二條所謂以若干事業為補貼的主要利用，或將不成比例的大筆金額補貼若干事業的情形。 
10
 平均國民申報綜合所得=（該鄉鎮申報綜合所得總額－超過平均數加三個標準差的數額）/人

口數，已去除極端值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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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租稅減免的項目包括污染防治、資源回收再利用、以及節約能源全新機械設備

或技術購置部分，所提供的投資抵減優惠抵減率均不超過 15%，可符合 SCM 的規

定。 

表5-2 不可控訴的補貼 

包括「非特定性補貼」與下列三種「特定性補貼」: 

1.研究與發展 
 
 

對廠商或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與廠商簽約進行的研究活動為補
助者，該補助不超過工業研究成本 75%或競爭前的發展活動成本
50%，且該補助係完全以下列事項者為限: 
(1)人事成本（研究員、技術人員、及其他專為研究工作而聘用

的助理人員）； 
(2)供研究活動專用且永久使用的儀器、設備、土地、及建築物

（但以商業基礎而使用者不在此限）的成本； 
(3)供包括購入的研究、技術知識、專利等研究活動專用的諮商

及相等的服務的成本； 
(4)研究活動直接發生的其他間接成本； 
(5) 研究活動直接發生的其他經常費用（如材料、供應品等類似

的費用）。 

2.落後地區發
展協助 
 

對貧乏地區的補助，且其於合格區域內非屬具有特定性的情形
者，但須符合下列條件: 
(1)每一貧乏區域必須是經明顯劃定，且為經濟上及行政上可認
定的毗鄰地理區域； 
(2)該區域之所以被認定為貧乏區域，係基於中性及客觀標準，
顯示該區域的困難並非僅出於暫時的情況；該等標準必須於法
律、行政規章、或其他官方文件明確載明，以資查證； 
(3)前述標準應包括至少以下列因素之一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評

定: 
－國民平均所得或家庭平均收入其中之一或國民平均生產毛額
均不得超過相關區域平均數的 85%； 

－失業率，必須為相關區域平均失業率的 110%以上；評定期間
必須為三年以上；該評定得為一綜合評定，並得包括其他因
素。 

3.環境保護設
備投入 

為促使現有設施配合依法律及∕或行政規章而對廠商產生較大
限制及財務負擔的新環保要求所提供的補助，但其補助須符合下
列條件:  
(1)為單一而非重複發生的措施； 
(2)以配合成本的 20%為限； 
(3)不得包含更換或運轉設備的成本，此成本應由廠商自行吸收；
(4)與廠商計劃減少的公害及污染直接有關並成比例，且不得包

含任何可能達成之製造成本的降低；及 
(5)適用於所有能採用新設備及∕或生產製程的廠商。 

資料來源: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網站。 

 104



第五章 租稅獎勵的國際規範與各國運用趨勢 

 

由於我國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提供租稅獎勵的對象大多針對依公司法設立

的公司均可適用，相關獎勵並以改善整體投資環境或消除稅制障礙為主，多屬一

般非特定對象的獎勵，故即便廠商因租稅獎勵而獲利益，仍可符合 WTO 的相關規

範。事實上，台灣在進入 WTO 前，便已針對國內各項法規完成檢視的工作。在工

業部門，我國承諾修正或取消的工業補貼，包括(1)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規定所

訂定的「民營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提供購

置國內與國外機器設備投資抵減率不同之部分（該辦法於 2002年 4 月 24 日修正

前購置國內機器設備的抵減率為 20％，國外為 10％；修正購置國內、外機器設

備抵減率同為 13%）；(2) 海關進口稅則第八十四、八十五、及九十章增註規定，

進口國內無產製設備免徵進口關稅措施（已於 2003 年 6 月 11 日修正刪除）；以

及(3) 貨物稅條例第十二條有關國人自行設計製造的汽車引擎、車身底盤得享有

按規定稅率減徵 3﹪的優惠（已於 2001年 10 月 11 日修正刪除）。截至目前為止，

上開補貼所涉及的法規均已配合修正完成。因此，我們初步可以確知目前政府所

運用租稅獎勵措施應是符合各項 WTO 的規範。不過，未來仍應遵循 WTO 相關規範，

以免引起貿易糾紛。 

第二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相關規範 

1960 年成立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目前擁有 30 個會員國，11 大部

分為工業先進國家，國民生產毛額約占世界的三分之二。該組織設立的主要目

的，依OECD設立協定書第一項條款所載示的內容，係為推動下列政策事項: 

1. 在維持金融穩定的前提下，促進會員國相互間的經濟合作關係，並加速

達成各國經濟之持續成長與提高就業率，以改善會員國之生活水準。 

2. 相互協調及援助開發中國家充分發展其經濟，以促進會員國經濟之健全

                                                 
11
 目前會員國包括(1)七大工業國(Ｇ７): 美國、加拿大、日本(1964)、德國、法國、英國、及

義大利；(2)太平洋兩國: 澳洲(1971)、紐西蘭(1973)；(3)歐盟的個會員國: 比利時、荷蘭、

盧森堡、丹麥、愛爾蘭、希臘、西班牙、葡萄牙 (若加上七大工業國中之英國、德國、法國、

義大利四國，以及新加入歐盟的歐洲自由貿易協會的瑞典、芬蘭(1696)及奧地利三國，則包含

所有歐盟國家) ；(4)歐洲自由貿易協會（ＥＦＴＡ）六國: 挪威、瑞典、芬蘭（1696）、冰島、

瑞士、奧地利；及(5)其他: 土耳其、墨西哥 (1994) 、捷克 (1995) 、匈牙利(1996)、波蘭 (1996)、

韓國(1996)、斯洛伐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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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3. 在符合國際規範之多邊化與無歧視性基礎上，促進自由貿易以擴大國際

間之經貿往來。 

4. 與非會員國互動。 

目前我國並非 OECD 的會員，不過仍積極參與相關的非正式會議，希望藉由

參加非正式研討會的機會，與 OECD 國家代表討論彼此之政策立場，促進國際交

往與相互了解。 

一、 有害租稅競爭的防止 

鑒於世界各國為吸引投資而競相提供優惠或免稅的租稅措施，除影響投資者

決策、大幅增加投資者逃稅及避稅的機會外，已使得資金及其他服務性經濟活動

因此而移轉其區位，造成他國的稅基遭受侵蝕、租稅結構改變，形成租稅扭曲現

象，使得全球社會福利因而降低。因此，OECD於 1998 年 5 月完成《有害租稅競

爭》 (Harmful Tax Competition)報告，特別針對影響金融及其他服務活動部分

區位移動的租稅政策，提出消除有害租稅競爭的建議。12 該報告並提出以成立工

作小組與論壇、建議會員國透過自行立法、簽訂租稅協定、及加強國際合作等方

式，致力消除會員國甚至非會員國間有害的租稅優惠措施，共同遏止有害租稅競

爭。13

OECD 將有害的租稅行定位在租稅天堂（tax haven）及有害租稅優惠措施

（harmful preferential tax regimes）兩大部分，其中租稅天堂乃提供優惠租

稅或零租稅環境，藉以吸引企業或個人將其金融或服務活動移往區域或國家，這

些地區通常擁有寬鬆且自由的金融市場制度，供企業或個人作為資金調度、避稅

之用。OECD 對於租稅天堂的認定要點如下: 

1. 稅率為零或僅有形式上的租稅課徵，即企業或個人所負擔的有效稅率非

常的低。 

2. 缺乏有效的資訊交換，使企業可以在該地的法令規定下，不必揭露相關

內部資訊，而可以自由地從事資金調度、避稅、或其他洗錢等非法交易活動。 

                                                 
12
 有關實質的投資設廠等活動，並不是本報告關切的重點，OECD將在未來處理。 

13
 為防杜租稅競爭所引起的負面影響，歐盟委員會（EU Council）亦於 1997 年通過企業租稅的

處理原則（Code of Conduct），同樣針對會員國可能有害的租稅獎勵措施提出限制使用的要求。

EU與OECD在有害租稅的判斷原則上相當類似，二者最大的不同在於，EU的處理原則係針對各國

所提供企業活動的獎勵（並特別針對移動性高的活動），而OECD現階段係針對金融及其他服務部

門的活動作規範。 

 106



第五章 租稅獎勵的國際規範與各國運用趨勢 

3. 缺乏透明性，由於資訊提供的缺乏，使其他國家無法從該地區所提供的

資訊找到公司或個人避稅或洗錢等證據。 

4. 享受租稅優惠主體在該地不需有實質經濟活動（如製造或研發等活動）。 

至於有害租稅優惠措施部分，乃一個國家針對特定活動所提供的租稅優惠或

保護措施，可能使衝擊移轉至國外，造成其他國家的稅收損失。租稅優惠措施是

否有害，認定要點如下: 

1. 稅率為零或有效稅率低。 

2. 措施具有隔離性，即將租稅利益限制於非長住居民，或限定租稅優惠受

益者的活動只能針對國外市場，而使稅收減少的衝擊轉移至他國，保護國內產業

免於遭受獎勵措施的傷害，相反地將對國外稅基產生負面影響。 

3. 缺乏透明性。 

4. 缺乏有效的資訊交換。 

5. 其他次要的要件，包括操縱稅基範圍、未遵守移轉訂價的一般原則、免

除境外來源所得的稅賦、稅基或稅率可經談判調整、對投資者的相關資訊嚴加保

密、過於綿密的租稅協定網、對外以低稅率作為號召、及鼓勵企業從事租稅減免

導向的營運等。不過，評估的重點仍在於措施的本身是否僅引發企業活動單純的

區位移轉，而沒有新活動的產生；企業所創造的附加活動（投資或產生的所得）

是否與所享受的租稅優惠比例相當；以及區位的移轉是否單純因為此項優惠措施

產生。 

依據上開的認定要點，OECD於 2000 報告中公布會員國中所存在的 47 個可能

構成有害租稅優惠措施及 35 個租稅天堂名單。可能構成有害租稅優惠的制度，

諸如澳大利亞的境外銀行、愛爾蘭的國際金融服務中心等；租稅天堂則包括巴拿

馬、格瑞納達等。14 OECD希望各會員國在 2005 年底以前將經確認的有害租稅措

施予以廢止或逐漸取消，否則會員國得針對不合作的租稅天堂，採取相關的防衛

措施（defensive measure）予以制裁。15  

雖然OECD的報告中強調這個計畫無意提倡所得稅或稅制的一致化，或指導各

國決定其最適稅率，而是希望確保租稅的負擔可以更為公平，並使租稅不會成為

決定資本配置的關鍵因素。不過，盧森堡、瑞士等國家均不同意採納該項報告，

美國前財政部部長Paul O’Neill於 2001年 5 月表示:「美國不支持任何命令他國

                                                 
14
 詳細名單可參閱OECD（2000）。 

15
 防衛措施包括: 不允許相關交易的扣抵及免除、要求相關的交易提供更詳細的資訊、對租稅

天堂的居民支付加徵稅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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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稅制的作法，也不同意建構全球單一化稅制，以維持政府間的競爭」，其亦

對OECD消除有害租稅的作法持保留的態度。16 OECD在最近的策略調整為加強資訊

的交換以及增加透明度，至於對於不合作的國家部分，則建議以雙方協商的方式

來解決。OECD並承諾在對其所屬會員國採行防衛措施前，不會對非會員國採行防

衛措施。 

進一步藉由 OECD 的規範檢視我國相關的產業租稅獎勵措施。目前 OECD 在本

份報告中僅先針對影響金融及其他服務活動部分區位移動的租稅政策，提出消除

有害租稅競爭的建議，尚未涉及實質投資部分，而目前我國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加工出口區管理設置條例、科學工業園區管理設置條例等所提供的租稅獎勵，多

基於促進產業實質發展而訂，所提供的相關活動獎勵亦均局限在研發、設廠投

資、製造加工為主，並未單純針對金融及其他服務性的活動提供獎勵。即便是提

供公司設立營運總部的獎勵，公司亦應雇用一定的員工或掌握部分實質營運活

動，公司並不會單純因為該等優惠措施而轉移設廠區位。至於提供金融業等服務

業部門的獎勵，亦以業者本業活動的獎勵為主（例如，國際金融業務條例僅提供

國際金融業務分行的所得免稅），並未如租稅天堂般提供業者極佳的財務操作空

間。因此，本份報告所衍生的各項可能後續處理並不會直接影響我國目前的產業

租稅獎勵政策。然而，OECD 提供租稅天堂及租稅措施是否有害的認定要點中，

所強調的透明性、資訊有效提供、及其他包括避免不當操縱租率或稅基、遵守移

轉訂價的一般性原則等，仍值得我國未來訂定租稅獎勵時參考。 

OECD在 2001 年所發表的有害租稅工作進度報告中指出，被列名租稅天堂的

35 個地區中，已有巴哈馬、百慕達等 28 個地區同意合作，OECD也積極與會員國

及非會員國進行多次會議及會談，有害租稅競爭已形成國際間處理租稅的重大議

題。雖然我國並非OECD的會員國，不至於馬上面臨其他國家對我國租稅政策加以

檢視進而採取防衛性措施。不過，正當我國積極吸引外資之際，仍應密切注意此

一趨勢的發展，並儘量避免訂定有害的租稅優惠措施，建構符合國際標準的稅

制，以維持與國際間良好的互動關係。17

二、 吸引外資的政策建議 

目前各國為吸引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與就業，爭取國際大廠的競賽時有所

                                                 
16
 參閱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KPMG（2001），Taxalert,Issue 3 ，http://www.kpmg.com.hk。 

17
 OECD於 1998、2000、及 2001年所發布有害租稅競爭的報告，可參閱OECD網站，亦可參閱黃志

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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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18  2001 年 11 月，英國Lancaster大學發展經濟教授Vudayagi N. 

Balasubramanyam在OECD所舉辦的「國際投資全球論壇」研討會中講演指出，目

前理論及實證研究指出有十項因素影響國外直接投資（FDI）的流向: 

1. 地主國市場規模（平均每人 GDP）及成長潛力（GDP 成長率）最具影響力。 

2. 要素秉賦（天然資源及人力資源）對投資導向的國外廠商具有重要吸引

力。 

3. 基礎建設（包括運輸及通訊網路）。 

4. 總體經濟穩定度，其中匯率及低物價很具重要性。 

5. 政治穩定度。 

6. 穩定及透明化的 FDI 政策架構。 

7. 扭曲的經濟及商業環境（包括配額及高關稅之進口障礙或出口補貼）。 

8. 財政及貨幣獎勵，其中以租稅減免扮演重要角色。 

9. 區域集團及優惠貿易協定國家。 

10. 賦予國外廠商壟斷地位，以獲取經營管理知識或技術移轉等。 

雖然外資對於地主國（host country）可能帶來技術的擴散、創造就業機會、

及帶動投資等效果，但提供誘因也可能產生諸如引進技術不適合本國企業技術層

次、國內外廠商資源配置扭曲、租稅獎勵誘發企業移轉利潤至他國等風險，而使

吸引外資的效益大打折扣（表 5-3）。 

表5-3 國外直接投資的潛在效益及成本 

潛在效益 潛在成本 

1. 資本形成。 
2. 增加就業。 
3. 促進經營效率。 
4. 對國內廠商的向前及向後聯結。
5. 示範效果（出口、技術、管理）。
6. 當地員工訓練。 
7. 技術移轉及外部效果。 
8. 進口替代效果。 
9. 租稅及薪資支付。 

1. 排擠效果。 
2. 為新雇人員所額外支付成本。 
3. 壟斷國內市場。 
4. 國內失去關鍵技術控制權。 
5. 只提供國內人員低階職務。 
6. 外商技術移轉造成國內研發誘因降

低。 
7. 外商利潤匯回對外匯收支負面影響。
8. 濫用內部移轉效果導致稅收損失。 
9. 外商資金匯入造成國幣升值。 
10. 造成國內外勞工、環保的不公平性。

資料來源: 李政達（2001）。 

                                                 
18
 例如，2001年BMW在德國來比錫的建廠案、2000年 Nissan車廠在英國的威脅遷廠案相關案例

等，相關案例可參閱Charlt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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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府是否應以獎勵措施爭取外人直接投資，亦眾說紛紜，反對者認為: 

1. 各國常因為吸引外資，所提供的金融補助及租稅補助會造成經濟無效率，

並扭曲資源分配； 

2. 各國競相爭取外資，所需付出的成本就愈大，此等投資獎勵對吸引外資

並無幫助，只是徒增加成本負擔而已； 

3. 被投資國對跨國企業所能帶來的好處認知不足，因此所提供的獎勵可能

過多；及 

4. 政客遊說政府官員給予跨國企業投資獎勵，行政部門因政治考量而給予

過多優惠。 

但是，贊成提供獎勵措施者則認為: 

1. 外資具有外部經濟效果。外資具有技術及管理經驗的優勢，對國內技術

提升、人才培養、或企業管理等會產生動態學習效果之外部利益者，有必要予以

獎勵補助。若任由市場力量運作，將產生投資不足的現象。 

2. 公共財性質。外商投資在具公共財性質之產業(如交通運輸)，將有助一

國經濟競爭力之提升，亦有必要予以獎勵。 

雖然是否應以獎勵措施爭取外人直接投資的爭議不斷，但 1995 年聯合國貿

易暨發展委員會(UNCTAD)發行的《有關投資誘因及國外直接投資報告》指出，製

造業部門仍經常是各國政府優惠措施的主要對象，而已開發國家比較傾向採用金

融獎勵，較少採用須送國會審查且較耗時才通過的租稅優惠。 

為提高各國吸引外資的效益並降低其成本，OECD 在 2003 年 4 月所舉行的國

際投資和多國企業會議中，會員國通過一份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建議清單

（OECD’s checklist on FDI incentives）(表 5-4)，提供各國在規劃誘因吸引外資

時，得以降低風險及避免無謂成本的參考。在這份吸引外資政策的建議清單中，

OECD 提供的評估準則共 20 項，包括先確認 FDI 誘因的適當性、政策的設計與執

行、策略及工具的適當性、計畫的設計及管理、政策透明化及評估、境外效果等

項。目前我國對於外人的投資係採核准制，但逐漸採積極開放的態度來吸引跨國

企業到台灣投資；未來我國在研擬吸引外資政策時，亦可將這些項目納入評估的

項目中。尤其是，在擬定租稅獎勵吸引外資時，應審慎評估措施的透明度、成本

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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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OECD 吸引外資的建議清單 

♦提供 FDI 誘因的適當性 

1. FDI 誘因工具是否經過審慎評估？ 

2. 是否充分瞭解改善環境與誘因的關連性？ 

♦政策的設計與執行 

3. 提供 FDI 誘因目標明確及標準為何？ 

4. FDI 誘因的目標、標準制定、及推行與負責執行單位？ 

5. 管轄權重疊的地方，如何防止誘因被取消或無效？ 

♦策略及工具的適當性 

6. 吸引 FDI 的政策與其他的政策是否相當明確？ 

7. 提供本國企業的優惠待遇對外國企業所產生的影響是否充分瞭解？ 

8. FDI 誘因的提供是否會改變政策目標的優先次序？ 

9. 是否注意到效率的極大化及長期的成本極小化？ 

♦計畫的設計及管理 

10. 計畫是否確實經過各種必要因素的評估？ 

11. 誘因的時間效果正確嗎?會不會產生濫用或弊病的情形？ 

12. 限制執行單位對支出的要求，是否提供適當的安全網以避免浪費？ 

13. 對於超出執行單位能力的大型計畫是否提供執行程序？ 

14. 誘因計畫的最大持續時間為何?  

♦政策透明化及評估 

15. 是否建立明確的準則，以評估成本效益? 

16. 成本效益評估是否符合一般性準則? 

17. 針對不可量化的效益是否建立其他的評估方式? 

18. 提供 FDI 誘因的程序是否公開給決策者、有關委員、及大眾? 

♦境外效果 

19.是否確認誘因工具符合國際規範? 

20.是否充分評估誘因政策所可能引發的國際競賽等效果? 

資料來源: OEC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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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租稅獎勵的重點與趨勢 

在前二節中，我們針對 WTO 及 OECD 兩個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對於租稅獎

勵運用上的規定與限制進行瞭解。WTO 對於會員國租稅獎勵的運用主要以可以採

用（即其他國家不可控訴的補貼）與應避免採用（可控訴及禁止性補貼）為原則。

OECD 則主張會員國與非會員國應避免採取有害的租稅獎勵吸引投資，以免造成

國際貿易上的損害。 

本節則將針對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表現優異的幾個國家運用租稅獎勵的情

形及趨勢予以介紹，以供我國未來在採行租稅獎勵上的參考。不過租稅獎勵的優

劣程度在各國間比較甚不容易，因為基本稅制的不同將影響租稅優惠項目的訂

定，而兩稅合一與否及其採行的方式亦將影響企業實際稅負的高低。為便於分

析，本文中將針對與台灣貿易關係較為密切的幾個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租稅優

惠措施進行分析比較。 

一、 新加坡 

新加坡天然資源貧乏，靠著良好的地理位置、自由貿易政策、及卓越行政效

率等優勢，成功吸引外資前往投資，經濟競爭力名列前茅。目前製造業及服務業

是帶動新加坡經濟成長的主要動力，1961 年成立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Singap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簡稱 EDB）及 1983 年所成立的「貿

易發展局」分別負責產業的發展與開拓事項。 

新加坡政府除租稅獎勵外，亦透過創新發展計畫、本地企業技術協助計畫、

企業發展計畫提供補助，本地企業融資計畫、區域化融資計畫提供低利貸款，專

利申請補助等協助企業提升研究與發展的能力，降低企業成本，帶動產業與經濟

的發展。19

(一) 所得稅稅制 

新加坡所得稅採屬地主義，在 1948 年即採兩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在兩

稅合一實施初期，個人最高稅率 55%，公司稅率是 40%，經過多次的稅率調整，

2002年時個人最高稅率已降至 26%，公司稅率則降至 24.5%。現行公司稅係按營

                                                 
19
 相關計畫內容介紹，請參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3），《新加坡投資環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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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所得減除可扣除費用、折舊、交易損失、及經核准的慈善捐贈後，依淨額的

24.5％課徵。當公司盈餘以股利方式分配給股東時，合於規定的個人股東（主要

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把公司稅率超過個人應納稅率的部分申請退稅

（近年新加坡所得稅稅率調整情形，請參閱表 5-5）。 

表5-5 近年新加坡所得稅稅率調整情形 

  1993 年 1994年 1997年 2001年 2002年 

個人  3.5%~33% 2.5%~30% 2%~28% 2%~28% 0%~26% 

公司 32% 30% 27% 26% 25.5% 24.5% 

資料來源: 孫克難等人（1998），新加坡政府網站。 

 

(二) 產業租稅獎勵 

1967 年 12 月「經濟擴張誘因法」（Economic Expansion Incentives Act）

通過前，新加坡對於工業化的推動並不積極。在該法訂定後，1960 及 1970年代，

為促進經濟快速成長，星國政府積極發展高科技與技術密集產業，並將租稅獎勵

的重點放在製造業。1986 年星國政府接受該國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ttee）的建議，將租稅獎勵擴展適用於服務業，其中包括新興服務業及營

運總部的獎勵，另外並對金融、船運、運輸、運籌等特定服務業提供優惠稅率。

目前新加坡政府所提供的租稅獎勵措施主要規定於「所得稅法」（income tax 

act）與經濟擴張優待法令中，主要提供予金融部門、產業部門、及貿易部門。 

金融部門的獎勵主要包括鼓勵提供銀行、保險、證券公司從事境外業務，鼓

勵研究與發展新金融商品，並提供設立營運總部、財務中心之租稅獎勵等。針對

貿易部門的獎勵主要包括鼓勵貿易商在新加坡成立貿易商中心、鼓勵新加坡企業

擴展海外市場。針對產業部分的租稅獎勵措施，主要包括新興事業獎勵、營運總

部獎勵、一般公司擴充獎勵、權利金取得減免、跨國顧問服務減免、及創投基金

所得稅減免等項（表 5-6）。此外，為帶動產業朝高科技及附加價值高的資本密

集型產業發展，基本金屬材料工業、石化與高科技化學、自動化科技產品、生物

科技、資訊電子等，均為受到新加坡政府歡迎或受獎勵投資的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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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新加坡的產業租稅獎勵摘要  

獎勵對象 獎勵要件 獎勵方式 

新興事業 
 

合格的製造和服務項目。計畫需引
進能大幅提升目前工業或服務業水
準的新科技或生產技術，且在新加
坡境內尚無從事同樣行業者。 

可以免納公司所得稅，免
稅期由 5到 10年不等。 
該等企業再投資時，可享 5
至 10年 10%的租稅減免。 

企業發展及擴
充獎勵  
  

合格的製造和服務項目。從事新計
畫、擴充、或提升產能，並能因此
帶來顯著經濟效益的公司。 

可享 10 至 20 年的部分免
稅。 

營業總部獎勵 
 

合於跨國企業統合經營的母公司。
需繳足資本至少 50 萬元新加坡
幣。每年在星的營業開支至少 200
萬元新幣。至少雇用 4 至 5 名高級
人員和專業人士。至少從事三種營
業總部形態的活動。至少有三家子
公司在其管理與控制之下。 

由總公司提供經認定的總
管理服務，而在星獲取的
所得減免 10％課稅。由海
外公司或關係企業匯回的
所得也可享受租稅減免，
免稅期可長達10年並可申
請延長。 

向外人融資減
免  

鼓勵企業向國外融資機構取得融
資，以購買生產設備。 

全部或部分利息免課扣繳
稅。 

技術移轉權利
金減免  

鼓勵技術移轉至國內。 全部或部分的權利金可免
扣繳稅。 

創業投資獎勵  
  

鼓勵公司在新加坡從事創業投資活
動。 

最高 100%股權買賣損失，
扣抵公司應納所得稅。 

海外投資獎勵  
  

鼓勵公司海外開發新市場或新技
術。 

損失從其他所得中扣除。 

海外拓展投資

支出雙重租稅
扣減 
 

鼓勵新加坡廠商出口新加坡產品及

提供出口服務。 
支出項目包括設立海外行銷點、特
定商刊廣告費等。 

兩倍扣減海外拓展投資支

出費用。  

研究與發展支
出超額扣抵   

鼓勵公司在新加坡從事研究與發展
工作。 

研究與發展支出可兩倍從
所得中扣抵。  

設備投資折舊 鼓勵企業投資有助升級之設備或技
術（省水設備、衛星運作等）。 

按支出一定比例提列折
舊。 

工業大樓折舊 提供倉庫及飛行器之倉庫等資本支
出的折舊。 

可享第一年 25%的折舊率。

創投基金 鼓勵創投基金的活動。 10 至 15年的公司稅減免。

金融、保險、資
產管理公司等
金融部門 

鼓勵該等公司提供境外勞務活動、
從事新金融商品的研究與發展等。

境外勞務所得稅 10%的優
惠稅率、研究與發展支出
的超額扣抵等。 

資料來源: 新加坡財政部網站（http://www.mof.gov.sg）；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3），《新

加坡投資環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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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租稅改革重點 

2001 年 12 月，新加坡成立了經濟審議委員會（Economic Review Committee ，

簡稱 ERC），在歷經一年多的討論後，委員會提出對經濟發展的建言報告，報告

中建議新加坡以下列三項目標為發展重點: 

1. 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使新加坡扮演連接主要經濟體的重要環節。 

2. 使新加坡成為創新企業、企業家精神發揮、及願意承擔風險的國家。 

3. 使新加坡成為服務業及製造業等國際企業多元活絡發展的經濟體。 

為達到上開目標，ERC在租稅方面建議政府以創造工作機會及促進經濟成長

為思考方向，仿傚德國、澳大利亞、英國等國家降低所得稅，即將個人所得稅及

企業所得稅分別從 2002年的 26%、24.5%，在三年內降至 20%，降低資本、投資、

及工作報酬的稅率，以吸引更多的投資、留住高技術人才。不過，為避免造成財

政赤字，ERC同時建議提高消費稅稅率由 3%調升至 5%，做為財源。20

在基本稅制部分，ERC 建議公司稅應提供集團內企業間盈虧互抵（group 

relief provisions）的優惠，以提高企業藉由子公司開展創新活動的意願。

ERC 也建議外國來源所得稅應維持，不過應放寬外國稅收扣抵等，以消除重複課

稅，鼓勵企業在新加坡成立營運中心。 

為因應全球化趨勢及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ERC 並建議提高研究與發展、智

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的租稅獎勵，並給予新創中小企業創設期租稅減免，以激發

企業進行創業活動。 

(四) 與台灣的比較 

新加坡在 1986 年後即開始運用租稅獎勵等工具鼓勵金融業及運輸相關等服

務業的發展，該國並在 2002 年以經濟發展、吸引投資等為目標進行稅制改革，

除了持續降低企業及個人所得稅外，產業別的獎勵，研究與發展、智慧財產權等

無形資產、創新等功能性活動，亦是獎勵的重點，而吸引外資及鼓勵對外投資等

改善整體投資環境的租稅優惠亦持續進行。 

新加坡針對產業別的獎勵，係以服務業及製造業並重，並鼓勵國際性的金

融、保險等服務業在新加坡設立營運據點；而台灣提供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的獎

勵則偏重於製造業，政府在大力推動企業在台灣設立營運總部的同時，運用既有

的租稅架構協助服務業部門增加國際競爭力，應有助於整體產業的發展。 

                                                 
20
 新加坡於 1994 開始課徵消費稅，稅率為 3%，當時藉由開徵消費稅，將所得稅稅率由原來的

30%調降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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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近來從經濟與產業發展的觀點進行稅制改革，在相關配套（例如，調

高消費稅稅率）的推動下，儘量給予企業租稅優惠的誘因。反觀我國，過去在新

增租稅獎勵措施時，相對財源的配套均未能實施，使我國的財政赤字問題愈加惡

化。是故，我國在未來實施相關租稅優惠時，應務必遵守稅式支出評估機制，使

政府在運用租稅獎勵促進產業發展的同時，不致於使財源流失過多，並能使國家

資源能做更有效的分配與使用。 

二、 日本 

自二次大戰後，日本便透過高度干預的產業政策，即利用「行政指導」的方

式，資助或禁止業者從事相關行為，來促使經濟快速成長。雖然自 1990 年代中

期以來經濟持續不景氣，1996 年起「行政指導」的方式亦因傳播媒體及社會大

眾交相指責為「官商勾結」，而大為減少，但其產業政策一直是台灣重要觀察及

效法的對象。2001 年，負責產業發展的「通產省」改制為「經濟、貿易與產業

省」（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簡稱MITI），目前為日本負

責經濟、貿易、及產業的政府機關。該機關並發表「21 世紀的產業結構」，認

為未來住宅、資訊通訊、能源、環境、醫療福利、流通、都市環境建設、國際交

流、人才利用、業務支援、新製造技術等 11 項關連產業，將是日本未來具有發

展潛力的產業。21

(一) 所得稅稅制   

日本在所得稅部分亦採兩稅合一制，與台灣不同的是日本所採行的是股利所

得扣抵法，而台灣採行完全設算扣抵法。在日本，公司所得稅有國稅（法人稅）

與地方稅（法人住民稅、事業稅），法人稅乃日本中央政府針對法人企業活動所

得課徵的國稅，資本額超過 1 億日圓且稅前所得超過 800 萬日圓的公司適用基本

稅率為 30%；資本額 1億日圓以下且稅前所得未超過 800 萬日圓的公司，稅率則

為 22%。法人住民稅為地方自治體對設籍於該地方的企業所課徵的稅金，不論資

本額多少，凡有盈餘者皆須繳納，稅率依稅前所得的不同而異。 

法人事業稅則係地方自治體對設籍於該地方的企業，因利用該地方設施進行

企業活動所課徵的稅金。課徵的稅率，稅前所得在 400 萬日圓以下者為 5%，400

萬日圓以上 800 萬日圓以下者為 7.3%，800 萬日圓以上者均為 9.6%。惟設籍於

                                                 
21
參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2），《日本投資環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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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的企業，倘稅前所得高於 800 萬日圓，其法人事業稅率為 12.3%（表 5-7）。 

表5-7 日本企業所得稅稅率 

稅前所得 
400 萬日圓
以下 

400 萬日圓以上
800 萬日圓以下

800萬日圓以上 
800 萬日圓以
上且設籍於東
京都 

法人稅 22％ 22％ 30％ 30％ 

法人住民稅    3.8％    3.8％    5.2％ 

道府縣民稅    1.1％    1.1％    1.5％ 

市村町民稅    2.7％    2.7％    3.7％ 

    6.21％ 

法人事業稅  5％    7.3％    9.6％   12.3％ 

合計   30.8％   33.1％   44.8％    48.51％ 

資料來源: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2），《日本投資環境簡介》。 

(二) 產業租稅獎勵 

日本的租稅獎勵措施，包括永久免除、課稅遞延、及短期獎勵措施等。租稅

獎勵分散規定於「法人稅法」、「租稅特別措施法」、「電源開發促進對策特別會計

法」、「煤石油及能源供需結構高度化對策特別會計法」等法令條文中。 

◆功能別獎勵 

研究與發展活動為日本政府獎勵的重點: 

1. 加速折舊。企業或個人所支付研究與發展相關的資本性支出可享 4 至 7

年的加速折舊，經常性支出如延續一年以上，則可適用遞延資產的原則，在適當

時期列為費用。 

2. 投資抵減。為了基礎技術研究與發展目的(例如，新原料、電子科技、生

化科技、先進機器人研究等)而購置財政部所明訂的特定的可折舊資產，其購置

成本的 5%可作為額外特別的租稅抵減。此項投資抵減和其他投資抵減總額不得

超過公司稅額的 13%。為有效使用能源、廢棄物回收，以及企業與大學共同進行

新藥的實驗研究，提供研究與發展費用 6%的額外投資抵減優惠，但投資抵減總

額不得超過公司稅額的 10%。 

◆中小企業獎勵 

1. 設備特別折舊。中小企業取得相關機械可享 7％投資抵減或 30％特別折

舊，包括機械設備（超過 160 萬日圓以上、租賃總額超過 210 萬日圓），提高事

務處理效率的電腦設備、影印機等（100 萬日圓以上、租賃總額超過 140 萬日圓）、

貨車（在 3.5 噸以上）、及國內航行的船舶等（適用期間 1998年 6 月 1 日至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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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 月 31 日）。 

2. 技術強化投資抵減。中小企業試験研究費的支出可享 10％税額扣除（適

用期間 1998年 6 月 1 日至 2003年 3 月 31 日）。 

3. 為使個人投資家的投資更為積極，日本自 1997年 4 月開始採行個人投資

者租稅制度，規定個人投資於某特定條件下之中小企業時，包括投資當年在內，

其損失得在發生損失當年起的三年內抵減完畢。 

◆地區別獎勵 

由於日本企業總部大都設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而工廠主要集中於京濱、

東海、中京等工業區，為防止廠商過度密集，並配合偏遠的地區產業發展，日本

各地方政府分別制訂其獎勵措施，並依據「工業再配置法」等法律，制訂該地方

的獎勵措施，不過多以政府補助及融資優惠為主要工具。 

◆其他獎勵 

在吸引外商投資的獎勵措施部分，日本政府所運用的工具大致可分稅金減

免、提供補助金、低利融資等三大類。在租稅獎勵方面，稅金減免有兩種，一為

國稅減免，中央依據「加速折舊特別措施」優惠投資外商，允許外商就其廠房、

機械設備等固定投資，採用 5年期限及每年 20%比例，記提折舊；二為地方稅減

免，地方政府根據「工業再配置法」、「農業地區開發法」等法律，自行制訂其

優惠條例，內容包括事業稅、固定資產稅、不動產取得稅、都市計畫稅等的

優惠。22 此外，依據「促進輸入及對內投資事業圓滑化臨時措施法」，凡外商

投資金額超過登記資本額 1/3 以上的企業，或在日本設立分支機構未滿 8年且從

事生產、設計、開發、及銷售，經通產省認定為「特定對內投資事業者」，均可

適用該項條例中的下列獎勵:  

1. 盈虧互抵規定。外商於企業開始 3 年內發生的營業虧損，可運用盈虧互

抵規定，將決算期限由一般的 5 年延長為 7年。惟外商若採用下述的加速折舊規

定，則不能申請延長為 7年。 

2. 加速折舊規定。申請適用加速折舊規定的外商，可就其廠房、機械設備

等固定資產，採用 5年期限及每年 20%的比例，記提折舊。 

3. 特別土地保有稅的免稅規定。外商於日本取得不動產，所須繳交地方政

府的特別土地保有稅，由通產省協調地方政府予以免徵。惟本項優惠措施，因申

                                                 
22
 參閱經濟投資業務處網站（http://www.idi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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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者不多，日本政府已於 1995年 4 月取消。 

4. 債務保證規定。為便於外資企業營運，「產業基盤整備基金」提供外資企

業的債務保證，凡資金用途係採購設備或維持公司正常營運者，均可申請該項保

證。惟保證額度最高為 10 億日圓，保證範圍最高為 95%，保證期間最長 5年(營

運用)或 10年(採購設備用)，惟須自覓再保證人。 

(三) 稅改重點 

為建構更合理的稅制並活絡經濟，日本在 2002 年 12 月時進一步推出租稅改

革方案，減稅總額約 1.5 億日圓，並朝租稅中立方向努力，改革重點包括下列幾

項（表 5-8）:23

1. 提高研究與發展與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支出的投

資抵減，以增加日本產業競爭力。 

2. 整合遺產和贈與稅，同時降低稅率，使資產在世代移轉更順利。 

3. 簡化並降低資產及股票交易所得稅以鼓勵投資。 

4. 降低土地交易稅（transaction tax），促進土地有效利用。 

5. 取消夫妻特別扣除，以簡化稅制。 

(四) 與台灣的比較 

日本租稅獎勵係以功能別為主，主要針對企業研究與發展、設備投資、及IT

相關投入給予獎勵，並特別重視中小企業，將中小企業定位為未來產業與市場的

中堅力量，期待中小企業能開創新產業，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市場競爭及振興地

方經濟，故中小企業在所得稅、研究與發展支出上均享有特別優惠的租稅待遇。

台灣在研究與發展、IT相關投入部分，亦提供投資抵減的優惠，24 且研究與發展

投資抵減率更高達 30%，不亞於日本的稅制。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積極運用產業政策，協助石化等基礎產業發展，惟

石油危機後，已逐漸退出管制與干預企業的活動。目前日本並未特別針對特定高

科技產業給予租稅假期的獎勵措施，而僅提供製片業或礦業等加速折舊的獎勵措

施，這與台灣積極運用租稅獎勵等措施激勵新興產業發展的態度有所不同。 

                                                 
23
 2003 年 12 月日本所提出的 2004 年稅改草案以降低中小企業租稅為主，包括購買未上市股票

資本利得稅由 26%調降至 20%等。 
24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投資於「網際網路及電視功能、企業資源規劃、通訊及電信產品、

電子、電視視訊設備及數位內容產製等提升企業數位資訊效能之硬體、軟體及技術」之投資抵

減率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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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日本產業相關租稅獎勵摘要 

獎勵對象 獎勵方式 適用要件 

研究與發展
支出 
 

1.以當年度研究與發展費用超過前
三年平均數額乘以 15%計算，或以
研究與發展費用總額 8%至 10%的
比例，由企業二擇一適用投資抵
減。 

2.中小企業亦可享研究與費用總額
12%至 15%的稅額扣抵。 

3.針對產官學界共同參與有關基礎
及創新的研究計畫，委託單位可享
研究費用總額 12%至 15%的稅額扣
除。 

1. 企業投入研究與發展，
費用包括人事支出或非
個人的支出、廠房機械的
折舊費及海外研究與發
展支出。 

2. 研究與發展投資抵減總
額不得超過所得稅額的
20%。 

3. 實施期限自 2003年 1 月
1 日至 2005 年 3 月 31 日
止。 

IT 及研究
與發展設備
支出 

1.IT 相關的設備購置（包括電腦、
網路電話設備等），可選擇以取得
50%加速折舊或 10%所得稅抵減。 

2.研究與發展用設備享有取得 50％
特別折舊。使用新興技術產品化階
段設備的取得，可享 40％加速折
舊。 

1. 硬體軟體皆可認定為 IT
支出計算租稅減免，租賃
費用亦可納入。 

2. 實施期限自 2003年 1 月
1 日至 2005 年 3 月 31 日
止 

中小企業 
 

1.研究與發展費用總額 12%至 15%的
稅額扣抵。 

2.保留盈餘不課稅。 
3.當年抵減資產上限由十萬提高至

三十萬元日幣。 

實施期限自2003年 1月 1日
至 2005年 3 月 31 日止。 

資料來源: 日本財務省網站（http://www.mof.go.jp）。 

三、 南韓 

南韓的電子資訊、半導體、及鋼鐵等產業，是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的主要競爭

對手，其在軟體業的蓬勃發展，成功推動經濟成長亦成為台灣學習的目標。目前

韓國推動產業發展的主要部門為產業資源部，該單位設定在十年間以「雙頭馬

車」—即以IT產業及製造業為雙軸的發展策略，生物、礦產、超電導等知識密集

產業將是推動重點（韓國產業在各時代別的特性及成長主力產業，請參閱表

5-9）。此外，建構具有技術能力的中小企業與創投企業的發展基礎、致力穩定的

貿易收支順差基礎、透過東北亞的產業合作邁向貿易大國、及增加產業技術根基

等，亦是政策努力的方向。為了推動科技的發展，除了租稅獎勵外，韓國政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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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補助、低利融資、信用保證等措施，希望藉以提升產業競爭力。25

表5-9 南韓各時代的成長主力產業  

 1960~1970 年 1980~1990年 2000年~ 

成長主力產業 纖維及鞋類等勞力
密集的輕工業  

鋼鐵、化學、汽車、
半導體等資本及技
術密集產業 

生物、礦產業、超
電導等知識密集產
業 

資料來源: 我國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 

(一) 基本稅制   

南韓實施部分設算扣抵的兩稅合一制，個人所得稅率分成 10%、20%、30%、

40%四級，公司所得稅率最高為 28%，其中私人大企業（營收超過 1億韓圜者）、

中小企業（營收少於 1億韓圜者）及公有的農、漁、家畜協會分別課徵 28%、16%、

及 12%的差別稅率。 

(二) 產業租稅獎勵 

1964 年韓國國稅局成立後，便開始透過租稅獎勵促進經濟發展，1960 年代

輕工業、1970 年代重工業的發展及出口，租稅獎勵均扮演重要的角色。1974 年

韓國政府將所有的獎勵措統一規範於「租稅減免規制法」(Tax Incentives under 

the Tax Exemption and Reduction Control Law；簡稱 TERCL) 中，但由於獎

勵措施被認為過於濫用，1980 年代租稅獎勵便被逐漸消減。此外，為吸引外資

前往投資，韓國政府於 1998年制定促進外國投資法（Foreign Investment Act ，

簡稱 FIPA），提供相關租稅吸引外商。之後，1999 年 5 月 24 日韓國並將 TERCL

與 FIPA 整併至特殊租稅規制法（Special Tax Treatment Control Law，簡稱

STTCL）中，故目前有關韓國租稅獎勵事項統一由該法規範。 

依據STTCL的規定，租稅獎勵的範圍包括中小企業、技術及人力資源發展、

國際資本交易、鼓勵投資、組織重整、平衡發展、增加社會福利、利息及其他所

得、外人投資等十四項，減免的稅目包括所得稅、營業稅、酒稅、特殊活動稅（類

似我國的娛樂稅）、及交通稅等，獎勵的方式包括免稅、加速折舊、及部分扣抵

等，該法並訂有落日條款，部分獎勵措施實施最長至 2003 年 12 月 31 日止。由

                                                 
25
 韓國政府提供三項科技補助計畫: 1982 年開始的指標性R&D計畫、1987 年開始的產業技術發

展計畫、及 1992年的先進國家計畫，補助 50%至 80%不等的研發經費。此外，並籌設三項基金:

產業發展基金、科技推廣基金、及中小企業基礎建構基金，提供 5至 10年低利的資金（U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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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關於租稅減免的措施均規定於這項法令中，故實施期限屆滿前韓國政府勢

必檢討調整實施的範圍，該項法令並不會全盤廢止。26 相關獎勵措施摘要如下: 

◆產業別獎勵 

韓國在 1981 年前曾提供石油化學、鋼鐵、電子、造船、及航空等重要產業

五年免稅的獎勵，但在 1981 稅制調整後租稅假期取消，目前STTCL並無對特別產

業提供差別租稅待遇。不過，從其他中小企業新創事業獎勵範圍（新投資設立製

造、研究與發展服務、傳播、資訊處理、電腦相關、科學工程、運輸、倉儲、或

創投等事業）及獎勵外資投資高科技的項目，仍可觀察出研究與發展服務、資訊、

電子、生技等產業是當前韓國獎勵發展的重點。27

韓國政府特別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除提供公司稅較優惠的稅率外，在租稅

獎勵方面另提供中小企業的獎勵包括: 20%投資損失準備；購置設備或資訊管理

系統等 3%的投資抵減；新創事業六年所得稅稅減半徵收；新創中小企業五年財

產稅減半徵收、二年免登記稅等優惠。 

◆功能別獎勵 

1. 技術與人力資源發展的獎勵。韓國政府提供企業提撥 3 至 5%技術與人力

發展支出準備，扣抵以後年度的損失；當年支出 15%投資抵減或超出前四年平均

支出金額 50%投資抵減二擇一（中小企業只能選擇後者）；權利金移轉所得 50%

免稅；企業購買權利金支出 3%投資抵減（中小企業 10%）等的獎勵。此外，並提

供外國技術提供者五年薪資免稅的優惠。 

2. 為鼓勵企業投資，企業購置自動化或流程改進的機械設備或技術、電子

化供應鍊、及客戶服務系統等，均得享 3%的投資抵減 (中小企業 5%)。 

3. 購置污染防治、公害防止、礦場安全、物流改善等機械設備或技術，得

享 3%的投資抵減。 

4. 購置節約能源設備或技術投資抵減率為 10%。 

◆地區別獎勵 

為降低首都漢城地區嚴重的污染及交通問題，韓國提供下列獎勵措施。 

                                                 
26
 參閱韓國財經部（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y）網站（www.mofe.gov.kr）。 

27
 高科技事業項目包括: (1)電子、資訊及發電科技，(2)精密機器及高階轉移處理，(3)原料，

(4)新型原料及生物工業，(5)光學及醫學設備，(6)宇宙航行及運輸，(7)環境能源與營建。詳

細的項目可參閱林安樂等人（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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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定資產交易的特別附加稅捐得遞延或 50%免除。 

2. 中小企業將設於首都兩年以上的廠商搬遷者，得享 100%所得稅減免或公

司稅四免五減半的優惠。 

◆其他租稅獎勵 

1. 吸引外資的獎勵。為吸引高科技及大規模製造業的外資前往韓國投資，

韓國目前提供符合高科技、高科技服務業等 578 項獎勵類目的公司，前 7 年所得

稅全免，後 3 年則減半徵收（地方可延長至 15 年）；地方稅 5 年免稅，3 年減半

徵收；以及進口資本財免進口關稅、營業稅等的優惠。此外，在外人投資區投資

達一定標準者，28 除 7 免 3 減半外，並可享 8至 15年免地方稅稅的優惠。 

2. 企業重組的獎勵，包括重整發生的資本利得得享 50%減免等優惠。 

3. 增進員工福利的支出得享 3%的投資抵減。 

(三) 稅改重點 

由 1990年代歷次韓國稅制調整的趨勢觀察（表 5-10），降低個人或企業的所

得稅稅率、簡化及追求公平的稅制為改革的重點。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後，韓

國並將稅改重點放在鼓勵企業改造、提高投資及消費、擴大稅基增加稅收（主要

針對營業稅、交通稅）上。有關產業的租稅獎勵措施則以強化研究與發展、創新

能力，以及協助中小企業發展上。 

(四) 與台灣的比較 

就韓國現行的租稅獎勵措施與台灣進行比較，可發現韓國提供中小企業租稅

待遇，不論在公司稅率或投資抵減上均較大企業為優惠。台灣 97%企業為中小企

業，雖然經濟部亦設置中小企業處加強對中小企業的輔導，並訂有中小企業發展

條例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但在租稅獎勵的運用上似乎無較優惠的待遇，反而在

部分項目的獎勵（例如，購置自動化設備投資抵減）適用上被基本門檻限制住，

這是未來政府應積極考量改善的部分。不過韓國雖然提供優厚的租稅獎勵，然而

確也規定了納稅最低限額，其中一般公司為稅前盈餘的 15%、中小企業為稅前盈

餘的 12%，這與台灣目前的規定不同。 

在吸引外資方面，韓國似乎採取更積極的態度，不但提供外資投資設立高科

技產業較本國企業更優惠的租稅待遇，一般功能性投資抵減優惠亦得適用。在台

                                                 
28
 例如，製造業投資 5千萬韓圓、千人以上公司投資超過 50%等大規模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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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除非外來投資者所投資或所設的公司為依本國的公司法成立公司，否則外國

公司在台灣所設立的分公司，不具本國公司的身份，均無法享受租稅獎勵。 

表5-10 韓國 1990 年代的稅制改革 

年別 調整重點 

1989 至
1992年 

1. 降低薪資階級的租稅負擔，包括增加醫療支出扣除額等。 
2. 藉由金融資產稅率調高等，增加租稅公平性。 
3. 簡化個人及企業所得稅結構並調降稅率。 

1993年 1. 調降公司及個人所得稅稅率。 
2. 調整資本利得的課徵。 
3. TERCL 引進租稅遞延制度。 

1994年 1. 調降所得高於 1億韓元大型公營企業所得稅稅率由 32%調降至 30%；
私人公司所得稅稅率從 34.4%調至 31.5%。（小型企業稅率未調整）

1995年 1. 調降個人所得稅稅率級距。 
2. 調降大型公營企業所得稅稅率由 30%調降至 28%；私人公司所得稅稅

率從 31.5%調至 30.10%。（小型公營企業稅率從 18%調降至 16%，私
人從 19.35%調降至 17.20%。） 

3. 強化研究與發展、智慧財產服務業等產業租稅誘因。 
4. 降低營業稅負擔，尤其針對中小企業。 

1996 至
1997年 

1. 提供技術與人力資源發展的租稅減免，尤其針對中小企業。 
 

1998 至
1999年 

1. 降低企業重組的資本利得稅、登記稅等，鼓勵企業重組。 
2. 實施 FIPA 吸引外國人投資。  
3. 高附加價值服務業亦得適用投資抵減。 
4. 藉由擴大營業稅適用對象、提高交通稅等方式，擴大稅基。 
5. 簡化稅捐減免法規: TERCL、FIPA 在 1999年整併為 STTCL。 

資料來源: 韓國財經部（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y）網站（www.mofe.gov.kr） 

四、 中國 

中國自 1978 年推動改革開放以來，便積極吸引外資、發展經濟，廉價的勞

工與土地，以及廣大的內需市場，使得先進國家的資金、人才不斷湧入，近年來

並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潛力的市場。中國的「經濟貿易委員會」是負責產業政策及

結構調整的機關，在其所發布的「2003 年產業政策的工作思路和重點」中，揭

露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發展、促進新材料產業發展、淘汰

落後生產能力工藝和產品、礦產資源合理開採與利用、促進旅遊業發展、加強汽

車行業管理體制的改革等為現階段產業政策工作的重點。   

(一) 所得稅稅制   

中國在 1978 年以前，實行嚴格的共產主義，政府掌握全國資源，不必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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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即可取得服務大眾及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所需的資源之用，因此屢次租稅改

革，均是租稅項目的減少。1978 年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為因應外來資金及外

商蜂擁而至，加上中國內部私人企業及個體工商戶興起，租稅項目即快速增加， 

2004年實施的稅種共有 23 個，按其性質和作用大致分為七類，且未實施兩稅合

一制: 

1. 流轉稅類。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及營業稅三種稅目。 

2. 資源稅類。包括資源稅及城鎮土地使用稅兩種稅目。 

3. 所得稅類。包括內資企業的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

及個人所得稅三種稅目。 

4. 特定目的稅類。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筵席稅、城市維護建設

稅、土地增值稅、及耕地占用稅等五種稅目。 

5. 財產和行為稅類。包括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車船使用稅、車船使用

牌照稅、印花稅、屠宰稅、及契稅等七種稅目。 

6. 農業稅類。包括農業稅及牧業稅等兩種稅目。 

7. 關稅類。 

其中所得稅部分，可分為內資的中央與地方企業所得稅，外資的外商投資與

外國企業所得稅，以及個人所得稅。 

(二) 產業租稅獎勵 

中國目前針對外商投資企業及外國人企業課徵的所得稅及提供的租稅減免

優惠，主要規定於 1991 年所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

所得稅法」中，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就其在中國境内設立從事生產、經營機

構、場所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稅率為 30%，地方所得税税率為 3%。 

對外資企業的租稅獎勵主要可包括企業別、功能別、以及特定地區的優惠三

種，詳言之: 

◆企業別獎勵 

為鼓勵外商企業往先進技術、設備事業投資，同時鼓勵外商出口產品，以及

投資交通、能源建設，中國目前提供相關產業租稅優惠。外商從事機械製造、電

子工業等「生產性事業」經營期在十年以上者，從獲利年度起，得享二免三減半

（即第一年、第二年免納企業所得稅，第三年至第五年則減半徵收）的所得稅減

免優惠。從事能源、交通等重要項目投資，企業經營期在十五年以上者，從獲利

年度起，得享五免五減半的優惠。「高新技術產業」經營期在十年以上者，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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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獲利年度起，享有二年免稅的優惠（生產性事業及高新技術範圍，參閱表

5-11）。屬於「產品出口企業」者，29 在依稅免徵、減徵後，凡當年出口產品產

值達到當年企業產品產值 70%以上者，可減按 15%課徵（已按 15%課徵者可按 10%

課徵）。屬於「先進技術企業」者，30 在依稅免徵、減徵後，並可繼續享受三年

減半課徵（已按 15%課徵者可按 10%課徵）。 

此外，針對下列項目亦提供 15%的優惠稅率: 

1. 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老市區設立

的「技術密集、知識密集的項目」、31 「外商投資在三千萬美元的項目」以及「能

源、交通、港口建設的項目」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 

2. 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3. 上海浦東區從事機場、港口、鐵路、水利等建設的外商投資企業。 

4. 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設立的高新技術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在北京

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被認定為新技術企業的外商投資企業。 

◆功能別獎勵 

中國所提供的功能別租稅獎勵項目包括研究與發展支出、購置設備等。例

如，自 2000 年開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發生的技術開發費，凡超過上年度

10%者，得在當年度加計扣除 50%，扣減企業當年度應納所得稅額。其中技術應

是自行開發，企業對技術擁有所有權；企業應擁有專職人員從事技術開發，並應

設立獨立帳冊說明技術開發費發生的狀況。 

此外，外商投資企業購買境內全新自產設備，其購買設備的 40%，得扣抵企

業當年新增的企業所得稅。32

 

 

 

 

                                                 
29
 「產品出口企業」為當年產品出口的產值占整個企業產量 50%以上，且當年實現外匯收支平衡

或有餘之企業。 
30
 「先進技術企業」為採用的技術和設備等屬於中央公布的鼓勵投資項目，具有先進性和適用

性，是大陸短缺的，或產品是新開發的，能增加出口或進口替代。 
31
 技術密集、知識密集項目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簡稱「兩個密集型企業」，係比照高新技術企

業的標準進行判判定。 
32
 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係指購買設備的當年度所得稅比購買設備的前一年所得稅增加的部分。不

足扣抵者可往後結轉五至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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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中國生產性事業及高新技術範圍 

生產性事業 

1. 機械製造、電子工業； 
2. 能源工業(不含開採石油、天然氣)； 
3. 冶金、化學、建材工業； 
4. 輕工、紡織、包裝工業； 
5. 醫療器械、製藥工業； 
6. 農業、林業、畜牧業、漁業和水利業； 
7. 建築業； 
8. 交通運輸業，包括從事搬家、搬運業務的企業，但不包括從事客運、函件物

品(特快)傳遞業務的企業； 
9. 直接為生產服務的科技開發、地質普查、產業信息諮詢和生產設備、精密儀

器維修服務業(不包括車輛、電器、計算機監視系統和普通儀器、儀表的維
修)；及 

10. 經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確定的其他行業。 

高新技術事業 

1. 電子與資訊技術； 
2. 生物工程和新醫藥技術； 
3. 新材料及應用技術； 
4. 先進製造技術； 
5. 航空航太技術； 
6. 現代農業技術； 
7. 新能源與高效節能技術； 
8. 環境污染新技術； 
9. 海洋工程技術； 
10. 核應用技術；及 
11. 其他傳統產業改造中應用的新工藝、新技術科學技術。 

資料來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1991年「國家高新

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條件和辦法」。 

◆地區別獎勵 

中國幅員遼闊，為發展經濟，規劃許多發展經濟的地區，鼓勵企業前往該地

投資，依性質劃分，包括有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開放區及高新

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等。對於不同性質的外資企業進駐，稅法中並提供相關租稅獎

勵的規定（表 5-12）。一般而言，可進駐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技術層次較高，

所提供的租稅優惠條件較佳，而中西部地區則是近年來鼓勵外資前往投資的地

區。 

◆其他獎勵 

除產業别、功能別及地區別獎勵外，為鼓勵外國投資者在取得利潤後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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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國也提供外國投資者從外商投資企業所取得利潤的直接再投資可享再投資

退稅（40%~100%）的優惠。特許權使用費，經國務院批准皆可以减按 10%税率徵

收所得税，其中技術先進者，並可免徵所得稅。此外，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合併、

分立、股權重組、資產轉讓等重組業務，亦提供未屆期的租稅優惠繼續享有等優

惠。33

而中國的稅法也授權省、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提供鼓勵外

商投資的行業及項目，地方稅租稅優惠的決定權。 

(三) 稅改重點 

中國為實現階段性財經、產業政策及順應國際經貿發展，1994年對涉外企業

所得稅所作的減免修正，主要特點如下: 

1. 由普遍優惠制改為行業優惠制。以往所得稅法對外資企業優惠規定係採

普遍適用原則，即只要是中外合營企業，經申請均可獲准享有稅捐減免的待遇。

現在適用對象僅限於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  

2. 現行制度的另一特點為稅捐減免權限，正式以法律明文規定，統一集中

於國務院。 

3. 改制前，中外合資企業與國外企業課稅稅率規定不一，稅率不同、稅收

負擔差異大。改制後，取消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超額累進稅率，降低地方所得稅率

為 3%，統一外資企業所得稅率為 33%的單一比例稅。 

由中國針對外資的獎勵可以觀察出，中國租稅改革的重點除了簡化稅制以

外，針對吸引外資、提供租稅誘因已改變一開始的通通有獎，轉以慎選對其國內

較為有利的產業及亟待開發的地區，給予較高的獎勵。 

                                                 
33
 參閱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1997年發布實施的「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合併、分立、股權重組、資產

轉讓等重組業務所得稅處理的暫行規定」。 

 128



第五章 租稅獎勵的國際規範與各國運用趨勢 

表5-12 中國地區別租稅獎勵 

區域別 適用條件範圍 優惠方式 

經濟特區 依法設立或經國務
院 批 准 設 立 的 深
圳、珠海、汕頭、廈
門、及海南經濟特
區。 

1.不限企業型態所得稅稅率減按 15%課徵。
2. 老市區設立的技術密集、知識密集等生產
性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稅率減按15%課徵。

經濟技術開發
區 

經國務院批准在沿
海港口城市設立的
經濟技術開發區。

1. 生產性企業所得稅稅率減按 15%課徵。 
2. 老市區設立的技術密集、知識密集等生產
性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稅率減按15%課徵。

沿海經濟開放
區 

指經國務院批准為
沿海開放區的市、
縣、區。 

1. 生產性企業所得稅減按 24%課徵。 
2. 老市區設立的技術密集、知識密集等生產
性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稅率減按15%課徵。

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 

北京新技產業區、武
漢東湖新技區、南京
浦口高技區等 53 個
地區。34

1. 企業所得稅減按 15%課徵。 
2. 國務院批准設立的高新企業經營 10 年以

上，自開始獲利年度適用 2年免稅優惠。

沿邊開放城鎮 滿州里、琿春等邊境
開放城鎮。 

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減按 24%課徵。

沿江開發城市 蕪湖、九江、武漢等
城市。 

比照沿海開放區的優惠。 

內陸開放城市 北京、石家庄、哈爾
濱等內陸城市。 

比照沿海開放區的優惠。 

國家旅遊度假
區 

海南亞龍灣、昆明滇
池等國家旅遊區。

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減按 24%課徵。 

貧困地區 不發達地區投資的
外商投資企業。 

可減徵 15%~30%。 

中西部地區 外商再投資中西部
地區。 

外商再投資企業延長三年減按 15%課徵所得
稅。 

資料來源: 黃長欣等人（2001），本研究整理。 

 

(四) 與台灣的比較 

中國推動經濟發展的時間較台灣晚，廉價的勞工與土地、廣大的內需市場，

以及地方政府積極招商的態度，使得中國產業發展的速度相當驚人。在外資投資

的過程中，租稅獎勵事實上也扮演吸引的角色，除了藉以吸引特定產業發展外，

                                                 
34
 1991年中國國務院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核准 27 個，1992 年核准 25 個，1997 年再核准 1個。

參閱黃紀穎（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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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點的發展帶動國家整體成長力道，亦是運用租稅獎勵的重要目的。 

台灣在經濟發展初期也有相類似於中國的作法，亦即給予科學工業園區及加

工出口區較區外廠商更優惠的租稅待遇，而該項作法也確實達到促進經濟及產業

快速發展的目的。但基於租稅公平的原則，目前已逐漸將特區內外產業別租稅優

惠合併，統一規定於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中，除為平衡區域均衡發展的租稅優惠

外，並以不扭曲廠商區位選擇為修正獎勵的重點。35 此外，中國在功能別的租稅

獎勵上著墨較少，目前仍以吸引投資的相關措施為主，產業升級則是由策略性產

業的挑選上加以推動。 

以獎勵優惠的程度觀察，中國兩免三減半、達特定條件所得稅再減半的租稅

減免，均不如台灣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規定的—即新增投資於新興產業達一定額

度即可享五年免稅來得優惠。不過，由於中國與台灣目前發展階段及發展重點並

不相同，政策獎勵的內容及作法也自然地有所差異。 

五、 美國 

美國行政部門中並無主要負責產業發展部會（如台灣的經濟部）的設置，而

是聯邦政府與各地方州政府均擁有部分職權，故產業政策並不明確，大多是透過

整體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來影響產業活動。雖然針對部分產業，

美國會以貿易保護措施因應來自國際上的競爭，但大致而言，相關措施的推動是

尊重市場價格機能的運行。 

為了吸引投資，商務部負責提供投資者有關投資法令規章、產品市場規模與

潛力、及融資等各類資訊，商務部下的經濟發展局負責協助企業財務融資、技術

訓練、及研究規劃等事宜，而所屬的中小企業管理局負責協助中小企業之經營與

發展，包括融資及市場行銷與公司管理之訓練。國防部、能源部、內政部、農業

部、航太總署等部會則均成立專責科技研發單位，並積極將研發成果移轉給民

間，以促進產業技術的提升。 

(一) 所得稅稅制 

美國並未實施兩稅合一，所得稅制兼採屬地主義和屬人主義。就美國來源所

得(U.S. source of income)而言，美國的所得稅制原則上採用屬地主義，非居

民之外國人(nonresident alien)應該按照美國境內來源所得向美國政府繳稅。

                                                 
35
 不過，目前台灣的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仍保留如免關稅、貨物稅的區域租稅優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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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國國民或居民的所得而言，美國的所得稅制原則上採用屬人主義，亦即是針

對公民的國內外所得加以課稅。美國的稅賦由聯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徵

收。聯邦政府主要徵收聯邦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關稅、貨物稅等。州政府及

地方政府則徵收州所得稅，特許規費(franchise taxes)、消費稅(sales taxes)、

使用稅(use taxes)、及財產稅(property taxes)等。目前聯邦公司所得稅稅率

為 15%至 35%，個人所得稅稅率為 15%至 39.6%。 

(二) 產業租稅獎勵 

在租稅政策方面，除全國一致性減稅計畫及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中針對企業研究與發展、投資資源貧瘠地區等所規定相關抵減優惠外，聯

邦並未另立專門法令提供產業租稅獎勵優惠。但各州及地方政府往往會視產業的

特性與規模提供租稅假期及投資抵減等租稅誘因，吸引外人投資。為鼓勵廠商前

往低度開發區域投資設廠，各州及地方政府也會制訂額外的獎勵辦法，包括水電

費優惠、房租補助、地產稅減免，或就業抵減（job credit）等措施。 

◆功能別獎勵 

主要針對研究與發展活動提供獎勵。依據聯邦政府歲入稅法的第 174 章

（section 174）規定，企業得將年度內的研究與實驗支出（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costs）在當年度當作費用扣除，或將其資本化分 5 年以上期間分

期攤銷；此外第 41 章的增加研究活動抵減（credit for increasing research 

activities）並提供超過基礎年度的研究與發展費用（包括委託研究），得享 20%

的投資抵減。 

地方政府亦會針對企業購置污染防治技術或設備、節省能源計劃提供獎勵，

例如，奧勒岡州州政府提供投資於污染防治技術或設備，符合環保局的規定者，

可享受高達投資額 50%的租稅抵減。企業的節省能源計劃若能較目前俄州之建築

法規定節省 10%以上的能源，則計劃成本的 35%可抵減營業稅。投資於研發之費

用，超出基本金額部份，或超出在奧州境內銷售額 10%之部分，得以 5%列入抵減

額等優惠。 

◆地區別獎勵 

投資特定地區的租稅抵減。為協助人力提升區（empowerment zones）、企

業社區（enterprise communities）、及更新社區（renewal communities）或

其他貧困地區的發展，聯邦政府歲入稅法第 1396 中，提供相關的投資抵減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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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例如，企業雇用人力提升區的人力，可享 20%的薪資抵減，但每人每年不

超過 3,000 美金。另外，企業在更新社區雇用當地人力，可享 15%的薪資抵減，

但每人每年不超過 1,500 美金。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相關租稅獎勵，以加州為例，加州政府提供在加州投資的

公司購買或租賃製造設備，以及高科技公司設置特殊用途的建築物時，得享有

6%的投資抵減。廠商自行研發可享有 11%的租稅抵減，委託其他公司研發的費用

則可享有 24%的抵減。企業區(enterprise zones)設立的公司可享 2,000 萬美元

賦稅抵減、每雇用一名員工得抵減 23,400 美元、投資損失最高可在 15年內沖銷

等優惠。雇主為員工所設立的托兒所之設備亦可享有 30%的抵減(每年最高五萬

美元)。另外，為鼓勵企業在加州投資，加州政府已於 1997 年 10 月通過法令，

自 1998/1999 年會計年度起，投資 1億 5,000 萬美元以上之高科技公司，可與地

方政府協商減免每年此 1 億 5,000 萬美元之財產稅，期間長達 15 年。又例如，

凡設在經濟發展落後地區之產業，新建廠房或購置設備，奧勒岡州州政府均提供

為期至少 3年的 100%財產稅減免。 

(三) 稅改重點 

為增加儲蓄與投資意願，並促進經濟成長，減稅計畫也一直為美國政府所採

用，其中美國國會在 1986 年時通過雷根總統所提出的「租稅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則是近代一次重要的租稅改革計畫。該法案實質移轉部分個人稅

負給公司負擔，對企業優惠的稅制做了較為嚴格的限制，實際的作法包括降低個

人及公司所得稅稅率、縮減課稅級距等。對於特定產業或部門的特別補助或優

惠，除下列符合國家安全利益者外，其他則予以削減:36

1. 對研究與實驗的投資獎勵。 

2. 對高風險投資事業的獎勵—給予長期資本增益課稅所得 50%免計入所得

課稅；最高資本增益稅從 20%降低至 17.5%。 

3. 小型企業的形成與發展的獎勵—對創造美國大多數就業機會的小型企

業，採行較和緩的公司累進稅率。 

至於美國布希總統在 2001 年以來所公布的振興經濟方案中(表 5-13)，減稅

的主軸亦以減少個人所得稅的稅率級距數目，以及各級距的稅率為主，其主要目

的在於減輕所得稅負，提高儲蓄、工作、及投資的誘因，並簡化稅務行政，希望

 
36
 削減的獎勵包括投資抵減、資本利得減免，加速折舊制度則加以修正，研究與發展費用抵減

率由 25%降低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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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體納稅人受益。至於針對企業的租稅獎勵，仍秉持對高風險的研究與投資活

動及照顧小型企業為原則。 

表5-13 美國近年來的租稅獎勵措施 

法案名稱 
簽署日期
(人) 

減稅規模 實施期間 減稅重點 

2001 年「經濟成
長與租稅減免調
和法案」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 

2001年 6月
7 日 
(布希總統) 

35 兆美元
（10年）

2001 至 
2010年 

增加 10%的新課稅級距（原最
低為 15%）。 
個人所得稅稅率調降，最高
級距由 39.6%調至 35%。 
增加兒童的租稅扣抵額。 
增加照顧支出稅額扣抵。 
婚姻懲罰稅的減免。 

2002年「工作創
造與勞工協助法
案」 
(Job Creation and 
Worker 
Assistance Act) 

2002年 3月
9 日 
(布希總統) 

配合 911
後之經濟
衰退 
 

2001 年 9
月10日至
2004 年 9
月 11 日 

增加企業購置資產第一年的
折舊率 30%。 
增加汽車的折舊額。 
延長增加工作機會的投資抵
減實施期限至 2003年。 
紐約市的特別租稅優惠(增
加工作機會的投資抵減、購
置資產的折舊等)。 

2003年「工作與
成長租稅減免調
和法案」 
(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 
 

2003年 5月
28 日 
(布希總統) 

3500 億美
元 ( 部 分
措施是在
2001 年的
法案架構
下再實施
減稅) 

2003 至
2008年 
 

降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率。
降低資本利得稅率（約 5%）
及股票股利稅（由一般所得
稅率降至 15%單一稅率）。
增加兒童的租稅扣抵額。 
婚姻懲罰稅的減免。 
增加企業購置資產第一年的
折舊率從 30%增加為 50%。 
中小企業可選擇編列資本支
出視同當年度費用限額，由
25,000 美元增加至 100,000
美元。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四) 與台灣之比較 

相對於尊重市場機制的美國而言，台灣的產業政策較重視企業的投資與產業

的升級，美國則以基礎環境的改善為主。在產業政策工具的運用方面，為提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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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研究的能力、拓展貿易，美國多以政府補助及融資為主，較少運用租稅獎勵措

施。37

六、 歐盟國家 

大部分歐盟國家所提供企業的租稅優惠可以包括投資抵減、設備及研究與發

展的加速折舊、創造就業機會的租稅減免，以及弱勢區域的租稅獎勵等；38 近來

更有許多國家（如法國、荷蘭、英國等）逐漸導入促進中小企業、新創企業、及

資訊技術公司發展的租稅獎勵措施。39  

例如，在德國，德西地區(原西德)各邦為創造更多就業機會及促進投資、獎

勵開發高科技，而積極訂定相關輔導協助或減稅等優惠辦法；針對偏遠地區及經

濟較未開發地區如薩蘭邦部分地區、北海岸地區等，政府亦設特別地區投資優惠

獎勵辦法。針對一般企業(尤其是雇用低於 250 名員工之中小企業)並設有鼓勵研

發及低利貸款等諸多獎勵措施；為促進德東經濟復建及鼓勵外資參與德東經濟復

建，政府亦提供投資補貼、優惠融資、信用保證等獎勵措施。不過整體而言，德

國的產業獎勵措施採用的工具以政府補助與融資優惠為主。 

比利時於 2002 年將公司稅率從 40.17％調降至 33.99%；中小型企業公司稅

率則從 28.84％降低到 24.98％。其他租稅優惠包括: 企業盈餘保留部分免稅；

對新創立之業者，給予前三年免預收所得稅之獎勵等。投資「經濟發展落後地區」

者可享受加速折舊、投資抵減等獎勵措施之優惠。凡核准執行之投資計畫均可申

請減免財產稅、加速折舊、節約能源技術抵減 14.5%。 

英國目前除提供企業多項研究發展及地區性投資補助計畫外，就租稅獎勵部

分並提供中小企業購置網際網路軟硬體設備、研發相關費用等 100%當年扣除的

獎勵；為促進企業進行科技研究，英國並在 2000 年開始提供中小企業投入研發

投資抵減獎勵，2002年時則擴及到大企業亦得適用，不過抵減率為 25%。 

七、 各國租稅優惠的比較 

透過相關國家的產業租稅獎勵措施觀察與比較（表 5-14），目前國際間租稅

                                                 
37
 美國主要透過先進技術的研究計畫及補助、相關法規的制定等方式，提升產業技術能力，並

透過創業育成中心及中小企業技術革新制度（SBIR）補助等機制帶動中小企業發展。實際作法

請參閱王文娟（2000）。 
38
 弱勢區域（deprived area）係包括特殊部門及地域，例如，在比利時的高失業率地區、希臘

的低度開發區及旅館業、西班牙的Canary島、礦業及出口活動等。 
39
 參閱Joumard（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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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的重點亦包括功能別、產業別、及整體投資環境改善的獎勵，其中功能別獎

勵多以風險性較高的研究與發展，以及資訊科技投入獎勵為主，污染防治與節約

能源等功能性設備或技術投入，亦有不少國家透過租稅減免給予獎勵。至於自動

化投資抵減方面，各國多以研究與發展或節約能源設備的型式給予獎勵，台灣的

獎勵是否過於寬鬆，值得檢討。 

產業別獎勵部分，開發中國家如韓國、新加坡、中國大陸等國家亦會針對各

自重視的新興產業或高科技領域給予租稅獎勵；而日本、美國等先進國家則多以

政府補助或融資等方式協助產業發展。不過針對中小企業，各國則普遍給予其較

優厚的租稅環境，顯見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確實扮演不可獲缺的角色。目前我國

租稅獎勵逐漸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需求，然而未來如何在稅制及租稅獎勵上考量

中小企業的特質，給予更有利其發展的租稅環境，是政府應持續關注的課題。 

整體投資環境改善的獎勵部分，平衡區域發展是各國普遍採行的租稅獎勵重

點，而各國除了全國性的租稅減免措施，地方政府為了招商，亦會運用相關租稅

獎勵，吸引相關產業進駐；故吸引投資，以創造就業並發展經濟，已成為各國政

府以及各國國內的各級政府重要的施政課題。中央政府應致力促進國內各地方政

府進行良性的競爭，共同創造企業及人民最大的利益。 

此外，各國為了促進投資、創造就業，較偏重採行降低所得稅稅率的方式，

而新加坡為了刺激經濟，更採取加徵消費稅的方式來因應。事實上，經濟的全球

化，使得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度與規模在全球的範圍內移動，以尋求最佳的配

置，當科技的發展使資本、技術、及人才能夠較為容易在全球調配時，政府可掌

握的課稅對象已從移動性較高者，轉移至移動性較低者。故營造低所得稅稅率、

並提高消費稅的作法，在未來必將成為一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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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各國產業租稅獎勵的比較 

國家
項目 

台灣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中國大陸 其他先進國家 

      自動化設
備 或 技
術。 

5%至 20%限度內抵
減當年度起五年內
營所稅應納稅額。 

提供電腦、機器
人、及自動化設備
等高科技產品之最
高 100%的投資扣抵
（IA 產品約 30%至
50%）。 

 企業購置自動化或
流程改進的機械設
備或技術得享 3%的
投資抵減 (中小企
業 7%)。 

購置境內自產設備
支出 40%得扣抵當
年新增所得稅。 

部分國家可能以較
廣義的研發支出提
供租稅獎勵。 

      

 
 
功 
 
 
能 
 
 
別 

提升企業
數位資訊
效能。 

5%至 20%限度內抵
減當年度起五年內
營所稅應納稅額。 

提供電腦、機器
人、及自動化設備
等高科技產品之最
高 100%之投資扣抵
（IA 產品約 30%至
50%）。 

提供 IT相關的設備
購置（包括電腦、
網路電話設備等）
加速折舊或税額扣
抵二擇一之獎勵。

企業購置電子化供
應鍊及客戶服務系
統等均得享 3%的投
資抵減 (中小企業
7%)。 

購置境內自產設備
40%得扣抵當年新
增所得稅。 

部分國家未對此項
目作特別規定，不
過仍可能納入一般
設備投資項目中。 

       資 源 回
收、防治
污染設備
或技術。

5%至 20%限度內抵
減當年度起五年內
營所稅應納稅額。 

 污染防治設備第一
年加速折舊 18% 

購置污染防治、等
機械設備或技術 3%
的投資抵減。 

購置境內自產設備
40%得扣抵當年新
增所得稅。 

部分國家未對此項
目作特別規定，不
過仍可能納入一般
設備投資項目中。
多數國家多行政管
理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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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各國產業租稅獎勵的比較（續 1） 

國家
項目 

台灣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中國大陸 其他先進國家 

      節 約 能
源 5%至 20%限度內抵

減當年度起五年內
營所稅應納稅額。 

省水設備投入投資
抵減。 

 購置節約能源設備
7%的投資抵減。 

購置境內自產設備
40%得扣抵當年新增
所得稅。 

部分國家未對此項
目作特別規定，不過
仍可能納入一般設
備投資項目中。或多
以補助或行政管理
方式進行。 

      

功 
能 
別 

研 究 與
發 展 及
人 才 培
訓 

30%限度內抵減當年
度起五年內營所稅
應納稅額。當年度支
出超過前二年平均
數時，超過部分得按
50%抵減。 

研究與發展支出可
超額扣抵。 

基礎研究 5%、合作
研發 6%、小型企業
提供 10%投資抵減。
超過前三年平均者
15%。 

中小企業 15%投資
抵減，設備 10%。大
型企業超過前四年
平均者 50%。 

技 術 開 發 費 加 計
50%扣除。 

為各國共通採行的
項目，補助及融資方
式亦相當普遍。 

      
產 
業 
別 

策 略 性
產業 新興重要策略性產

業（製造業及相關技
術 服 務 業 、 農 業
等）。 

新興產業、服務業、
企業營運總部、國際
性船務公司、貿易商
等。 

 外資投資高科技產
業提供租稅假期。

針對先進技術企業
及出口企業等提供
差別租稅待遇。 

多以補助或融資方
式協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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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各國產業租稅獎勵的比較（續 2） 

國家
項目 

台灣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中國大陸 其他先進國家 

      
產
業
別 

中 小 企
業 雖有規定，但並未較

大企業優惠。 
 所得稅稅率較低，相

關投資獎勵優惠較
多。 

所得稅稅率較低，相
關投資獎勵優惠較
多。 

 所得稅稅率或相關
投資獎勵較為優惠。 

      鼓 勵 平
衡 區 域
發展 

企業投資資源貧瘠
地區獎勵。 

 發展落後等地區獎
勵。 

企業遷出漢城首都
地區等獎勵。 

中西部地區投資獎
勵。 

發展落後等地區獎
勵。 

      

整
體
投
資
環
境 

因 應 景
氣、促進
投 資 的
租 稅 減
免 

提供製造業及技術
服務業租稅假期、實
施兩稅合一、土地增
值稅免徵等。 

調降所得稅稅率等。調降相關稅率等。 調降所得稅稅率等。 調降所得稅稅率等。 

註: 代表有， 代表沒有。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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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相較於開發中國家，先進國家採用的租稅獎勵措施相對較少，採

取其他產業政策工具較多。而台灣目前所提供的租稅獎勵項目或優惠程度並不低

於新加坡、韓國等貿易競爭國家或日、美等先進國家，如進一步比較相關國家的

租稅負擔率，亦可發現台灣的租稅負擔率亦相對較低（表 5-15），產業所面對的

租稅負擔可以說相當優厚。 

表5-15 各國租稅負擔率（不含社會安全捐） 
單位: % 

年別 台灣 美國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1970 17.5 23.2 15.3 - - 

1980 19.6 21.1 18.2 17.5 - 

1990 20.1 19.8 21.8 18.1 15.1 

1995 18.0 20.7 18.1 19.1 16.6 

2000 13.2 22.7 17.2 21.8 15.8 

平均 17.7 21.5 18.1 19.1 15.8 
資料來源: 財政部統計處（2003），《賦稅統計年報》。 

第四節  結語 

為配合我國加入 WTO，政府業於入會前檢視相關的法規與措施，凡有違反的

相關協定的法規均已配合修正完成，因此，我們初步可以確知目前政府所運用租

稅獎勵措施應是符合各項 WTO 的規範。依據 WTO 中「補貼及平衡稅協定」，除研

究與發展、落後地區、及環保設備購置三大類為不可控訴的範圍外，其他的特定

性補貼都可能是其他會員國控訴的對象。我國目前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等法令中所

提供的獎勵項目中，自動化、電子化等功能性獎勵，以及產業別項目，目前係因

影響出口實績不大、不涉及國民待遇、或者部分可以透過解釋納入研究與發展或

環保設備等，而未被其他國家提出控訴，但未來在制定相關法規時，仍應審慎檢

視 WTO 有關的規範，以免遭到其他會員國的控訴。 

為消除有害的租稅規定，OECD 亦訂定相關原則約束既有的有害租稅擴大或增

加，並希望各會員國將經確認的有害租稅措施予以廢止，以確保租稅的負擔可以

更為公平，並使租稅不會成為決定資本配置的關鍵因素。我國雖非 OECD 的一員，

但未來在制定相關的租稅措施，亦應尊重 OECD 所訂的相關原則，加強資訊的交

換以及增加透明度，以利吸引投資。目前各國亦積極提供誘因吸引外國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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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於影響 FDI 的因素很多，租稅獎勵的提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積極善用各種

產業政策工具，改善整體投資環境才是政府應投入心力的重點。 

在挑選世界上幾個代表性的國家進行租稅優惠措施的比較後，發現台灣目前

所提供的租稅獎勵項目或優惠程度並不低於新加坡、韓國等貿易競爭國家或日、

美等先進國家，如進一步比較相關國家的租稅負擔率，亦可發現台灣的租稅負擔

率亦相對較低，產業所面對的租稅負擔可以說相當優厚。因此，台灣在邁向先進

國家之際，未來在檢討產業租稅獎勵時，除了必須配合產業發展趨勢的轉變調整

相關規定外，也應參考其他先進國家的租稅獎勵規定及趨勢，妥適選擇政策工

具，使我國的租稅獎勵更能夠發揮帶動產業升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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