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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往的國際租稅制度設計著重於避免雙重課稅以消除經貿交流所產生之障礙，

然而當今因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使得新興商業模式興起，跨國交易手法複雜且創新，

此套國際租稅制度已逐漸無法滿足當今新型態稽徵之需求，常造成各國稅捐之流

失。因此，國際租稅制度的理念已由過往的避免雙重課稅轉換為現今的避免雙重

不課稅，而跨國反避稅風潮也由此而生。我國於跨國反避稅浪潮中亦制定多項反

避稅措施，然而其成效如何並未有相關研究文獻作全面性之檢視，因此本文以

2002 年至 2014 年台灣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財務資料探討我國實施多年之反避

稅措施對於企業租稅負擔與避稅行為之影響。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與簽署租稅協定將提升企業租稅

負擔與降低避稅行為。由於我國企業資本弱化情形並不嚴重，因此反資本弱化條

款實施對於我國企業並無顯著影響。在簽署租稅協定內含利益限制條款方面，利

益限制條款並未顯著提升我國企業租稅負擔與避稅行為，究其原因，可能為我國

簽署租稅協定且含利益限制條款之樣本數過少使其效果並不明顯。 

 

關鍵詞:反避稅、移轉訂價、反資本弱化、租稅協定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was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juridical 

double taxation and increas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However, the new business 

model changed by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de taxing 

authorities difficult to define the substance of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In this case 

many countries faced the fact of tax erosion, so the objective of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has been changed from the elimination of double taxation to anti-avoidance 

measures. In order to prevent tax erosion, Taiwan’s government had legislated some 

anti-avoidance provisions. There is no study that research those anti-avoidance 

provisions whether have impact on Taiwanese enterprise. This study used Taiwanese 

financial information from 2002 to 2014 to investigate the tax burden and tax 

avoidance of enterprise after anti-avoidance provisions had been legislate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ransfer pricing rules and tax treaties not only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but also decrease the tax avoidance of Taiwanese enterprise. This study 

find that there is no thin capitalization in Taiwan. At the end, tax treaties which 

involved limitation-on-benefits can’t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and decrease the tax 

avoidance of Taiwanese enterprise. Owing to few samples of tax treaties which 

involved limitation-on-benefits, the empirical result don’t reach the significant level. 

 

 

Key words: Anti-avoidance, transfer pricing,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tax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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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各國間資金、技術或人才交互流動變得更加頻繁，

而跨國企業更是扮演著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國與國之間彼此競爭承諾給予稅

務優惠、政府補助或降低國際環境評估標準等條件以期望爭取跨國企業設點，以

促進經濟發展及透過稅負增加財政收入，然而因跨國企業為使利潤或公司市場價

值最大化會進行國際租稅規避行為(陳典陞，2013)，如此往往造成該國稅收流失，

其原因在於跨國間關係企業常涉及多個國家租稅管轄權，在面對課稅範圍重疊、

各國稅率不一致、實質管理機構定義不同、有關稅局查核不易等情形下，可能透

過商業模式或財務上資本結構安排進行租稅規劃。例如：在商業上透過跨國關係

企業間將所得移轉至較低稅負的國家，在財務上對資本結構之安排以債務資本取

代權益資本，將債務資本所產生之利息費用降低所得稅之負擔而變相獲得租稅利

益。  

    過往國際租稅制度的設計著重於避免企業遭重複課稅，以提升交易、投資等

經濟活動的發展，但跨國企業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同時往往會使用租稅規劃的手

段使其應納稅負極小，且由於當今跨國企業交易複雜及手法創新，經濟實質難以

被有關稅捐稽徵機關認定，國際租稅規避行為比過往更加嚴重，此套國際租稅制

度已經無法適應現今知識經濟及電子商務的時代，常造成稅基侵蝕使國家整體稅

收的流失。有鑑於此，因應二十國集團(以下簡稱 G20
1
)要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以下簡稱 OECD)2於 2013 年 2 月 12 日公布一份名為「處理稅基侵蝕與利潤移

轉(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的報告，報告內容表達四個主要國

際租稅原則：租稅管轄權(Jurisdiction to tax)、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債權 

(Leverage) 、反避稅(Anti-avoidance)，此四個原則為造成國家稅基侵蝕的主要原

因，並於同年 7 月 19 日 OECD 提出「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行動計畫(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action plan，以下簡稱 BEPS 行動方案)」，為 OECD 與 G20 首

                                                        
1
 G20，英文全名為 Group of twenty，由世界上 20個主要國家組成，為國際經濟合作論壇，成立

目的之初為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重演，讓有關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非正式對話，以

利於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 
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英文全名為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由全球 35個國家所組成之國際組織，致力於解決國際間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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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攜手針對與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密切相關的 15 個面向達成共識，這 15 項行動

計畫3提供了各國政府打擊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的內外兩項利器:以國內法層次

的修改建議以及包括稅約範本在內等國際租稅規則的翻修。由於大部分的措施需

各國政府自行立法方得在該國發生效力，因此各國紛紛在 OECD 及 UN 的範本

下制定「反避稅條款(Anti-avoidance rule，AAR)」如：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

TP)、反資本弱化條款(Anti-thin capitalization)、受控外國公司法則(Control foreign 

corporation，CFC )、實際管理處所(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PEM)、防止

濫用租稅協定(Prevent treaty abuse)等避免企業透過租稅規劃使國家財政流失。 

    我國雖非 G20 及 OECD 成員國，為與世界接軌財政部早於 2009 年時提出反

避稅修法的五大方向包括：(1)防止濫用租稅協定(2)反資本稀釋法則(3)實質課稅

原則(4)個人與公司的受控外國公司法則課稅制度(5)防止因身分轉換的避稅。在

近年來，財政部已修正法規逐步完成並執行前三項目標，而最後兩項目標已於

2016.7.12 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稅法 43 條之 34及 43 條之 45，惟為避免實施反

避稅制度對企業經營造成衝擊，該制度將視兩岸租稅協議執行情形與相關金融帳

戶資訊之配套及落實宣導後執行。表 1-1 為我國反避稅改革辦理情形： 

                                                        
3 BEPS 共 15 項行動計畫，主要圍繞著建立實質、增進稅務一致性以及增加租稅訊息透明度這

三個主題，另外涉及電子商務、紛爭解決機制與建立多邊工具等議題。15 項行動計畫分別為:探

討數位經濟所產生的稅收挑戰、消除混合錯配安排之影響、設計有效的受控外國公司規則、限制

因利息及其他金融支付所產生之稅基侵蝕、有效打擊有害的稅務實務、防止租稅協定優惠的不當

授予、防止人為規避常設機構、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吻合:無形資產、確保移轉訂價結

果與價值創造吻合:風險與資本、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吻合:高風險交易、衡量和監控稅

基侵蝕和利潤移轉現象、強制揭露租稅規劃規則、移轉訂價文件與國別報告指引、紛爭解決機制

有效化、發展多邊工具以修改雙邊租稅協定。 
4 所得稅法 43-3 條，建立受控外國公司法則課稅制度重點(以下簡稱 CFC)：1.為避免營利事業藉

於低稅負地區（如租稅天堂）設立 CFC 保留盈餘不分配，故第 43 條之 3 明定營利事業及其關係

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設立於低稅負國家（地區）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 50％以上，或對該

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營利事業股東應就該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按持股比率及持有期

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課稅。2.為落實 CFC 制度精神，並兼顧稽徵成本，訂定豁免規定，明定

CFC 於當地有從事實質營運活動或當年度盈餘低於一定標準者排除適用。3.明定已依 CFC 制度

認列收入課稅之投資收益，於實際獲配時不再計入課稅，及提供國外稅額扣抵機制，以避免重複

課稅。 
5 所得稅法 43-4 條，建立實際管理處所制度重點(以下簡稱 PEM):1.為防杜 PEM 在我國境內之營

利事業藉於租稅天堂登記設立境外公司，轉換居住者身分，規避應申報繳納之我國營利事業所得

稅，故第 43 條之 4 明定依外國法律設立之境外公司，其 PEM 在我國境內者，應視為總機構在

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辦理扣繳與填發憑單相

關作業。2.有關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認定要件如下：(1)

作成重大經營、財務及人事決策者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作

成該等決策之處所在我國境內。(2)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

製作或儲存處所在我國境內。(3)在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3.未來 PEM 制度實施後，

除可避免我國稅基受侵蝕外，亦有助於 PEM 在我國境內之企業認定為我國居住者，而享有適用

兩岸租稅協議減免稅優惠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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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反避稅改革辦理情形 

反避稅改革 法條 辦理情形 

移轉訂價查核 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2004.12.28 訂定發布「營利事

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 

訂價查核準則」，20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2015 年 3 月 6

日最新修正。 

 

反資本稀釋 

 

 

 

 

 

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2、營利

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利息

支出對關係人不得列為費

用或損失查核辦法 

 

 

 

自 2011 年 1 月 26 日增訂所得

稅法 43 條之 2 條反資本稀釋

條款。2011 年 6 月 22 日發布

「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

利息支出對關係人不得列為

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 

 

防止濫用租稅協定 

 

 

 

租稅協定、適用所得稅協定

查核準則 
 

租稅協定加入利益限制條款

(Limitation-on-benefits，

LOB)。 

訂定「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

則」，2010 年 1 月 7 日以台財

稅字第 09904504820號令發布

施行，「適用租稅協定稽徵作

業要點」則於同日停止適用。 

 

實質課稅原則 稅捐稽徵法 12 條之 1 

 

2009 年 5 月 13 日修正通過稅

捐稽徵法 12 條之 1。 

 

受控外國公司法則

課稅制度、實際管

理處所 

所得稅法 43 條之 3、所得稅

法 43 條之 4 

 

2016 年 7 月 12 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為避免實施反避稅制

度對企業經營所造成的衝

擊，該制度將視兩岸租稅協議

執行情形，及國際間按共同申

報及應行注意標準(Common 

reporting and due diligence 

standard，CRS)執行稅務用途

經融帳戶資訊交換情況，並完

成資法規之規劃及落實宣導

後執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1-1 可看出我國已大抵完成反避稅租稅改革以期落實租稅公平與健全財

政收支，然而上述多項改革都將使我國的租稅環境發生改變，進而影響企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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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及租稅決策，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我國近年來反避稅租稅改革實施後，企業是

否因主動地遵循法規或是被動地接受國稅局查核而提升企業的租稅負擔，同時亦

探討反避稅租稅改革是否降低企業之避稅行為，期望透過本研究使政府檢視我國

租稅改革之成效以及使企業了解租稅環境之改變而做出應對措施。 

   本文參考研究文獻(陳明進 2003 ; Shevlin and Porter 1992)採用有效稅率

(effective tax rate)作為衡量企業租稅負擔之代理變數，採用永久性財稅差異

(permanent book-tax difference)作為衡量企業避稅行為之代理變數(黃德芬與陳瑋

杰 2016)，以 2002 年至 2014 年台灣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財務資料為樣本實證

探討我國反避稅租稅改革對企業租稅負擔及避稅行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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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反避稅」概念之興起為因應世界潮流，各國稅制均朝向輕稅簡政的方向進

行改革，惟此同時，一方面為了維護各國的租稅主權，另一方面因金融風暴所引

起的稅收短缺，各國紛紛開始採取或加強反避稅之動作，在此情形下，相關反避

稅法之實施已成為各國政府加強稅收徵管的利器。「反避稅法」主要包括一般反

避稅條款(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s，GAAR)及特定反避稅條款(Specific 

anti-avoidance rules，SAAR)。 

    一般反避稅條款通常非針對特定的交易，其主要目的係打擊為獲取租稅利益

而違反法律立法精神之行為，部分國家以判例法（case-law）之方式於法院判決

中呈現， 而我國係採成文法（statute-based）立法明定之方式，其中 2009年 5

月 13日修正通過稅捐稽徵法 12條之 1「實質課稅原則」為我國一般反避稅條款

最顯著之立法。 

特定反避稅規定主要係針對特定具體的交易行為或納稅人而設計，常見特定

反避稅規定包括:移轉訂價制度、反資本弱化、防止租稅協定濫用等措施、受控

外國公司法則課稅制度。 

    前已述及「反避稅法」主要包括「一般反避稅條款(GAAR)」及「特定反避

稅條款(SAAR)」。本文研究我國「反避稅」租稅改革對企業租稅負擔及避稅行為

之影響，研究範圍為「特定反避稅條款」之影響，亦即僅包括:移轉訂價查核準

則、反資本稀釋條款、防止濫用租稅協定等「特定反避稅條款」。 

    而本文研究範圍未包含「一般反避稅條款」原因在於「一般反避稅條款」目

的即在彌補「特別反避稅條款」之不足，如同一件交易或稅務案例本身可能同時

觸及「特別反避稅條款」與「一般反避稅條款」，「一般反避稅條款」可能以國內

立法或稅務行政等方式彌補「特別反避稅條款」之不足，因此若將「一般反避稅

條款」納入研究範疇則研究範圍將過於廣泛且不易區分個別「特定反避稅條款」

之影響。另外因「反避稅」一詞於學術上並未有嚴謹之定義，各國在衡量其國內

法律與經濟情勢後所訂定之反避稅條款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反避稅條款的精

神即以經濟實質重於法律形式為原則以防止稅收流失，因此本文將簽署租稅協定 

6納入「反避稅」之範疇一同探討我國反避稅租稅改革之成效。 

                                                        
6所稱「租稅協定」係「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Agreement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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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反避稅改革多年來採漸進式改革，過去文獻因實施時間不長是故多僅探討

單一改革對企業租稅負擔及避稅行為之影響，但反避稅租稅改革近年來已大抵完

成，實施有一段時間且其效果已呈現可供檢視，本研究以 2002 年至 2014 年台灣

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財務資料為研究樣本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1. 反避稅租稅改革：移轉定價查核準則、反資本稀釋、簽署租稅協定、防止濫

用租稅協定等之生效後，是否提升公司之租稅負擔。 

 

2. 反避稅租稅改革：移轉定價查核準則、反資本稀釋、簽署租稅協定、防止濫

用租稅協定等之生效後，企業之避稅行為是否已大幅降低。 

 

    反避稅租稅改革另一重要里程碑為 2016年 7月 12日由立法院本三讀通過所

得稅法 43 條之 3(受控外國公司法則課稅制度)、43 條之 4(實際管理處所)，惟此

兩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訂之，且將視兩岸租稅協議之執行情形、國際間共同申

報準則(CRS)7 之執行狀況及相關子法規之規劃及落實宣導而定，目前無明確之

實施日期。本研究為求研究結果精確，暫不討論及假設所得稅法 43 條之 3、43

條之 4 所帶來之效果，有待其施行之後留有其他研究者檢視更具貢獻性。 

 

 

 

 

 

                                                                                                                                                               
tax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之簡稱，為雙方締約國

家為消除所得稅課稅差異對跨境投資、經貿往來及文化交流活動所形成之障礙，本於互惠原則，

就前述活動所產生各類所得商訂減、免稅措施，以消除雙重課稅，甚至減輕稅負，營造有利雙方

投資及人民往來之永續低稅負環境，並商訂相互提供稅務行政協助之範圍，以防杜逃稅，維護雙

方稅收。 
7 OECD 於 2014 年 7 月發布 CRS，目的在建立稅務資訊交換機制，由各國政府自動取得金融帳

戶持有人的資訊，該資訊包含：帳戶持有人稅務居民身份、投資收入、帳戶餘額、出售資產價款

等金融資訊，藉以提供締約國間標準化及低成本的資訊交換模式。截至 2016 年 5 月 9 日止，已

有 101 個國家/地區承諾參與 CRS 下的自動資訊交換，在 101 個國家/地區中，可分為首波參與國

家與第二波參與國家，首波參與國家如：大部分歐洲國家、租稅天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

等）、印度、南韓，首波參與國的各國政府要求金融機構應於 2016 年開始採行相對應實質審查政

策，於 2017 年首次向當地稅務機關申報，預計於 2017 年 9 月進行首次資訊交換。第二波參與國

家如：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金融機構應於 2017 年採行相對應政策，預計於 2018

年首次向當地稅務機關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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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文主要探討我國多年來已實施之反避稅租稅改革，對於我國上市、上櫃與

興櫃公司租稅負擔與避稅行為之影響。共分為五章，各章內容依序簡述如下: 

 

壹、緒論 

    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及研究架構與流程。 

 

貳、文獻探討 

    探討本文為何採用有效稅率與永久性財稅差異作為租稅負擔與避稅行為之

代理變數的相關文獻，以及回顧與介紹本文探討有關之我國反避稅租稅改革之文

獻。 

 

參、研究方法 

    建立研究假說，說明研究模型、變數定義與衡量、樣本期間選取與資料來源。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首先以敘述性統計檢視樣本，之後進行兩兩變數間之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

數分析，最後為模型解釋之多元迴歸分析。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總結實證分析結果，說明研究限制，以及提出可供未來研究者繼續深入的方

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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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研究背景介紹與研究動機之產生 

探討相關文獻 

1.反應變數:有效稅率與永久性財稅差異 

2.我國反避稅租稅改革起源與內容 

研究方式設計 

1.建立研究假說  

2.設計迴歸模型與變數定義 

3.樣本期間、篩選與資料來源 

實證結果與分析 

1.我國反避稅租稅改革實施對企業租稅負擔之影響? 

2.我國反避稅租稅改革實施對企業避稅行為之影響? 

 

研究結論、限制與續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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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我國近年來反避稅租稅改革對於企業租稅負擔及避稅行

為之影響，在本章文獻探討部分，第一節及第二節介紹研究之反應變數與相關文

獻解析，惟因為本研究之解釋變數眾多，反避稅租稅改革涉及多項稅制改革，因

此於第三節、四、五節以各小節區分不同稅制，深入介紹台灣反避稅各項稅制與

相關文獻。 

 

一、有效稅率 

   
    國內外許多學者(Shevlin and Porter 1992；Gupta and Newberry 1997；陳明進

2003)使用企業的有效稅率(effective tax rates)來評估享受租稅優惠或是承擔租稅

改革後的結果，為衡量企業租稅負擔之指標，然而有效稅率除了受租稅政策影響

外亦受其他因素所影響，因此文獻探討先定義有效稅率，而後闡述有效稅率與其

他因素之影響的相關文獻，最後探討本研究重點，租稅政策之改變對於有效稅率

之影響。 

    Fullerton (1984)將有效稅率分為兩類：邊際有效稅率(marginal effective tax 

rate)及平均有效稅率(average effective tax rate)，邊際有效稅率為每投入一單位資

本時其所賺所得預期會增加之稅負，用於反應預期所得之預期稅負，平均有效稅

率為企業年度稅額占年度所得額之比率，用以衡量過去企業之租稅負擔，適用於

企業間或是產業別之比較。由於邊際有效稅率取得不易，因此文獻探討及本研究

皆使用平均有效稅率衡量企業之租稅負擔。 

 

1.有效稅率與其他影響因素 

(1)公司規模 

    早期有關於有效稅率之實證研究大多探討企業規模與有效稅率之間的關係，

研究迄今實證結果並不一致，大致上可以分為兩派學說，政治成本假說(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與政治權利假說(political power hypothesis)。主張政治成本假說的

學者認為：公司規模愈大，因其影響層面廣，就愈容易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與大

眾的監督故產生了龐大的政治成本使其租稅負擔較大，Zimmerman (1983)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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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大型企業受到社會輿論或是政府的管控下，其有效稅率與公司規模呈正相關

支持政治成本假說。主張政治權利假說的學者認為：公司規模愈大，愈能使用其

自身資源影響政府決策或聘請專業租稅規劃人才等方式降低租稅負擔，陳明進、

汪瑞芝與蔡靜文(2003)研究認為，企業之租稅負擔與其規模有關，總結而言，公

司規模愈大，其有效稅率愈低，符合政治權力假說之預期，Porcano (1986)蒐集

1982 年、1983 年的公司資料並按資產等級分成四個等級，研究發現其總資產最

大的第四級其有效稅率遠低於總資產最少的第一級，支持政治權利假說。除上述

兩種假說外，亦有研究學者發現公司規模與有效稅率並無一定關係，Kim and 

Limpaphayom (1998)蒐集 1970 年至 1992 年間五個亞洲國家：香港、馬來西亞、

韓國、台灣、泰國的公司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公司規模與有效稅率並無一定關

係，香港支持政治成本假說，韓國、泰國支持政治權利假說，而台灣與馬來西亞

研究結果並不顯著，由此發現不同地區間其公司規模與有效稅率的關係也不盡相

同。 

 (2)其他影響因子 

    研究文獻除探討公司規模對有效稅率之影響外，亦有可能受產業、資本結構、

營運決策、獲利能力、會計師簽證等因子影響，Stickney and McGee (1982)實證

結果發現，有效稅率受國外營運程度及公司規模影響不大，但卻與財務槓桿、資

本密集呈負相關。Gupta and Newberry (1997)研究證實資本密集程度與有效稅率

呈負相關，資產報酬率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國內文獻劉啟群、林世銘與黃德芬 

(2001)研究認為企業有效稅率受其經營決策有關，研究發展費用、舉債融資、擁

有長期股權投資及轉投資公司等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陳明進(2003)以1994年至

1996年營利事業年度課稅資料實證結果發現，固定資產及融資比率較高的營利事

業有顯著較低的有效稅率，而獲利能力較佳的營利事業則有較高的有效稅率，最

後其實證分析顯示採用會計師簽證申報的營利事業有較高的有效稅率。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除公司規模與有效稅率之影響迄今無實質結論外，有效

稅率受資本密集度、融資決策、資產報酬率、研究發展費用、長期投資及轉投資

等因素影響之效果已明顯呈現，為使研究結果精確，本研究將控制以上變數對於

有效稅率之影響，探討反避稅租稅改革與企業有效稅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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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稅率與租稅改革 

    有效稅率除受上述因子外亦受租稅改革影響，是故國內外學者使用有效稅率

作為衡量租稅負擔公平及改革成效之指標。國外如美國，美國公民租稅公平會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CTJ，1985)以1981年至1984年美國250家大型企業財務

資料研究發現其平均有效稅率約只有15%，遠低於當時名目所得稅率46%，CTJ

認為此一現象嚴重違反租稅公平，因此在當時的社會輿論及CTJ研究的推波助瀾

下，美國國會在1986年通過租稅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86，TRA86)。

Shevlin and porter (1992)研究TRA86實施前後有效稅率變動情形，將變動分為所

得變動(income effect)、稅率變動(tax rate effect)、稅法變動(tax rule effect)，研究

結果顯示，TRA86雖降低名目稅率然而卻提升有效稅率：TRA86的實施將1987

的名目稅率由原本的46%降至40%、1988的名目稅率再降至34%，然而有效稅率

由1986的15%升至1987的22%，進一步研究分析發現，在控制所得變動的影響後，

有效稅率的提高原因為TRA86擴大稅法的稅基變動效果所帶來之結果。Gupta 

and Newberry (1997)探討有效稅率變動因素的研究中亦支持TRA86實施後企業

有效稅率明顯上升。國內亦有學者使用有效稅率評估租稅改革對於增進租稅公平

之指標，陳明進(2003)研究1998年兩稅合一實施前後有效稅率公司間及產業間之

分布情形，以迴歸模式分析兩稅合一前後有效稅率之決定因素，並探討兩稅合一

實施是否提供企業較為公平的租稅環境，其實證結果發現，我國企業在實施兩稅

合一後有效稅率有顯著提高，然而就產業別而論，電子業普遍仍享有較低的有效

稅率。謝耀智、白麗秋(2013)研究最低稅負制實施後關係人交易對台灣上市公司

有效稅率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最低稅負制的實施對原本享有較多租稅優惠，有

效稅率偏低之企業，確實已提高其租稅負擔，達成政策實施的目標，且發現企業

會藉由關係人交易進行所得移轉，以降低其有效稅率，減輕企業租稅負擔。 

    由上述研究結果顯示，許多國內外學者採用有效稅率作為衡量租稅改革成效

及負擔公平的指標，因此本研究亦採用有效稅率為反應變數，在控制企業特性及

其他影響因素後，探討近年來反避稅改革與企業租稅負擔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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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稅差異 

 
    財稅差異(book-tax difference)定義為：企業財務報表上依會計準則所認列的

稅前會計所得與依稅法規範之課稅所得兩者間的差異。財稅差異又可分為「暫時

性財稅差異」與「永久性財稅差異」。「暫時性財稅差異」為會計原則與稅法間認

列時點或方法的不同所造成的財稅差異，而此項差異會在以後年度轉銷或自行調

整抵銷，如:會計上採用直線法而報稅時則採用加速折舊法、保固服務費用於會

計上售出商品時估列而稅法上於實際發生時認列，從而形成相關的遞延所得稅資

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永久性財稅差異」其可能造成的影響只有在當期之課稅

所得，且不會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故不必作跨期間的所得稅

分攤，如: 投資抵減、證券交易所得、土地交易所得、投資國內企業免稅現金股

利、預期不匯回國內之權益法投資國外子公司或分公司之投資損益、超過稅法規

定的費用限額等。 

    Cloyd (1995)認為企業產生財稅差異的原因除了依據會計規定及租稅法令兩

者不同外，某種程度上還反映了管理階層進行盈餘管理(earning management)(如:

避免盈餘下降、避免報導損失、洗大澡(take a bath)、符合分析師預期盈餘等)及

租稅規避(tax avoidance)之行為。  

    Hanlon (2005)、Frank，Lynch and Rego (2009)等研究認為，激進式財務報導

(財務會計所得最大，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與激進式稅務報告(稅務會計所

得最小，aggressive tax reporting)兩者間呈強烈正向關係，即其他條件不變下，當

企業的財稅差異愈大時，愈有可能由激進式財務報導反應出管理階層的盈餘管理

(避免報導損失及美化財報)或激進式稅務報導反映出管理階層的避稅行為。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9)也認為財稅差異是用來衡量租稅規避行為的一

種間接方式，但不必然完全反映企業的租稅規避行為，故須對其他因子及盈餘管

理加以控制。Mills，Newberry and Trautman (2002)及Plesko (2004)認為大量無法

解釋的財稅差異可能部分可歸因於企業避稅活動的增加。國內文獻方面，陳明進、

蔡麗雯(2006)亦指出，企業產生財稅所得差異，可能隱含企業刻意從事租稅規劃

或盈餘管理的現象，某種程度透露其稅務遵循程度與盈餘品質的訊息。黃德芬、

陳瑋杰(2016)研究認為，由於各國稅制(稅基、稅率及租稅優惠)不盡相同，跨國

企業常使用與關係人間交易移轉訂價的方式進行利潤分配，將所得移轉至租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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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或較低稅率地區從事盈餘操控與租稅規劃，而企業在從事盈餘操控與租稅規劃

時一定程度反應在逐漸擴大的財稅差異上。 

    總結上述文獻，本研究欲以財稅差異作為衡量企業避稅行為之代理變數，國

內外許多學者皆認為財稅差異的擴大往往伴隨著盈餘管理與避稅行為，但為求研

究精確，尚須控制財稅差異中盈餘管理之影響因素，而Philips et al (2003)在財稅

差異進一步研究發現，財稅差異中的暫時性財稅差異與盈餘管理有關而永久性財

稅差異則否。Hanlon and Heitzman (2010)研究指出雖然暫時性財稅差異及永久性

財稅差異皆可以用來偵測避稅行為，然而較佳的偵測方法為觀察企業產生之永久

性財稅差異。Weisbach (2002)、Shevlin (2002)及Wilson (2009)等文獻指出因暫時

性財稅差異具有迴轉的特性，故大多數企業進行理想的租稅規劃行為時應以創造

永久性財稅差異為主要目的，而非暫時性財稅差異，大多數避稅行為所產生的永

久性財稅差異遠大於暫時性財稅差異。在國內文獻方面，黃美祝與汪瑞芝(2015)

以各年度公司的永久性財稅差異來試圖捕捉企業可能的避稅行為，若企業當年度

的永久性財稅差異愈大(愈少)表示其可能進行愈多(愈少)的避稅活動。 

    由以上文獻得知，企業進行盈餘管理以創造暫時性財稅差異為主要目的，但

進行避稅行為時則偏好創造永久性財稅差異，因此本研究將財稅差異分為暫時性

財稅差異及永久性財稅差異，在控制暫時性財稅差異之因素後，以永久性財稅差

異作為衡量企業避稅行為之代理變數，檢視近年來反避稅租稅改革後，企業是否

仍持續進行避稅行為，並探討近年來租稅改革之成效。 

 

三、移轉訂價稅制 

 

1.移轉訂價定義與起源 

    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的定義為關係企業間進行受控交易所要求之價格，

如:關係企業間某一單位將其產品與勞務提供給另一單位所要求之價格。在全球

化經營的浪潮下，跨國企業不同部門間為了能更有效利用全球資源，集團間進行

專業化分工，而在專業化分工的同時各部門間會進行移轉訂價，故移轉訂價常為

各跨國企業在追求全球利潤最大化前提下所利用，透過關係人間之交易，藉由彼

此國家間稅基與稅率的不同，使其收入、費用與損失於世界各地達到重分配之效

果，從而影響各國家之稅收與課稅公平。因此，各國稅捐機關為因應此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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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將移轉訂價列為其查核目標，我國為因應此項趨勢已於2004年12月28日發佈

「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以下簡稱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期望透過此項反避稅租稅改革增加國家稅收並減緩企業使用移轉訂價進行租稅

規劃。 

 

2.我國移轉訂價稅制主要法源 

 

    我國移轉訂價法源主要規範於所得稅法第43條之1: 

 

   「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

有或控制，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

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經財

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 

 

所得稅法第43條之1於1977年(民國66年)1月30日公佈，為最先導入稅捐稽徵

機關可針對營利事業關係企業間不合常規交易，得按營業常規調整課稅的法源依

據。而後又於2004年12月28日訂定發佈「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

準則」共有7章，合計37條，進一步對於移轉訂價的操作原則與執行細節做更明

確的規範。表2-1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摘要，表2-2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中適用交

易類型之常規交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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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摘要 

稅制內容 內容摘要 

時間 營利事業於 95 年辦理 94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需就受控

交易備妥「移轉訂價報告」。 

稅制主體 

 

關係企業8間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或損益攤計之交易，

應符合營業常規，以正確計算相關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納稅義務。 

稅制客體 

 

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的移轉(買賣、交換、贈與)與使用(租

賃、提供他人持有、無形資產授權與再授權)、服務之提供(行

銷管理、技術、人事、研發、資訊處理、法律、會計或其他)、

資金使用(借貸、預付款、暫付款、擔保、延期收款等)。 

常規交易原則 

 

營利事業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或稽徵機關進行不合常規移

轉訂價之調查及核定時，應依本準則規定，評估受控交易之

結果是否符合常規，或決定受控交易之常規交易結果。辦理

原則為:可比較原則9 、採用最適常規交易方法、按個別交易

評價。 

揭露關係人及

關係人交易相

關資料 

營利事業與關係人之結構圖、營利事業與關係人之關係表、

營利事業與關係人交易彙總表、營利事業與關係人交易明細

表。 

移轉訂價相關

文據 

 

產業經濟情況分析、依常規交易原則辦理情形、選定之可比

較對象及相關資料、選定最適常規交易方法及選定理由、依

最適常規交易方法決定最適常規交易結果之情形(包括:差異

調整、假設等)。 

資料來源:本文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自行研究整理。 

 

 

                                                        
8 關係企業:營利事業間相互具有控制及從屬關係者。控制與從屬關係大致又可分為:股權控制標

準、管理權控制標準、人身關係標準。股權控制標準以股權佔關係企業為依據來認定是否有關聯

關係，基本上是以法定控制權為基礎，即以所擁有的股權是否實際上已經產生了控制與受控制關

係，而不在於所擁有股權比率的高低。管理權控制標準以是否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為依據。人身關係標準以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與另一營利事業

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

為判斷標準。詳細法規內容請參閱移轉訂價法則第 3條。 
9 可比較原則：以非關係人於可比較情況下從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結果為常規交易結果，以評

定受控交易之結果是否符合常規。採用最適常規交易方法：按交易類型，依本準則規定，採用最

適之常規交易方法，以決定其常規交易結果。按個別交易評價：除適用之常規交易方法另有規定

外，以個別交易為基礎，各自適用常規交易方法。但個別交易間有關聯性或連續性者，應合併相

關交易適用常規交易方法，以決定其常規交易結果。詳細法規內容請參閱移轉訂價法則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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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適用交易類型之常規交易方法(◎為可使用) 

 有形資產之使

用、移轉 

無形資產之使

用、移轉 

服務提供 資金使用 

可比較未受控

價格法 

◎  ◎ ◎ 

可比較未受控

交易法 

 ◎   

再售價格法 ◎    

成本加價法 ◎  ◎ ◎ 

可比較利潤法 ◎ ◎ ◎  

利潤分割法 ◎ ◎ ◎  

其他 ◎ ◎ ◎ ◎ 

資料來源: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3. 移轉訂價相關文獻 

   Ai-Eryani, Alam and Akhter (1990)以美國跨國企業為樣本探討不同國家環境

素如何影響企業制定移轉訂價政策，實證結果發現，企業規模愈大與企業所在地

為法律規範愈嚴格國家的公司，因為政治及法律管制壓力的關係，會傾向選擇市

價基礎之移轉訂價政策，以減少相關之稅務風險。 

    Oyelere and Emmanuel (1998)以受外國公司所控制的英國公司

(foreign-controlled companies)與一般英國公司(UK-controlled companies)為樣本研

究發現，受外國公司所控制的英國公司其獲利能力低於一般英國公司，但其股利

發放率卻高於一般英國公司，研究認為此一現象顯示跨國企業會以移轉訂價的方

式操縱盈餘。 

    Jacob (1996)以美國公司之全球總應付所得稅與美國應付所得稅為反應變數 

，且按 1986 年(TRA86)租稅改革前與租稅改革後分為兩類樣本進行型實證分析，

不論在租稅改革前後，公司間內部交易愈多則全球總應負所得稅愈低，證實跨國

企業使用移轉訂價進行所得移轉。租稅改革後因稅率由 46%降至 34%，使得部

分跨國企業使用移轉訂價方式將海外之所得移回至美國母公司，研究結果顯示，

此類公司在 TRA86前繳納之美國所得稅較少，TRA86後繳納之美國所得稅較多，

證實企業不論於 TRA86 前後皆有使用移轉訂價進行所得移轉的情形，而其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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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目的為其全球租稅負擔最小化。 

    李文芬(2004)探討分析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對我國企業移轉訂價政策的

制定有何影響，其研究發現，公司規模愈大、關係企業家數愈多、越重視法令規

定的企業，採用「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及「成本加價法」之交易基礎移轉訂價

法的機率愈高。但綜合考慮集團企業整體內外經濟因素時，則偏向利潤基礎法。

而目前我國集團企業多數認為查核準則並無不合理且頗具可行性，並建議透過組

織管理架構的調整，將關係人交易價格的重心轉為事前規劃，進而考量移轉訂價

稽查之因應以降低稅務風險。 

    陳明進與蔡麗雯(2010)在其移轉訂價之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當上市櫃公司獲

利能力較差時，管理階層基於股價壓力，愈有可能藉由關係人間移轉訂價的方式

美化財務報表盈餘，然而當上市櫃公司獲利能力佳時，雖無股價壓力，但卻有可

能基於企業整體稅負最小化之考量，而利用移轉訂價方式將所得移轉至免稅或低

稅率國家，以節省集團全球租稅負擔。 

    由以上國內外文獻可知，就法律規範對移轉訂價行為而言，企業規模愈大、

法律重視程度愈高，則國內外跨國企業傾向選擇市價法以避免遭受稅務風險。就

盈餘管理對移轉訂價行為而言，國內外跨國企業常使用移轉訂價的方式操縱盈餘

以達到目標水準，如:增加自身紅利或是達到股價要求，另一方面，跨國企業也

常使用移轉訂價方式進行國際盈餘分配，而其最主要考量為全球負擔最小化。 

 

四、反資本稀釋稅制 

 
1.反資本弱化定義與起源 

   營利事業籌措資金來源的方式主要有兩種:業主投資與融資借貸，然而因業主

投資與融資借貸於稅法上的效果不盡相同，如:利息可列為費用、股利屬盈餘分

配不得列為費用扣除、不同國家間扣繳率高低有別等以上原因，使得企業於籌措

資金來源時為獲得利息支出得列為費用減除之稅盾效果，傾向選擇大量融資借貸

進而造成企業債務資本取代權益資本，故稱為「資本弱化」。國際間常見情形為

跨國企業透過其關係企業在低稅率國家大幅舉債而後貸予高稅率國家關係企業，

如此，跨國企業即可利用稅法中利息支出可當為費用減除的效果，達到全球租稅

負擔最小化。具體的反資本弱化內容最早源於 1987 年 OECD 之租稅範本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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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ax convention)，在此租稅範本協定下，為避免企業藉由借入大量資金而

減少其應納稅負影響國家稅收，各國紛紛建立反自有資本弱化制度10以規範關係

人間不合常規之資金借貸，我國為與世界接軌於 2009 年時提出反避稅修法的五

大方向即包括「反資本稀釋法則」的建立，最終於 2011 年 1 月 26 日增訂所得稅

法 43 條之 2 條資本稀釋條款，同年 6 月 22 日發布「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利

息支出對關係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確立我國反資本稀釋稅制的建

立。 

 

2.我國反資本稀釋主要法源 

   我國反資本稀釋稅制主要規範於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211，明確規範我國營利

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佔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率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

用或損失，由於金融相關產業已有資本適足等相關規範，因此排除銀行、信用合

作社、金控公司、券商等。而「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利息支出對關係人不得

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共八條，明確定義關係人12、關係人負債、業主權益、

申報時揭露及備妥資訊，並訂定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標準(安

全港比率)為 3:1，將給付關係人之利息支出超過部分於以剃除。以下案例說明: 

    假設 A 公司 100 年度給付關係人之利息支出合計數新臺幣 2,500 萬元，且其

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為 4:1(當年度每月平均各關係人之負債合計數為 4

億元；當年度每月平均業主權益合計數為 1 億元)，超過 3:1 比率標準部分不得

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金額計算如下： 

 

  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  

= 當年關係人支出合計數 x ( 1 - 
關係人之負債佔業主權益比率標準

關係人負債佔業主權益之比率
 ) 

                                                        
10 許多國家採用負債/權益比率(安全港比率)之固定比率判定有無資本弱化情形，如:美國 1.5:1、

德國 1.5:1、荷蘭 3:1、比利時 7:1、瑞士 6:1、英國 1:1、捷克 4:1、澳大利亞 2:1，亞洲地區的日

本 3:1、韓國 3:1。 
11 所得稅法第43條之2:「自一百年度起，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率者，

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前項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應將對關係人之負債

占業主權益比率及相關資訊，於結算申報書揭露。第一項所定關係人、負債、業主權益之範圍、

負債占業主權益一定比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銀行、信用合作社、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保險公司及證券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12
 關係人定義完全參照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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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之利息支出合計 625 萬元 

= 2500 萬元 x(1- 
3/1

4/1
 ) 

= 2500 萬元 x(1- 
3

4
 ) 

= 625 萬元 

圖 2-1 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案例示意圖 

 

 

 

 

 

 

資料來源: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3.反資本弱化相關文獻 

 (1)資本結構相關研究 

    資本結構相關理論最有名的莫過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odigliani and 

Miller於1958年發表資本結構無關論(以下簡稱MM理論)，其主張在不考慮稅負、

交易與發行成本及公司不論選擇權益資本或債務資本所產生之現金流都相同的

前提下，公司價值並不會受資本結構所影響，因此在最早期的MM理論下資本弱

化對於資本結構並無任何影響。而後於1963年提出之修正MM理論導入公司所得

稅的概念，其認為因舉債所生之利息費用可用於減除稅前盈餘以降低應納稅負，

使公司價值增加，因此公司最佳資本架構為百分之百舉債。此一修正MM理論打

破其原先對於完美市場的假設後，學者對於企業「資本結構」相關研究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而資本弱化對於資本結構之影響亦可歸類於此類研究範疇中。而後，

Stiglitz (1972)認為，雖然利息費用有稅盾效果，但尚須考慮公司舉債過多時所帶

來的破產成本與財務壓力，是故公司舉債時應同時考慮租稅利益與財務壓力。

DeAngelo and Masulis (1980)其研究指出最適資本結構必須與個人所得稅、公司

所得稅非負債性稅盾(non-debt tax shields)相結合，其認為來自折舊及投資抵減等

非負債性稅盾逐漸大於負債性稅盾的租稅利益時，資本結構中的負債比例將降

低。 

當年度給付利息支出合計 2500 萬

元 
A 公司(國內) 關係企業(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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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租稅因素會造成資本弱化進而影響資本結構外，其他許多情況下也存在

著資本弱化相關問題，Omer and Terando (1999)皆認為公司規模愈大、經營活動

多角化、成長快速的公司為因應大量的現金需求，當公司預期未來有足夠現金償

還本金與利息時，傾向較高的營業槓桿。國內方面，陳隆麒與溫育芳(2002)分析，

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四個共同因素，分別為獲利能力、公司規模、成長與風險以

及非負債稅盾等，而不同產業之資本結構間亦有所差異，當獲利能力愈高時，公

司愈傾向於負債融資，而當股票報酬率愈高時，公司愈傾向於權益融資。 

    

(2)反資本弱化相關研究 

   為避免企業利用利息及其他金融支付之扣除造成稅基侵蝕，因此在OECD稅

約範本下，各國陸續建立反資本弱化制度，而國際間常用下列方式有:無規則法

(The no rules approach)、常規交易法(Arm’s-length approach)、固定比率法(Fixed 

ratio approach)，也有國家同時兼採二種方式，以判定有無資本稀釋之避稅情事。

上述三種方法中，因固定比率法明確之比例與容易操作，常為多數國家採納，但

也因以負債權益比作為判定標準，故對於負債之定義、計算負債之時間、權益之

定義、計算權益之時間、負債權益比之數值等需做詳細規範。 

   首先，在資本弱化影響稅收方面，Desai、Foley、James and Hines (2004)以美

國跨國企業為例，其研究發現，子公司所在當地稅率愈高則其負債比例也愈高，

研究證明跨國企業可利用較高負債產生之利息費用減除其應納稅負，且相比於當

地公司而言，跨國企業較有能力改變其融資決策在全球化浪潮下更具競爭力。

Newberry and Dhaliwal (2001)認為舉債政策除受當地利息對債務上限影響外，由

於利息費用可增加公司虧損的機率，因此，有關當地損失遞延的規定亦為舉債政

策的考慮因素之一。Mills and Newberry (2004)以在美國的非美籍企業進行實證研

究，其發現由於美國當地有較高之舉債利率，故非美籍企業常利用此一因素在美

國進行密集的舉債融資。我國文獻方面，李顯峰(2007)於財政部研究計畫中顯示，

台灣企業的負債/權益比(含)在1:1以上者占樣本總數的10.32%，由此得知臺灣大

多數企業的負債/權益比係在1:1以下；負債/權益比(含)在3:1 以上僅占3.22%，負

債/權益比(含)在6:1以上者計僅有1.05%；顯示臺灣資本弱化情況不嚴重，其認為

實施資本弱化有助企業回歸正常資本結構與經營方式，估計增加稅收為新台幣69

億元至115億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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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資本弱化實施後相關研究方面，Overesch and Wamser (2006)以1996 -  

2004年間德國公司為樣本探討德國實施反資本稀釋規定後相關影響，其研究發現

在實施後顯著降低內部企業間相互資金借貸的情形，有效抑止企業透過關係人間

資金借貸獲取租稅利益，而後Buettner, Overesch, Schreiber and Wamse (2012) 研

究顯示德國反資本稀釋制度有效降低企業內部融資情形，但取而代之的是較高的

外部負債比例，內部負債比率與外部負債比率出現抵換的效果。然而在我國文獻

方面，反資本弱化實施後結果並未如國外研究般顯著，黃美祝、汪瑞芝(2015)研

究認為，2011年反資本弱化制度實施後，集團企業內部資金借貸情形並未明顯降

低，究其原因，台灣規定之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為3:1以上時，利息支出

不得列為費用減除，其數值可能過高，以至於統計學研究上無法看出成效。 

 

五、租稅協定 

 

1.租稅協定起源與現況 

    租稅協定概念的產生源於經濟全球化，在全球化經營的浪潮下，許多企業不

在以單一國家市場或資源為其經營範圍，而是跨越疆域及國界的限制，擴張其規

模而為跨國集團。跨國集團以全球為其營運範圍，除了有效使用不同地區、國家

間的資源與區位優勢外，在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尚須考慮租稅的影響，由

於跨國企業投資常涉及多個國家租稅管轄權，在面對課稅範圍重疊、各國稅率不

一致、實質管理機構定義不同、跨國稽徵不易等情況下容易產生雙重課稅與雙重

不課稅情形，進而對國與國之間之跨境投資、經貿往來及文化交流活動產生障礙，

為避免前述情形的發生，因此出現可降低租稅課徵不確定性的「租稅協定」。所

謂「租稅協定」係「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Agreement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之簡稱，租稅協定的設立目的在避免重複課稅與防止惡意逃漏稅行

為，我國租稅協定簽署大體而言主要參照 OECD 及 UN 範本13，與各國簽訂時尚

                                                        
13 OECD 範本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租稅協定範本」之簡稱，OECD 於 1977 年發表，共七章

三十條的國際組織租稅協定範本，至今 40 年隨著經濟發展經過不斷的修改。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協定範圍，說明協定規範的納稅人與稅種範圍；第二章為定義，採取一般定義與列舉方式

規範居住地、常設機構之具體內容；第三章與第四章分別為所得和資本的課稅規範，明確劃分締

約國雙方的課稅管轄權；第五章為雙重課稅之消除，締約國雙方為避免雙重課稅可選擇免稅法與

扣抵法；第六章為特別條款，構建稅務行政協助關係；第七章為最後規定，有關於協定的生效與

終止。UN 範本則是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成立專家小組以 OECD 為範本所作之修改而於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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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量雙方國情、經濟、法律狀況及國內法等情形而有少許特別規定。租稅協定

主要內容包含四大部分，分別為:適用範圍14、各類所得課稅權劃分、消除雙重課

稅、稅務合作。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我國簽署生效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

為 32 個，國際間已簽署 3700 餘個租稅協定，顯示各國為提升外資吸引力並解決

重複課稅的問題對於租稅協定相當重視，我國礙於國際政治局勢相比其他國家如

韓國的 85 個及中國的 102 個租稅協定相比，更能顯現出我國於租稅協定上仍有

許多的進步空間。 

 

2.防止租稅協定濫用 

    租稅協定濫用的定義是:一個非締約國居民的人透過安排試圖取得該締約國

授予其居民的租稅協定優惠。為了防止租稅協定濫用，OECD 於 2013 年 BEPS

的 15 項行動方案中之第六項:防止租稅協定優惠不當授予，增訂利益限制條款

(Limitation on benefits，LOB)，此條款係參照美國稅約範本而制訂，主要處理租

稅協定購買(treaty shopping)這類型的租稅協定濫用。而利益限制條款是針對租稅

協定競購提供了更具體的測試方法，其限制須符合某些法律上的身分或組織型態、

實體從事營業活動等條件的實體才能享有租稅協定優惠，並力求該實體與居住國

間有足夠的連結。為享有稅收協定優惠，一個實體應為: 1.個人:即自然人 2.政府

                                                                                                                                                               
年所發表的「聯合國租稅協定範本」。該範本精神為強調所得來源地課稅，維護開發中國家的稅

收權益，OECD 與 UN 最主要的區別主要有兩點:第一，常設機構定義不同，UN 範本針對經營活

動時間設定較低的門檻與擴大營運活動範圍:UN 範本針對經營活動時間設定較低的門檻，以建築

工地、營建或安裝工程活動的存續期間為例，UN 以 6 個月為判斷標準而 OECD 範本則按是否超

過 12 個月為基準；第二，對於課稅所得的範圍不同，例如營業利潤、海空運輸、股利、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等皆設定更低的認定門檻。最後差異為資訊交換條款，UN 範本強調雙方締約國應

交換防止逃漏稅的情報，並增列雙方主管部門應通過諮詢、發展資訊交換事宜的條件與技術。 
14租稅協定的適用範圍主要規範有兩點:適用對象及適用稅目，從適用範圍來看，必須為一方或

雙方締約國的「居住者」。所謂「居住者」，指依各締約國法律規定，因住所、居所、設立登記地、

管理處所或其他類似標準而負有納稅義務的人，我國稅法對於個人及營利事業皆有相關規定。假

若雙方締約國依各自稅法規定認為同一個人或同一營利事業均各為雙方國居住者，該個人或營利

事業就具有雙重居住者身分，所面臨的雙重課稅問題(通常在雙方締約國均需就全球所得課稅)

將更為複雜及嚴重，租稅協定提供破除僵局法則(Tie breaker rule)決定唯一居住者身分，通常以

永久住所、主要利益中心、經常居所或雙方領域之主管機關共同協議解決等方法藉以認定歸屬。

而假若依各締約國法律規定皆認定該為「非居住者」時，無論是 OECD 範本第 7 條或 UN 範本

第 7條針對非居住者之營業利潤，皆以境內是否設有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作為課

稅管轄權界定的依據，亦即非居住者在該國境內有設置常設機構經營業務，其營業利潤才須納入

課稅，如無常設機構，則無需課稅，因此，就一方締約國為營業利潤所得來源國之情形下，對於

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判定是否有透過位於該所得來源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且有可歸屬於該

常設機構之營業利潤產生，實為攸關該一方締約國（所得來源國）是否有權就可歸屬於該常設機

構之營業利潤課稅之關鍵。從適用稅目來看，主要係跨境投資、經貿往來及文化交流取得的所得，

在所得來源國及居住地國所需繳納的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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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3.公開上市公司或其他實體、公開上市公司的附屬實體或其他實體，4.非

營利組織，5.退休基金或退休基金的投資工具，6.符合所有權及稅基侵蝕檢定15的

非自然人的人時，則為得適用租稅協定的合格之人。我國自 2004 年 11 月 24 日

與瑞典簽署之租稅協定生效日起，我國與他國間簽署之租稅協定逐漸包含利益限

制條款，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已簽署並生效之租稅協定共計 32 個，其中包含

利益限制條款者共計 15 個。本文研究問題中反避稅條款:防止租稅協定濫用，於

設立解釋變數時將以我國與該國簽署之租稅協定是否包含利益限制條款為判斷

標準。 

 

3.租稅協定相關文獻 

   租稅協定設立目的在於避免重複課稅與防止惡意逃漏稅行為，Blonigen and 

Davies (2004)曾歸納出租稅協定所扮演的四個主要角色，分別為確定課稅管轄權、

降低扣繳率、資訊交換條款、利益限制條款，其中確定課稅管轄權與降低扣繳率

可有效避免重複課稅，資訊交換條款與利益限制條款為反避稅條文。Zarb (2011)

研究美國與他國間的租稅協定後認為，租稅協定解決了同筆所得雙重課稅的問題

並提升締約雙方國間資本的流動，增加投資意願，除此之外，資訊交換機制有效

阻止企業進行租稅規避與舞弊行為。國內文獻方面，吳自心(2012)介紹資訊交換

源起為納稅義務人與稅務機關間的資訊不對稱，為避免少數人利用資訊優勢逃漏

稅捐，若政府能充分利用涉外資訊交換機制，將可降低納稅義務人道德危機之風

險，而後更強調資訊交換機制16對於租稅協定的重要性，其涵蓋之範圍、交換方

                                                        
15 所有權測試:締約國一方之居住者公司從他方締約國取得所得，要能適用租稅協定之優惠（而

不受限於利益限制條款），其股份的總投票權和總金額價值的 95%以上（以及 50%以上的任何不

按比例計權之股份），被 7 個以下的約當受益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如為間接持有時，在包含適用

時點之課稅年度，其不超過 50%之總所得(由該公司之居住地國決定)，係直接或間接給付或應計

予非約等受益人時，且其居住地國允許在本協定涵蓋課稅範圍內，准予扣除該項支出(不包含經

營業務時為服務或有形財產所支付之常規交易款項)。稅基侵蝕測試:在一個課稅年度中，該公司

依其居住國核定之毛所得少於 50％的部分，直接或間接，已支付或將支付給約當受益人以外之

人，而支付時係做為該公司在其居住國可做為本協定有關租稅之費用扣除額者（但不包括在正常

營業過程中因提供勞務或有形財產而按常規交易計算的給付金額）。 
16國際間常見的資訊交換機制可分為下列三種:第一種為個案性資訊交換(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request)，即企業或個人在明顯有逃漏事實下，一方締約國針對特定案件或問題，向他方締約

國請求提供納稅資料。第二種為自發性資訊交換(Spontaneou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指在特定

情況下，如他方締約國未提出請求而一方締約國主動提供資訊予他方締約國。第三種則是雙方有

系統並定期大量交換特定所得項目資訊的自動性資訊交換(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如:股利、利息、版稅及退休金等納稅資料。目前我國實務上資訊交換屬於第一種，即接獲締約

國請求資訊交換時，遵循 OECD 稅約範本個案資訊交換嚴謹審核程序，確認所要求提供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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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執行效度為稅務行政與財政政策成敗之關鍵。陳清秀(2011)除了探討租稅協

定締結目的、簽署協定效益分析及國際範本介紹外，更列舉租稅協定濫用17(treaty 

abuse)之類型分別為:中間導管公司(direct conduit company)、墊腳石公司(stepping 

stone company)、兩國間之利用，而有關濫用租稅協定之防制，其認為租稅協定

具有特別法的效力應優先國內稅法的適用，亦即在解決租稅協定濫用的問題上應

由租稅協定本身規定特別防制租稅規避行為，而非以國內法於國際層面上實現公

平正義，因此在租稅協定中定明租稅協定濫用之防範機制較為妥當。 

    綜合以上文獻，為能更了解租稅協定其扮演的角色與目的，我們可從租稅協

定的全名開始導引出租稅協定之統整性的概念，租稅協定全名為「避免所得稅雙

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進一步將角色與目的詳細區分可歸類出租稅協定的確

定課稅管轄權與降低扣繳率主要目的為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而資訊交換條款與

利益限制條款主要目的為防杜逃稅。國內外文獻大多以「制度面」探討租稅協定

的功能與其所帶來的成效，惟仍缺乏實證的相關分析，因此本文欲以實證分析探

討租稅協定對企業租稅負擔的影響，進一步研究租稅協定降低租稅不確定性後是

否影響企業避稅行為。表2-3與我國簽署租稅協定及其生效日期、資訊交換條款、

利益限制條款一覽表。 

表 2-3 我國租稅協定簽署、生效日期、資訊交換條款、利益限制條款一覽表 

簽約國 簽署日期 生效日期 資訊交換條款 利益限制條款 

新加坡(Singapore) 1981/12/30 1982/01/01 ◎  

印尼(Indonesia) 1995/03/01 1996/01/12 ◎ ◎ 

南非(South Africa) 1994/02/14 1996/09/12 ◎  

澳大利亞(Australia) 1996/05/29 1996/10/11 ◎  

紐西蘭(New Zealand) 1996/11/11 1997/12/05 ◎  

越南(Vietnam) 1998/04/06 1998/05/06 ◎  

甘比亞(Gambia) 1998/07/22 1998/11/04 ◎  

史瓦濟蘭(Swaziland) 1998/09/07 1999/02/09 ◎  

馬來西亞(Malaysia) 1996/07/23 1999/02/26 ◎  

馬其頓(Macedonia) 1999/06/09 1999/06/09 ◎  

                                                                                                                                                               
必須與稅捐稽徵有關，且符合租稅協定規定要件，還依據蒐集對方要求的資訊所需耗費人力、時

間及成本，以保護納稅義務人的立場逐案審核。 
17 租稅協定濫用(Treaty Abuse)係指納稅義務人在通常情況，無法享有租稅協定之利益，但利用

迂迴的法律形式，形式上滿足租稅協定之規定，而達到可適用該協定提供之租稅優惠的行為，此

行為形同利用租稅協定之漏洞以成就原本無法取得之租稅優惠，亦屬廣義之租稅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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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Netherlands) 2001/02/27 2001/05/16 ◎  

英國(UK) 2002/04/08 2002/12/23 ◎  

塞內加爾(Senegal) 2000/01/20 2004/09/10 ◎  

瑞典(Sweden)  2001/06/08 2004/11/24 ◎ ◎ 

比利時(Belgium) 2004/10/13 2005/12/14 ◎ ◎ 

丹麥(Denmark) 2005/08/30 2005/12/23 ◎ ◎ 

以色列(Israel) 2009/12/18 及

2009/12/24 

2009/12/24 ◎ ◎ 

巴拉圭(Paraguay) 1994/04/28 及

2008/03/06(補充協議) 

2010/06/03 ◎  

匈牙利(Hungary) 2010/04/19 2010/12/29 ◎ ◎ 

法國(France) 2010/12/24 2011/01/01 ◎ ◎ 

印度(India) 2011/07/12 2011/08/12 ◎ ◎ 

斯洛伐克(Slovakia) 2011/08/10 2011/09/24 ◎ ◎ 

瑞士(Switzerland) 2007/10/08 及

2011/07/14(修約換函) 

2011/12/13 ◎ ◎ 

德國(Germany) 2011/12/19 及

2011/12/28 

2012/11/07 ◎  

泰國(Thailand) 1999/07/09 及

2012/12/03(議定書) 

2012/12/19 ◎  

吉里巴斯(Kiribati) 2014/05/13 2014/06/23 ◎ ◎ 

盧森堡(Luxembourg) 2011/12/19 2014/07/25 ◎ ◎ 

奧地利(Austria) 2014/07/12 2014/12/20 ◎ ◎ 

義大利(Italy) 2015/06/01 及

2015/12/31 

2015/12/31 ◎ ◎ 

日本(Japan) 2015/11/26 2016/06/13 ◎ ◎ 

加拿大(Canada) 2016/01/03 及

2016/01/15 

2016/12/19 ◎  

波蘭(Poland) 2016/10/21 2016/12/30 ◎  

資料來源:本文依我國簽署租稅協定之條文自行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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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說 

 
1.假說一之建立 

    隨著經濟全球化下各國間資金、技術、人才交流更加緊密，然而因國際間交

流益趨頻繁、交易手段益趨複雜等情況使得當地稅捐機關難以判定其經濟實質而

造成稽徵不易，上述情形更在企業為使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助長其進行國際租稅

規避行為。我國雖非 G20 與 OECD 成員國，但同樣難以倖免於跨國企業環球不

繳稅的策略而造成稅基侵蝕，因此我國近年來為因應跨國反避稅風潮已逐步落實

並實施多項反避稅租稅改革，回顧過往，首先自 2005 年實施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後揭開反避稅序幕，而後於 2011 年實施反資本弱化稅制，再者為限制租稅協定

濫用，自 2004 年起所簽署之租稅協定開始包含利益限制條款，上述任一項反避

稅租稅改革都將對我國企業與租稅環境產生影響，因此本文欲探討我國反避稅租

稅改革多年實施以來對企業租稅負擔所產生的影響而建立假說一。 

    在移轉訂價稅制方面，跨國企業為妥善使用全球資源必須更有效地進行分工，

無可避免地增加關係企業間往來交易，由於跨國企業可利用移轉訂價方式分配利

潤以降低租稅負擔，藉由壓低移轉訂價銷售價格或提高進貨成本減少列報盈餘時，

跨國企業移轉訂價交易毛利率將低於常規交易的正常毛利率，將所得由稅率高地

區移轉至免稅或低稅率地區，以節省企業全球租稅負擔，因此本研究認為企業偏

離常規移轉訂價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在實施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後，關係企業間

相互有關收益、成本、費損、損益攤計之交易應符合營業常規，若有不合營業常

規者，企業需考量受稽徵機關依法按營業常規調整其應納稅額之稽徵風險，因此

為降低稅負風險，企業將使移轉訂價交易趨於常規而增加租稅負擔，因此本研究

認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的實施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另外為驗證移轉訂價查核準

則實施後是否大幅降低跨國企業利用移轉訂價分配利潤的情形，故將上述變數

「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相乘後之交乘項建立新的解

釋變數，本研究認為因移轉訂價準則實施後將大幅降低跨國企業利用不合常規移

轉訂價分配利潤，「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相乘後之

交乘項對有效稅率之影響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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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資本弱化條款方面，跨國企業會透過關係人間內部舉債的方式進行租稅

規避行為，如:由集團或關聯企業中有效稅率較高之公司向有效稅率較低之公司

舉借負債或借入資金，透過認列利息費用而獲得租稅上的利益，以達到集團租稅

負擔得減輕，因此本研究認為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

我國於實施所得稅法 43 條之 2 及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利息支出對關係人不

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後(反資本稀釋條款)，已大幅降低營利事業藉由借入

大量債務，減少投入權益資本所帶來之稅盾效果，企業租稅負擔將增加，因此本

研究認為反資本稀釋條款的實施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另外為驗證反資本稀釋條

款實施後，應付關係人負債是否因受到限制而降低，故將上述變數「應付關係人

負債占權益比率」和「反資本稀釋條款實施」相乘後之交乘項建立新的解釋變數，

本研究認為因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後將大幅降低企業利用內部資金借貸方式獲

取租稅利益，「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和「反資本稀釋條款實施」相乘後

之交乘項對有效稅率之影響將降低。 

    在租稅協定方面，租稅協定主要定義了協定適用納稅義務人、稅種範圍、協

定扣繳率、資訊交換機制、消除重複課稅或共同課徵等議題，藉由各國協調稅收

關係，妥善分配租稅管轄權，避免了納稅義務人遭重複課稅或雙重不課稅，降低

了租稅課徵的不確定性，再者我國簽署租稅協定皆包含資訊交換機制，資訊交換

機制可提供稅捐稽徵機關取得跨國資料，用以驗證跨國企業與關係人間異常融資

關係及不合常規交易等情形，使企業因可能面臨的稅務風險而減少租稅規避行為，

是故將提升企業交易透明度，某種程度上租稅協定的資訊交換機制將使企業租稅

負擔增加，總結上述租稅協定對於企業租稅負擔的影響，本研究認為租稅協定的

降低扣繳率雖然減輕企業租稅負擔，然而因租稅協定藉由各國協調稅收關係，妥

善分配租稅管轄權，降低租稅課徵不確定，再加上資訊交換機制改善納稅義務人

與稅務機關間的資訊不對稱，避免少數人利用資訊優勢逃漏稅捐，企業租稅負擔

將因簽署租稅協定而有所增加，因此本研究認為簽署租稅協定與有效稅率呈正相

關。另外因跨國反避稅風潮的興起，各國防止租稅協定濫用造成稅基侵蝕因此逐

漸於協定中載明利益限制條款，我國自 2004年起簽署之租稅協定逐漸包含利益

限制條款，其規範了在某些標準下即可被判定為租稅協定濫用，禁止授予協定原

本授予之優惠條件如:免稅與降低扣繳率等，將使企業租稅負擔增加，綜上所述，

本文將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作為防止濫用租稅協定之代理變數，本研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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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簽署之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與企業有效稅率呈正相關。 

 

假說一之一至假說一之八建立如下: 

H1-1：企業利用與關係人間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以進行利潤分配使租稅負擔最小

化，偏離常規移轉訂價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18。 

H1-2：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限制企業使用不合常規移轉訂價的方式進行

利潤分配，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 

H1-3: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的實施限制企業使用不合常規移轉訂價的方式進行利

潤分配，已大幅減少移轉訂價行為，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和移轉訂價準則實

施之交乘項對有效稅率之影響將降低。 

H1-4：企業利用與關係人間借貸關係產生之利息費用以獲取租稅利益，應付關

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 

H1-5：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後，降低企業使用與關係人間借貸關係產生之利息

費用以獲取租稅利益，反資本弱化實施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 

H1-6 : 反資本弱化條款的實施限制企業大量使用關係人間內部資金借貸的方式

以獲取租稅利益，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和資本弱化條款實施的交乘

項對有效稅率之影響將降低。 

H1-7：簽署租稅協定給予雖給予締約國雙方企業優惠扣繳率，使企業租稅負擔

降低，然而租稅協定確定課稅管轄權降低租稅不確定性，再加上資訊交換

機制使稅捐稽徵機關容易取得跨國資料以驗證及查核跨國企業間融資或

交易決策，簽署租稅協定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 

H1-8：簽署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遏止企業濫用租稅協定的行為，簽署租

                                                        
18 為避免讀者不理解本文假說 H1-1 建立之理論基礎，故在此作初步之解說。本文偏離常規移轉

訂價是由含有移轉訂價交易公司的毛利率減去產業常規交易結果毛利率計算而得，有移轉訂價交

易的公司常藉由壓低移轉訂價銷售價格或提高進貨成本減少列報毛利率，跨國企業移轉訂價交易

毛利率將低於產業常規交易的正常毛利率，因此移轉訂價交易公司的毛利率減去產業常規交易結

果毛利率得出之偏離常規移轉訂價為負值，而有移轉訂價交易公司其有效稅率也較產業常規交易

公司毛利率為低，因此本文假說 H1-1 假設，偏離常規移轉訂價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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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  

 

2.假說二之建立 

    經由假說一驗證近年來反避稅租稅改革對企業租稅負擔之影響後，進一步探

討反避稅租稅改革是否降低企業避稅行為而建立假說二。 

    在移轉訂價稅制方面，由於跨國企業可利用不合常規交易安排以調整收益、

成本及費用以規避稅負，在此情形下，企業通常會藉由壓低移轉訂價的銷售價格

或提高進貨成本減少列報盈餘，因此本研究認為偏離常規移轉訂價與永久性財稅

差異呈正相關。在實施移轉訂價稅制後，企業損益攤提應符合營業常規且稅捐稽

徵機關可按營業常規調整應納稅額，如此一來企業因面臨較高的稅務風險而進行

風險趨避，企業避稅行為將有所趨緩，因此移轉訂價準則的實施與永久性財稅差

異呈負相關。另外為驗證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是否大幅降低跨國企業利用移

轉訂價進行避稅行為，故將上述變數「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和「移轉訂價查核準

則實施」相乘後之交乘項建立新的解釋變數，本研究認為因移轉訂價準則實施後

將大幅降低跨國企業利用不合常規移轉訂價進行避稅行為，「偏離常規移轉訂價」

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相乘後之交乘項對永久性財稅差異之影響將降低。 

   在資本弱化條款方面，企業可能透過關係人間舉債的方式認列利息費用來進

行租稅規避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與永久性財稅差異

呈正相關。我國於實施所得稅法 43 條之 2 及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利息支出

對關係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後(反資本稀釋條款)規定營利事業對關

係人借入之負債超過此負債對業主權益之一定比率時，超限部分之利息不可以費

用或損失認列，降低企業藉關係人債務資本所產生稅盾效果進行避稅行為的動機，

因此本研究認為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另外為驗證反

資本稀釋條款實施後，應付關係人負債是否受到限制，故將上述變數「應付關係

人負債占權益比率」和「反資本稀釋條款實施」相乘後之交乘項建立新的解釋變

數，本研究認為因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後將大幅降低企業利用內部資金借貸方式

進行避稅行為，「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和「反資本稀釋條款實施」相乘

後之交乘項對永久性財稅差異之影響將降低。 

    在租稅協定方面，租稅協定的簽署確立課稅管轄權避免重複課稅，給予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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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雙方企業較優之扣繳率、建立解決爭議平台，另一方面租稅協定中的資訊交換

機制使稅捐稽徵機關可驗證跨國交易是否符合常規且無虛偽，預期簽署租稅協定

將使跨國企業減少避稅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簽署租稅協定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

負相關。另外租稅協定若含有利益限制條款將防止跨國企業濫用租稅協定的行為，

其規定在某些條件下租稅協定給予之優惠將停止適用，是故跨國企業為降低其稅

務風險將更謹慎的使用租稅協定而減少避稅行為，綜上所述，本文將租稅協定含

有利益限制條款作為防止濫用租稅協定之代理變數，本研究認為簽署租稅協定含

有利益限制條款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假說二之一至二之八建立如下: 

H2-1：企業利用與關係人間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以進行租稅規避，偏離常規移轉

訂價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正相關。 

H2-2：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降低企業使用移轉訂價的方式進行租稅規避，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H2-3：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的實施限制企業使用不合常規移轉訂價的方式進行利

潤分配，減少使用移轉訂價行為進行租稅規避，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和移轉

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對永久性財稅差異之影響將降低。 

H2-4 : 企業利用與關係人間借貸關係產生之利息費用以進行租稅規避，應付關

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正相關。 

H2-5：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後，降低企業使用與關係人間借貸關係產生之利息

費用進行租稅規避，反資本弱化實施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H2-6 : 反資本弱化條款的實施限制企業大量使用關係人間內部資金借貸的方式

進行租稅規避，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和資本弱化條款實施的交乘項

對永久性財稅差異之影響將降低。 

H2-7：簽署租稅協定給予締約國雙方企業優惠扣繳率、建立租稅公平環境、界

定租稅管轄權避免重複課稅等，降低企業租稅的不確定性，再加上資訊交

換機制使稅捐稽徵機關容易取得跨國資料以驗證及查核跨國企業間融資

或交易決策，企業為避免稅務風險將降低其避稅行為，簽署租稅協定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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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H2-8：簽署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遏止企業濫用租稅協定的行為，簽署租

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二、實證模型、變數定義與衡量 

 

(ㄧ)實證模型 

   本文探討近年來反避稅租稅改革，包括: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反資本弱化條款、

簽署租稅協定、租稅協定之利益限制條款對企業租稅負擔與避稅行為之影響，建

立實證模型(1)以檢測假說一，建立實證模型(2)以檢測假說二:  

ETR      =  β0  +β1 TPit +β2 DYTPit +β3 TP x DYTPit +β4 PRFEit+β5 DYATit  

            +β6 PRFEit x DYATit +β7 TREATYit+β8 LOBit +β9 SIZEit +β10 ROEit  

            +β11 ExDebtit +β12PPEit +β13 INTANGit +β14 EQINCit+β15 RDit  

            +β16 PolicyLDit +β17 PolicyICTit + εit                      (1) 

 

PermBTD  =  β0  +β1 TPit +β2 DYTPit +β3 TP x DYTPit +β4 PRFEit+β5 DYATit  

            +β6 PRFEit x DYATit +β7 TREATYit+β8 LOBit +β9 SIZEit +β10 ROEit  

            +β11 ExDebtit +β12PPEit +β13 INTANGit +β14 EQINCit+β15 RDit  

            +β16 PolicyLDit +β17 PolicyICTit + εit                      (2) 

 

(二)變數定義與衡量 

1.應變數： 

 (1)有效稅率(ETR) 

    本研究承續先前文獻作法(如 Gupta and Newberry 1997、黃美祝與李映茹

2009)，使用有效稅率來衡量企業租稅負擔程度。有效稅率的衡量以企業各年度

當期所得稅費用除以該年度之稅前淨利。 

 (2)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 

    本研究參考 Frank et al (2009)、林嬌能(2006)、黃德芬與陳瑋杰(2015)使用永

久性財稅差異衡量企業避稅行為。永久性財稅差異的衡量以總財稅差異減去暫時

性財稅差異求得永久性財稅差異。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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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BTD =   
FI − TI − TemBTD

TA
 

    FI 為稅前淨利。TA 為總資產。TI 為課稅所得，係由當期所得稅費用除以當

期營利事業所得稅率計算而得(所得稅法修正，自 2010 年後稅率由 25%調降至

17%)。TemBTD 為暫時性財稅差異，係由遞延所得稅費用除以當期營利事業所

得稅率計算而得。 

2.自變數： 

(1)偏離常規移轉訂價(TP) 

    本研究參考陳明進與蔡麗雯(2010)之實證模型衡量偏離常規移轉訂價，以同

一產業無關係人交易或關係人交易比重較低公司的毛利率，作為移轉訂價交易是

否偏離常規結果之比較對象19。有移轉訂價交易之研究樣本為關係人交易比重較

高之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包括關係人銷貨與加工收入淨額占營業收入淨額比

率，以及關係人進貨與加工費占銷貨成本比率，兩項比率皆大於 5%以上之公司。

作為常規交易結果之比較對象係同一年度同產業無關係人交易或關係人進貨及

銷貨比率均在 5%以下的公司，以其毛利率之中位數作為有移轉訂價交易研究樣

本公司之常規標準，再以個別研究樣本公司的毛利率與該常規標準之差異數，計

算該公司移轉訂價交易偏離常規交易結果。 

                   TPit = GP it – GPIdt  

    下標號 it 表示有移轉訂價交易之研究公司樣本 i 公司第 t 年度；Idt 表示 i 公

司第 t 年度所處 d 產業；TP 為移轉訂價交易偏離常規之差異數；GP 為個別研究

樣本公司毛利率， GPIdt 為產業中在 t 年度比較對象毛利率之中位數。本研究預

期偏離常規移轉訂價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偏離常規移轉訂價與永久性財稅差異

呈正相關。 

(2)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DYTP) 

    過去於文獻中對於研究租稅改革後之影響，大部分以實施年度作為其虛擬變

數，探討其改革後對於企業之影響。本研究以虛擬變數(DYTP)衡量反避稅租稅

改革：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效果。實施前為 0 (2002 年至 2004 年)，實施後

                                                        
19 由於上市櫃公司同產業完全無關係人之交易之樣本筆數較少，可能無法得出有意義之常規交

易結果的比較對象，因此本研究的常規交易比較對象包括關係人銷貨與加工收入淨額占營業收入

淨額比率，以及關係人進貨與加工費占銷貨成本比率，兩項比率皆小於 5%以下之公司，由於這

些公司的關係人交易比重極低，所以移轉訂價交易對其營業毛利率影響應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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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 (2005 年至 2014 年)。本研究預期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與有效稅率呈正相

關，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3)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差異數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 (TP x DYTP)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係為防範企業使用移轉訂價方式分配利潤規避稅負，因此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將導致非常規交易減少而交易價格漸趨正常，稅制改

革將降低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對於有效稅率與永久性財稅差異的影響，因此本研究

推論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差異數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對有效稅率及

永久性財稅差異之影響將降低。 

(4)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PRFE) 

    以所得稅法 43 條之 2 固定比率法計算，應付關係人負債除以總權益。 

    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率(PRFE)  =    
應付關係人負債

總權益
 

    應付關係人負債＝應付票據-關係人＋應付關係人融資 

    其中，應付票據-關係人:交易對象為關聯企業所生之負債；應付關係人融資:

向關係企業或關係人(含金融機構)借支之款項(長短期)；總權益:營利事業資產負

債表所列之淨值總額。 

    因企業與其關係人間借貸認列之利息費用將產生稅盾效果可用以規避稅負，

造成企業租稅負擔降低，因此本研究推論，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與有效稅率

呈負相關，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正相關。 

(5)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DYAT) 

  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所得稅法 43 條之 2、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利息支

出對關係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本研究以虛擬變數(DYPRFE)衡量反

避稅租稅改革：反資本弱化稅制實施之效果。實施前為 0 (2002 年至 2010 年)，

實施後為 1 (2011 年至 2014 年)。反資本弱化條款係為避免企業使用內部關係人

間借貸方式產生之利息費用用以規避稅負，對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

率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本研究推論，反資本弱化條款

實施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6)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和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之交乘項(PRFE x DYAT) 

    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所得稅法 43 條之 2、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利息支

出對關係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係為防止企業藉由關係人間資金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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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列利息費用以規避稅負，因此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後將有效遏止企業內部間過

度之資金借貸，本研究推論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和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之交

乘項對有效稅率及永久性財稅差異之影響將降低。 

(7)簽署租稅協定(TREATY) 

  TREATY 係為衡量租稅協定之簽署是否影響企業有效稅率與永久性財稅差

異之虛擬變數。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其海外關係企業國籍為台灣租稅協定締約

國為 1，非締約國為 0。本研究推論簽署租稅協定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簽署租

稅協定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8)簽署之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LOB) 

    LOB 係為衡量租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是否影響企業有效稅率與永久性財

稅差異。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其海外關係企業國籍為租稅協定締約國且該租稅

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為 1，非租稅協定締約國或租稅協定締約國但未含有利益

限制條款為 0。鑒於跨國企業以不同手段濫用租稅協定獲取租稅利益，各國為防

止避稅行為造成稅基侵蝕，逐漸於新締約租稅協定中載明利益限制條款，因此本

文推論簽署之租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與有效稅率呈正相關，簽署之租稅協定含

利益限制條款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 

3.控制變數： 

(1)公司規模(SIZE) 

    公司規模以企業總資產取自然對數衡量。公司規模與有效稅率間的關係可分

為「政治權力假說」與「政治成本假說」，主張政治權力假說如: Porcano(1986)、

Rego (2003)認為公司規模愈大，愈有能力進行租稅規劃以降低稅負，主張政治成

本假說如: Zimmerman (1983)研究發現，大型企業受到社會輿論或是政府的管控，

租稅規劃空間受限，其有效稅率與公司規模呈正相關支持政治成本假說。回顧上

述文獻，本文不預期公司規模對有效稅率變動影響方向。另外公司規模對永久性

財稅差異方面雖少有文獻探討其關係，惟本文認為由於公司規模大小對其租稅規

劃能力之強弱尚無明顯定論，因此同樣不預期公司規模對永久性財稅差異變動影

響方向。 

(2)權益報酬率(ROE) 

    權益報酬率以繼續營業部門純益除以平均股東權益衡量。林嬌能與許彩蓮

(2011)研究認為獲利能力愈高的公司所要繳的稅額負擔較高，往往使該公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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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有效稅率，進而從事避稅行為。本研究預期權益報酬率與有效稅率呈正相

關，權益報酬率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正相關。 

(3)外部負債占權益比率(ExDebt) 

    外部負債占權益比率(ExDebt) =     
負債總額    −   應付關係人負債

總權益
 

    企業除了向內部借貸資金外也可向外部融資，向外融資後因為有較高付息資

金壓力，進而有較高誘因從事避稅活動已降低稅負。然而 Chen, Chen, Cheng and 

Shevlin (2010)則認為負債自然會產生稅盾，故負債比率高的企業，會有稅盾節稅

效果，較不需採取降低稅負之避稅活動。故本研究預期外部負債比率對有效稅率

呈負相關，但是不預期永久性財稅差異之影響方向。 

(4)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PPE) 

    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以固定資產除以總資產衡量。企業擁有之固定資產可認

列折舊費用，折舊費用同樣擁有稅盾效果進而降低企業之租稅負擔。本研究預期

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與永久性財

稅差異呈正相關。 

(5)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重(INTANG) 

    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以無形資產除以總資產衡量。本文參考 Frank et al. 

(2009)將此變數納為控制變數之一，而我國所得稅法規定對於企業取得之無形資

產，符合一定標準可認列攤銷費用，攤銷費用同樣擁有稅盾效果進而降低企業之

租稅負擔。本研究預期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重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無形資產占

總資產比重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正相關。 

(6)權益法下之投資損益 (EQINC) 

    權益法下之投資損益為綜合損益表上按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除以總資產。

企業擁有愈多之長期股權投資，母子公司間則較容易利用與協調彼此營運之關聯

性，以達成規避稅負之目的，例如利用關係企業之交易，假藉盈餘挹注之名遂行

規避稅負之實，使其有效稅率較其他企業為低，母子公司之關係企業組織，比單

獨企業較易進行跨組織之租稅規劃，另外就財稅差異方面，陳明進與蔡麗雯(2006)

研究認為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愈高，其財稅差異也愈大。綜上所述，本研究預

期權益法下之投資損益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權益法下之投資損益與永久性財稅

差異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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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研發費用率(RD) 

    研發費用率以營業費用-研發費用除以營業收入淨額衡量。企業投入研究發

展可產生稅盾及投資抵減20效果以降低企業之租稅負擔，而 Hanlon et al. (2005)

研究認為，企業投入更多的研究發展費用將有更大的誘因進行租稅規劃。本研究

預期研究發展費用率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研究發展費用率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

正相關。 

(8)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十年(PolicyLD) 

    營利事業虧損扣抵於 2009 年由五年延長至十年，虧損扣抵延長前為 0(2002

年至 2008 年)，延長後為 1(2009 年至 2014 年)。虧損扣抵21是公司當年度的營業

虧損可遞轉以後年度，用以抵減課稅所得，但不影響稅前財務所得的計算。本研

究推論企業申報減除由前 5年內虧損向後抵減，延長為前 10年內虧損向後抵減，

此一稅制的變革將使得財稅差異變大且有效稅率也將降低，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

十年與有效稅率呈負相關，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十年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正相

關。 

(9)所得稅率調降(PolicyICT) 

    所得稅率於 2010 年由 25%調降為 17%，營利事業所得稅率調降前為 0(2002

年至 2009 年)，調降後為 1(2010 年至 2014 年)。此變數係用以分析因所得稅率的

調降而降低企業之租稅負擔，再者本文推論，由於所得稅率調降使企業進行避稅

行為所能獲取的租稅利益已大幅降低，更在反避稅浪潮中日益增漲的稅務風險與

稅務成本考量下降低其避稅行為之誘因。本研究預期所得稅率調降與有效稅率呈

負相關，所得稅率調降與永久性財稅差異呈負相關。表 3-1 為綜合上述變數定義

與預期方向一覽表: 

                                                        
20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為促進產業創新，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之公司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一經擇定不得變更，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

限: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二、於支出金額百

分之十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前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申請期限 申請程序 核定機關 施行期限 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21 所得稅法第 39 條:「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

課。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符合前項但書規定之公司組織營利事業，

經稽徵機關核定之以前年度虧損，尚未依法扣除完畢者，於修正施行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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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迴歸實證模型變數一覽表 

變數名稱 定義 預期方向 

 

假說變數 

 模型一 

有效稅率 

模型二 

永久性財稅差異 

TPit = 偏離常規移轉

訂價 
TPit = GPit - GPIdt ，衡量企

業偏離常規之毛利率。  

+ + 

DYTPit= 移轉訂價

查核準則實施 

虛擬變數，若為實施前為

0，實施後為 1。 

+ - 

TP x DYTPi= 偏離常

規移轉訂價和移轉訂

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

乘項 

交乘項，衡量移轉訂價查核

準則實施後偏離常規移轉

訂價對有效稅率及永久性

財稅差異之影響。 

? ? 

PRFEit= 應付關係人

負債占業主權益比 

應付關係人負債除以業主

權益。 

- + 

DYATit= 反資本弱化

實施  

虛擬變數，若為實施前為

0，實施後為 1。 

+ - 

PRFEit x DYATit= 應

付關係人負債占業主

權益比和反資本弱化

實施之交乘項 

交乘項，衡量反資本弱化實

施後應付關係人負債對有

效稅率及永久性財稅差異

之影響。 

? ? 

TREATYit= 簽署租

稅協定 

虛擬變數，海外關係企業國

籍為租稅協定締約國為

1，否則為 0。 

+ - 

LOBit= 簽署租稅協

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 

虛擬變數，海外關係企業國

籍為租稅協定締約國且該

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為

1，非協定締約國或雖有協

定但未有利益限制條款為

0。 

+ - 

 

控制變數 

   

SIZEit= 公司規模 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 ? 

ROEit= 權益報酬率 繼續營業部門純益除以平

均股東權益。 

+ + 

ExDebtit= 外部負債

占權益比 

負債減去應付關係人負債

後除以業主權益。 

 - ? 

PPEit= 固定資產占

總資產比 

固定資產除以總資產。  - + 

INTANGit= 無形資

產占總資產比 

無形資產除以總資產。  - + 

EQINCit= 權益法下

之投資損益 

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除

以總資產。 

 - + 

RDit= 研發費用率 營業費用-研發費用除以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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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收入淨額。 

PolicyLDit= 虧損扣  

抵延長 

虛擬變數，若為延長前為

0(2009 年以前)，延長後為

1。 

 - + 

PolicyICTit= 所得稅

率調降 

虛擬變數，若為調降前為

0(2010 年以前)，調降後為

1。 

 - - 

 

 

三、樣本期間、選取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樣本期間為 2002 年至 2014 年共計 13 個會計年度，此段期間涵蓋反

避稅租稅改革實施前與實施後，期望透過實施前後之差異探討改革成效，選取樣

本為我國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樣本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TEJ)。 

    研究數據大部份選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項下之TEJ Finance資料庫，

關係企業是否含有效之租稅協定的資料來源為TEJ Other finance資料庫項下之關

係企業營運概況明細中之國別。 

    樣本選取程序如下: (1)首先選取 2002 年至 2014 年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

(2)為避免作為常規交易結果之比較樣本筆數過少，使其同業常規之毛利率不具

代表性，將同一年度同產業的常規交易結果比較對象少於 15 筆之研究樣本予以

刪除；(3)將無關係人進銷貨交易或關係人銷貨及進貨分別占其營業淨額及營業

成本之比率均在 5%以下者，作為研究移轉訂價樣本常規交易結果之比較對象，

作此篩選目的為篩選出剩餘樣本為時常使用移轉訂價交易的公司；(4)樣本數據

不完全有缺漏者。表 3-2 彙總各假說研究樣本之篩選過程。 

表 3-2 研究樣本篩選過程 

樣本選取說明 樣本數 

2002-2014 年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筆數 21147 

減:  

   同一年度同產業的常規交易結果比較對象少於 15 家 

 

(1380) 

   作為產業常規交易結果比較對象* (12315) 

   變數資料缺漏 (1377) 

最後研究使用樣本數 6075 

註: 1.*本文做為產業常規交易結果比較對象的樣本包括:(1)當期沒有關係人銷貨及進貨之公司(2)關係人銷 

貨及進貨所占比例低之公司，指當期關係人銷貨及進貨分別占其營業淨額及營業成本之比率均在 5% 

以下者。作此篩選目的為篩選出剩餘樣本為常使用關係人間移轉訂價交易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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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量分析 

 
    表 4-1 列示本研究各變數之敘述統計值，被解釋變數為有效稅率(ETR)與永

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有效稅率於樣本期間 2002 年至 2014 年平均值為

12.454%，由此顯示我國企業平均實際負擔的所得稅率低於名目稅率。永久性財

稅差異之平均數為 0.1%，可看出企業整體的財務所得大於其課稅所得，但財稅

差異中的永久性財稅差異占比低，而標準差為 0.283 則顯示個別企業間產生之永

久性財稅差異波動幅度大，可能與個別企業經營特性有關。 

    解釋變數方面，偏離常規移轉訂價(TP)涵蓋整體樣本期間年其平均值為

-0.324，而將樣本期間縮短為實施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後，解釋變數即為偏離常規

移轉訂價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TP x DYTP)，其平均值為-0.167，由

此可初步顯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的實施已逐漸縮小整體企業偏離常規移轉訂價

負向差異數，使我國企業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交易情形趨緩。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業

主權益比平均值為0.076，與我國反資本弱化條款規定之3倍仍有相當大之差距，

而樣本期間縮短為實施反資本弱化條款規定後，解釋變數即為應付關係人負債占

權益比和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之交乘項(PRFE x DYAT)，其平均值反而略上升為

0.082。台灣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其關係企業設立於有簽署租稅協定(TREATY)

國家之平均值為 13%，代表僅約一成三比例的公司其海外關係企業設立於我國租

稅協定締約國，由租稅協定中有利益限制條款(LOB)的平均值來看，只有 1%的

公司其海外關係企業設立於簽署租稅協定且該協定有利益限制條款之國家。虛擬

變數方面，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DYTP)為 2005 年，其平均值為 73.2%代表樣

本資料約有七成是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的樣本資料，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

(DYAT)為 2011 年，其平均值為 29.7%代表樣本資料約有三成是反資本弱化條款

實施後的樣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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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敘述性統計(N=6075)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ETR 12.454 13.945 0.000 10.270 99.030 

PemBTD 0.001 0.283 -1.164 0.004 3.069 

TP -0.324 15.978 -94.420 -1.133 82.620 

DYTP 0.732 0.443 0.000 1.000 1.000 

TP x DYTP -0.167 13.879 -94.420 0.000 82.620 

PRFE 0.076 0.461 -0.192 0.011 26.736 

DYAT 0.297 0.457 0.000 0.000 1.000 

PRFE x DYAT 0.082 0.368 -0.192 0.000 26.736 

TREATY 0.130 0.336 0.000 0.000 1.000 

LOB 0.010 0.084 0.000 0.000 1.000 

SIZE 6.497 0.695 4.112 6.415 6.894 

ROE 0.060 0.570 -3.657 0.079 35.274 

ExDebt 1.046 2.045 -1.444 0.718 96.413 

PPE 0.280 0.192 0.000 0.260 0.927 

INTANG 0.016 0.047 0.000 0.003 0.812 

EQINC 0.000 0.027 -1.532 0.000 0.359 

RD 0.079 0.448 0.000 0.019 9.398 

PolicyLD 0.446 0.497 0.000 0.000 1.000 

PolicyICT 0.366 0.482 0.000 0.000 1.000 

註: 1. TP=偏離常規移轉訂價；DYTP=虛擬變數，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TP x DYTP=偏離常規移轉訂價 

     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PRFE=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DYAT=虛擬變數，反資本弱化   

     條款實施；PRFE x DYAT=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和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之交乘項；TREATY=虛擬變  

     數，簽署租稅協定；LOB=虛擬變數，簽署租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SIZE=公司規模；ROE=權益報  

     酬率；ExDebt=外部負債占權益比；PPE=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INTANG=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  

     EQINC=投資損益；RD=研發費用比率；PolicyLD=虛擬變數，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十年；PolicyICT= 

     虛擬變數，所得稅率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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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係數分析 

 
  表 4-2、4-3 為各假說之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矩陣。首先表 4-2 為反避稅租

稅改革與租稅負擔之相關係數矩陣，偏離常規移轉訂價(TP)、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實施(DYTP)與有效稅率(ETR)呈顯著正相關，係數分別為 0.133、0.065，皆達 1%

顯著水準，符合假說 1-1、1-2 之預期。偏離常規移轉訂價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實施之交乘項(TP x DYTP)與有效稅率(ETR)呈顯著正相關不符合假說1-3之預期。

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PRFE)與有效稅率(ETR)呈顯著負相關、反資本弱

化實施(DYAT)與有效稅率(ETR)呈顯著正相關，係數分別為-0.022、0.030，顯著

水準分別達 10%、5%，符合假說 1-4、1-5 之預期。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

比和反資本弱化實施之交乘項(PRFE x DYAT)與有效稅率(ETR)無相關性符合假

說 1-6 之預期。簽署租稅協定(TREATY)、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LOB)與有

效稅率(ETR)呈顯著正相關，係數分別為 0.026、0.027，皆達 5%顯著水準並符合

假說 1-7、1-8 之預期。控制變數之相關性方面，權益報酬率(ROE)與有效稅率(ETR)

呈顯著正相關符合預期，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PPE)、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

(INTANG)、研發費用率(RD)與有效稅率(ETR)呈顯著負相關符合預期。而在不預

期影響方向之控制變數中，外部負債占權益比(ExDebt)、公司規模(SIZE)與有效

稅率(ETR)呈顯著負相關。最後，投資損益(EQINC)、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十年

(PolicyLD)、所得稅率調降(PolicyICT)雖然與有效稅率(ETR)呈顯著正相關，但並

未符合預期。 

   表 4-3 為反避稅租稅改革與避稅行為之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矩陣，偏離

常規移轉訂價(TP)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顯著正相關，係數為 0.148 達

1%顯著水準，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DYTP)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顯

著負相關，係數為-0.058 達 1%顯著水準，以上符合假說 2-1、2-2 之預期。偏離

常規移轉訂價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TP x DYTP)與永久性財稅差異

(PermBTD)呈顯著正相關不符合假說 2-3 之預期。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

(PRFE)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正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反資本弱化實施

(DYAT)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顯著負相關，係數為-0.088 且達 1%顯著

水準，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業主權益比和反資本弱化實施之交乘項(PRFE x DYAT)

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顯著正相關，總結上述分析，符合假說 2-5 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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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但不符合假說 2-4、2-6 之預期。簽署租稅協定(TREATY)與永久性財稅差異

(PermBTD)呈顯著負相關，係數為-0.026且達5%顯著水準，符合假說2-7之預期。

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LOB)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負相關但未達

顯著水準，未符合假說 2-8 之預期。控制變數之相關性方面，權益報酬率(ROE)、

投資損益(EQINC)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符合預期，

所得稅率調降(PolicyICT)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負相關符合預期。而在

不預期影響方向之控制變數中，公司規模(SIZE)、外部負債占權益比(ExDebt)與

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顯著正相關。最後，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PPE)、

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INTANG)、研發費用率(RD)、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十年

(PolicyLD)雖然與永久性財稅差異(PermBTD)呈顯著負相關但皆未符合預期。 

    以上各假說之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僅為兩兩變數間互動關聯與線性關係所

作之初步探討與預期，惟各假說之成立支持與否尚須多元迴歸分析對假說一與假

說二作統整性的解釋與描述而使本文得到更完整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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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租稅負擔之皮爾森相關係數矩陣 

註:1.***表示顯著水準 1%，**表示顯著水準 5%，*表示顯著水準 10% (雙尾)。2.P.LD 為 PolicyLD 之縮寫，P.ICT 為 PolicyICT 之縮寫。

 ETR TP DYTP TPx 

DYTP 

PRFE DYAT PRFEx 

DYAT 

TREATY LOB SIZE ROE ExDebt PPE INTANG EQINC RD P.LD P.ICT 

ETR 1                  

TP 0.133 *** 1                 

DYTP 0.065*** 0.010 1                

TPx 

DYTP 

0.122*** 0.869*** -0.007 1               

PRFE -0.022* -0.087*** 0.012 -0.082*** 1              

DYAT 0.030** -0.015 0.393*** -0.025* 0.008 1             

PRFEx 

DYAT 

-0.021 -0.090*** 0.040*** -0.104*** 0.791*** 0.101*** 1            

TREATY 0.026** -.021 -0.167*** -0.015 -0.015 -0.251*** -0.025** 1           

LOB 0.027** 0.002 -0.29** 0.001 -0.005 -.055*** -0.006 0.218*** 1          

SIZE -0.030*** -0.085*** 0.070*** -0.062*** -0.018 0.015 0.019 0.232*** 0.050*** 1         

ROE 0.122 *** 0.161*** -0.013 0.137*** -0.028** -0.013 -0.008 0.009 0.001 0.051*** 1        

ExDebt -0.058*** -0.120*** 0.011 -0.089*** 0.250*** 0.012 0.135*** 0.002 0.000 0.109*** -0.076*** 1       

PPE -0.102*** -0.136*** -0.018 -0.116*** -0.051*** -0.046*** 0.000 0.002 -0.014 0.193*** -0.045*** 0.039*** 1      

INTANG -0.041*** 0.089*** 0.050*** 0.064*** 0.001 0.053*** 0.015 -0.031** -0.001 -0.048*** 0.104*** -0.017 -0.082*** 1     

EQINC 0.049*** 0.032** 0.067*** 0.006 -0.010 0.019 -0.020 -0.008 0.009 0.480*** 0.104*** -0.072*** -0.030** -0.010 1    

RD -0.106*** 0.089*** 0.017*** 0.063*** -0.011 0.050*** 0.004 -0.045*** -0.008 -0.131*** -0.086*** -0.038*** -0.037*** 0.248*** -0.022* 1   

P.LD 0.060*** -0.009 0.542*** -0.020 0.010 0.724*** 0.073*** -0.346*** -0.076*** 0.030** -0.019 0.005 -0.040*** 0.069*** 0.035*** 0.032** 1  

P.ICT 0.048*** -0.007 0.460*** -0.017 0.003 0.855*** 0.087*** -0.293*** -0.064*** 0.021 -0.011 0.008 -0.042*** 0.059*** 0.027** 0.040*** 0.8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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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避稅行為之皮爾森相關係數矩陣 

 
PermBTD TP DYTP TPx 

DYTP 

PRFE DYAT PRFEx 

DYAT 

TREATY LOB SIZE ROE ExDebt PPE INTANG EQINC RD P.LD P.ICT 

PermBTD 1                  

TP 0.148 *** 1                 

DYTP -0.058*** 0.010 1                

TPx 

DYTP 0.125*** 0.869*** -0.007 1               

PRFE 0.007 -0.087*** 0.012 -0.082*** 1              

DYAT -0.088*** -0.015 0.393*** -0.025* 0.008 1             

PRFEx 

DYAT 

0.038*** -0.090*** 0.040*** -0.104*** 0.791*** 0.101*** 1            

TREATY -0.026** -.021 -0.167*** -0.015 -0.015 -0.251*** -0.025** 1           

LOB -0.005 0.002 -0.29** 0.001 -0.005 -.055*** -0.006 0.218*** 1          

SIZE 0.100*** -0.085*** 0.070*** -0.062*** -0.018 0.015 0.019 0.232*** 0.050*** 1         

ROE 0.248 *** 0.161*** -0.013 0.137*** -0.028** -0.013 -0.008 0.009 0.001 0.051*** 1        

ExDebt -0.051*** -0.120*** 0.011 -0.089*** 0.250*** 0.012 0.135*** 0.002 0.000 0.109*** -0.076*** 1       

PPE -0.025** -0.136*** -0.018 -0.116*** -0.051*** -0.046*** 0.000 0.002 -0.014 0.193*** -0.045*** 0.039*** 1      

INTANG -0.025* 0.089*** 0.050*** 0.064*** 0.001 0.053*** 0.015 -0.031** -0.001 -0.048*** 0.104*** -0.017 -0.082*** 1     

EQINC 0.142*** 0.032** 0.067*** 0.006 -0.010 0.019 -0.020 -0.008 0.009 0.480*** 0.104*** -0.072*** -0.030** -0.010 1    

RD -0.081*** 0.089*** 0.017*** 0.063*** -0.011 0.050*** 0.004 -0.045*** -0.008 -0.131*** -0.086*** -0.038*** -0.037*** 0.248*** -0.022* 1   

P.LD -0.083*** -0.009 0.542*** -0.020 0.010 0.724*** 0.073*** -0.346*** -0.076*** 0.030** -0.019 0.005 -0.040*** 0.069*** 0.035*** 0.032** 1  

P.ICT -0.086*** -0.007- 0.460*** -0.017 0.003 0.855*** 0.087*** -0.293*** -0.064*** 0.021 -0.011 0.008 -0.042*** 0.059*** 0.027** 0.040*** 0.847*** 1 

註:1.***表示顯著水準 1%，**表示顯著水準 5%，*表示顯著水準 10% (雙尾)。2.P.LD 為 PolicyLD 之縮寫，P.ICT 為 PolicyICT 之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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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結果分析 

 
    表 4-3 為反避稅租稅改革對租稅負擔之實證結果。TP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

顯著水準與預期相符，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1-1，顯示企業會透過關係人間移轉訂

價方式分配損益以降低租稅負擔。DYTP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與預期

相符，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1-2，顯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於 2005 年正式實施後有效

提升企業租稅負擔。而 TP x DYTP 迴歸係數為正且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支

持假說 1-3，顯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有效抑制企業透過關係人間移轉訂價

方式分配損益，關係人交易毛利率已漸趨正常。PRFE 迴歸係數為正、DYAT 迴

歸係數為負，而兩變數皆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不支持假說 1-4、1-5，究其原

因，台灣整體企業達資本弱化情形並不嚴重，在樣本資料中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業

主權益比達 3 倍以上者僅 10 筆，而從整體樣本平均值 0.076 來看，離 3 倍規定

之限制仍有一段距離，反資本弱化的實施其成效並不顯著。PRFE x DYAT 迴歸

係數為負且未達顯著水準，假說 1-6 的設立原為用以探討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之

成效，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是否限制企業使用應付關係人負債情形，然而因為假

說 1-4 並未成立，即使假說 1-6 與預期相符但已無假說原設立之意義，因此實證

結果不支持假說 1-6。TREATY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實證結果支持

假說 1-7，顯示簽署租稅協定雖給予較低之扣繳率，然而因協定之確定課稅管轄

權降低租稅不確定性與資訊交換等機制改善資訊度不對稱情形，整體而言租稅協

定對企業所帶來之增稅效果大於其減稅之效果，企業租稅負擔因租稅協定之簽署

將有所上升。LOB 迴歸係數為負但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不支持假說 1-8，究

其原因，我國簽署租稅協定 32 國中，僅約 15 國於協定中內含利益限制條款，而

從整體樣本平均值 0.010 來看，僅約有 60 筆資料為協定內涵利益限制條款，總

結上述情形，利益限制條款樣本數過少使得實證結果不如預期故實證結果無法支

持假說 1-8。在控制變數方面，SIZE 迴歸係數為負且達 10%顯著水準，顯示企業

規模愈大，愈有能力、資源與機會從事租稅規劃，如:透過關係人交易以移轉訂

價方式將所得保留在海外租稅負擔較低之子公司，此結果也較符合政治權力假說。

ROE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符合預期，顯示企業獲利能力愈高其租稅負

擔也愈大。ExDebt 迴歸係數為負且達 1%顯著水準符合預期，顯示企業外部負債

水準愈高時，因可認列利息費用降低盈餘，故其租稅負擔也愈低。PPE、INTANG



 

 46 

迴歸係數皆為負且分別達 1%、5%顯著水準符合預期，顯示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

較多之企業所認列之折舊與攤銷費用具有稅盾之效果，進而降低其租稅負擔。

RD 迴歸係數為負且達 1%顯著水準符合預期，顯示投入研究發展比例愈高的企

業可享有研發費用之稅盾及產業創新條例投資抵減之效果將降低其租稅負擔。在

模型一進行迴歸分析時，本研究均有做各項變數之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以

下簡稱 VIF)值檢測，因 VIF 值均小於 8 故未有共線性問題。 

    表 4-4 為反避稅租稅改革對避稅行為之實證結果。TP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

顯著水準與預期相符，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2-1，顯示企業透過移轉訂價方式分配

損益以進行避稅行為。DYTP 迴歸係數為負且達 5%顯著水準與預期相符、TP x 

DYTP 迴歸係數為負但未達顯著水準與預期相符，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2-2、2-3，

由以上兩假說一同來看，顯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有效遏止企業之避稅行為，

且實施後企業利用移轉訂價方式規避稅負的情形已有所趨緩，關係人交易毛利率

漸趨正常。PRFE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符合預期，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2-4，顯示企業會透過與關係人間資金借貸方式以進行避稅行為。DYAT 迴歸係

數為負但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不支持假說 2-5，顯示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並

未有效遏止企業間關係人資金借貸情形，而將樣本期間區分為反資本弱化條款實

施後(2011 年至 2014 年)之另一變數 PRFE x DYAT 一同驗證，PRFE x DYAT 迴歸

係數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實證結果不支持假說 2-6，顯示反資本弱化條款實

施不論實施前或實施後企業皆會透過關係人間資金借貸方式以規避稅負，此一情

形亦可從 PRFE x DYAT 平均值 0.082 檢驗，其平均值於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後

不但並未減少反而微幅上升(實施前為 0.076)，總結來說，企業透過關係人間資

金借貸方式進行避稅行為並未因反資本弱化條款實施而有所改善。TREATY 迴歸

係數為負且達 1%顯著水準與預期相符，實證結果支持假說 2-7，顯示因租稅協

定簽署確定課稅管轄權與協定中提供稅務爭議解決機制等將降低租稅不確定性，

而資訊交換機制使得企業受稽查之稅務風險增加，綜合上述原因，租稅協定簽署

將有效遏止企業進行避稅行為。LOB 迴歸係數為負但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

不支持假說 2-8，顯示租稅協定內含利益限制條款並未有效遏止企業之避稅行為，

亦有可能因樣本過少使得研究不具代表性，故實證結果不支持假說 2-8。在控制

變數方面，SIZE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顯示企業規模愈大，愈有能力

運用其自身資源在全球租稅負擔最小化前提下而進行避稅行為。ROE 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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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符合預期，顯示獲利能力愈高的企業，其所要繳納的稅負

也愈多，有較強的動機進行租稅規避。ExDebt 迴歸係數為負且達 1%顯著水準，

顯示外部負債比率高的企業因其本身認列之利息費用已具有稅盾的節稅效果，故

毋須從事避稅行為。EQINC 迴歸係數為正且達 1%顯著水準與預期相符，顯示當

企業擁有愈多長期股權投資時，其較容易利用母子公司之關係組織進行避稅行為

已降低稅負。在模型二進行迴歸分析時，本研究均有做各項變數之 VIF 檢測，

因 VIF 值均小於 8 故未有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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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反避稅租稅改革對租稅負擔影響之迴歸分析 

變數 預期方向 係數 t 值 

Intercept none  5.582*** 

TP + 0.097 3.790*** 

DYTP + 0.041 2.738*** 

TP x DYTP ? 0.024 0.958 

PRFE - 0.001 0.041 

DYAT + -0.030 -1.239 

PRFE x DYAT ? -0.007 -0.351 

TREATY + 0.039 2.746*** 

LOB + 0.020 1.569 

SIZE ? -0.026 -1.948* 

ROE + 0.079 6.172*** 

ExDebt - -0.038 -2.857*** 

PPE - -0.086 -6.663*** 

INTANG - -0.034 -2.590** 

EQINC - 0.024 1.868* 

RD - -0.101 -7.758*** 

PolicyLD - 0.062 2.440** 

PolicyICT - 0.019 0.620 

    

Adjusted R2                    0.056 

F 值 / 顯著性                     22.202 / 0.000 

N                     6075 

註: 1.***表示顯著水準 1%，**表示顯著水準 5%，*表示顯著水準 10% (雙尾)。 

   2. TP=偏離常規移轉訂價；DYTP=虛擬變數，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TP x DYTP=偏離常規移轉訂價 

     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PRFE=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DYAT=虛擬變數，反資本弱化   

     條款實施；PRFE x DYAT=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和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之交乘項；TREATY=虛擬變  

     數，簽署租稅協定；LOB=虛擬變數，簽署租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SIZE=公司規模；ROE=權益報  

     酬率；ExDebt=外部負債占權益比；PPE=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INTANG=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  

     EQINC=投資損益；RD=研發費用比率；PolicyLD=虛擬變數，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十年；PolicyICT= 

     虛擬變數，所得稅率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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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反避稅租稅改革對避稅行為影響之迴歸分析 

變數 預期方向 係數 t 值 

Intercept none  -7.612*** 

TP + 0.138 5.546*** 

DYTP - -0.036 -2.470** 

TP x DYTP ? -0.021 -0.846 

PRFE + 0.119 5.765*** 

DYAT - -0.032 -1.366 

PRFE x DYAT ? 0.107 5.293*** 

TREATY - -0.027 -1.997** 

LOB - -0.013 -1.023 

SIZE ? 0.108 8.273*** 

ROE + 0.203 16.261*** 

ExDebt ? -0.036 -2.781*** 

PPE + -0.010 -0.789 

INTANG + -0.001 -0.048 

EQINC + 0.111 9.026*** 

RD + -0.055 -4.368*** 

PolicyLD + -0.033 -1.342 

PolicyICT - -0.014 -0.464 

 

Adjusted R2                   0.112 

F 值 / 顯著性                   45.887 / 0.000 

N                   6075 

註: 1.***表示顯著水準 1%，**表示顯著水準 5%，*表示顯著水準 10% (雙尾)。 

   2. TP=偏離常規移轉訂價；DYTP=虛擬變數，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TP x DYTP=偏離常規移轉訂價 

     和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之交乘項；PRFE=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DYAT=虛擬變數，反資本弱化   

     條款實施；PRFE x DYAT=應付關係人負債占權益比和資本弱化條款實施之交乘項；TREATY=虛擬變  

     數，簽署租稅協定；LOB=虛擬變數，簽署租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SIZE=公司規模；ROE=權益報  

     酬率；ExDebt=外部負債占權益比；PPE=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INTANG=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  

     EQINC=投資損益；RD=研發費用比率；PolicyLD=虛擬變數，虧損扣抵五年延長至十年；PolicyICT= 

     虛擬變數，所得稅率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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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過往國際租稅制度的設計著重於消除因各國稅法對於課稅管轄權不同所產

生的重複課稅問題，然而近年來由於資訊技術之進步與電子商務等新商業模式之

誕生，過往的國際租稅制度已無法處理新型態之稅捐稽徵問題，結果上常造成各

國稅基侵蝕與稅收短徵。近年來 OECD 為因應新型態的跨國避稅安排與打擊有

害的國際租稅競爭，於 2013 年中先後發佈「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問題報告與

行動方案，內容闡述多項反避稅研究意見與因應措施，各國紛紛在 OECD 指引

下制定「反避稅條款」，而我國亦不例外。 

    鑒於我國反避稅條款已大抵完成並陸續實施，本研究為探討我國已實施之反

避稅租稅改革: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反資本弱化條款、簽署租稅協定、簽署之租

稅協定含利益限制條款，上述多項反避稅租稅改革實施是否有效提升企業租稅負

擔與降低企業避稅行為，本文以 2002 年至 2014 年台灣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財

務資料進行分析，期望透過本研究使企業檢視租稅環境，並協助政府於稅制改革

時朝向更健全之發展邁進。 

    在移轉訂價查核準則方面，企業會透過與關係人間偏離常規移轉訂價方式進

行避稅行為以降低租稅負擔，然而此情形於 2005 年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已

有所改善，顯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實施後確實降低企業透過偏離常規移轉訂價進

行避稅行為，企業與關係人間移轉訂價交易逐漸符合常規水準，因此租稅負擔也

有所上升。在反資本弱化條款方面，實證結果顯示企業會藉由與關係人間資金借

貸以進行避稅行為但是企業租稅負擔並未顯著下降，這說明企業與關係人間資金

借貸雖然為其避稅手法，但並非造成企業租稅負擔顯著降低與國家稅收流失的主

因之一，而反資本弱化條款於 2011 年實施後，企業透過與關係人間資金借貸方

式規避稅負行為並未有所減緩，其原因本文推論可能是我國企業本身應付關係人

負債占權益比率超過反資本弱化條款規定之 3 倍限制者為數不多，故整體企業受

到反資本弱化條款影響程度並不明顯。在租稅協定方面，實證結果顯示簽署租稅

協定將提升我國企業之租稅負擔並減緩企業之避稅行為，而租稅協定使企業租稅

不確定性降低，這說明儘管租稅協定給予優惠之扣繳率將降低租稅負擔，然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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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的確定課稅管轄權與資訊交換機制將有效遏止企業進行避稅行為並提升租

稅負擔，租稅協定的增稅效果大於其減稅效果。在租稅協定含有利益限制條款方

面，實證結果並不顯著，其原因本文推論因僅有 60 個樣本為簽署租稅協定且含

有利益限制條款(LOB)，約占樣本總數 1%，故無法將利益限制條款影響分離出

來，故其實證結果並不明顯。 

    總結本文研究結果，可歸納出我國實施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與簽署租稅協定 

達到其反避稅之目的。深入分析可發現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其成功的關鍵在於移轉

訂價報告制度的推行與賦予稽徵機關可按營業常規調整企業應納稅額之權力，使

得企業與關係人間交易透明化並剃除不合常規交易使其符合常規原則，相對地也

防止企業使用移轉訂價規避我國稅負。簽署租稅協定雖然為有效之反避稅手法之

一，然而從樣本資料中發現我國海外關係企業其國籍為簽署租稅協定國家僅占

13%，且我國租稅協定締約國為 32 國相比中國 102 國與韓國 85 國更能顯示我國

與他國簽署租稅協定之急迫性，此外，簽署租稅協定且含有利益限制條款其研究

結果雖然並不顯著，然而防止租稅協定濫用為當今防堵跨國企業避稅行動方案中

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本文期許政府除建立更完善的租稅協定網絡外，更應於

協約中加入利益限制條款有效防止租稅協定所提供之利益遭受濫用以保全國家

稅收。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文於撰寫過程中研究限制如下。首先，受限於實際課稅資料取得之限制，

因此本研究使用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財務資料以推計課稅所得，推估之課稅資

料與事實仍有些許差異。再者，由於個別公司每筆交易移轉訂價資料取得不易，

因此本文並非以個別關係人每筆交易結果分析偏離常規移轉訂價之情形，而是篩

選出有移轉訂價交易之樣本公司，該樣本公司之整體毛利率與同年度同產業之可

比較對象之常規毛利率相比較，將其差異數推定為受到樣本公司關係人移轉訂價

交易影響之結果，此一方法可能有些誤差，例如個別公司可能有橫跨兩種以上產

業之銷售情形，而僅以單一產業常規毛利率作為其常規交易可比較對象，如此將

降低研究個別公司衡量其移轉訂價偏離常規交易結果之準確性。此外，本文對於

是否含有簽署有效之租稅協定僅以其海外關係企業之國籍判別，如此判定也包括

僅於租稅協定締約國設立中介公司(如:紙上公司而無實質營運)之租稅協定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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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使得含有租稅協定之樣本公司有些許高估，此一狀況也可看出為何國際反

避稅風潮中對於租稅協定濫用採用嚴格禁止的態度，而我國亦於近幾年簽署之租

稅協定中逐漸加入利益限制條款。 

    最後，本文也有些研究建議。假若未來有相關租稅改革對於企業影響之研究 

，若能取得企業於申報營利所得稅時之申報資料，則實證結果將會更貼近稅制改

革後之實際情形。反避稅租稅改革另一重要里程碑為 2016 年 7 月 12 日三讀通過

所得稅法 43 條之 3 與 43 條之 4 所建立受控外國公司制與實際管理處所制度，惟

該制度尚未實施，期許未來研究者於實施後將此制度納入研究，而對於我國反避

稅租稅改革作更通盤的檢視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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