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pwc.com/tw 

強化台灣金融業國際競爭力

之稅制政策 

吳偉臺 法學博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法律服務副營運長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2014年10月17日 

 



PwC Taiwan 資誠 

Disclaimer 

 以下各項議題之論述，僅為發表人本人之意見，不代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或國立政治大學之立場。 

 本次參與研討會使用之簡報，未經發表人同意，不得在任何文件中影印、

複，製或引用簡報或本簡報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得將其用於本次研討會外

的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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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金融主管機關積極推出許多具體措施以冀提昇我國金融業者國際競爭力

的同時，檢視近年重要稅制議題，發現稅務問題於金融產業發展中亦扮演

重要角色。 

 回顧過往各項重要租稅優惠措施，可適用於金融產業者已較其他產業為少，

故當政府推行產業政策時，金融產業業者希望能看到稅務主管機關主動將

業者為了配合推行產業政策所遇之租稅障礙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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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金融業整併 

1. 台灣金融業過度競爭情形已存在許久，整併國內金融業是迎向國際金

融環境變遷的必要作為。 

2. 按目前現況，國內併購案件所產生之商譽，商譽費用之認列議題目前

仍未全面解決，對國內業者下階段之併購活動可能產生影響，未來若

有跨國併購，亦有可能產生疑慮。 

3. 部分海外國家有提供金融業者整併之租稅優惠，台灣亦可思考未來朝

此租稅優惠進行，以鼓勵業者整併，如：加速攤銷整併所產生之商譽，

或允許被消滅銀行之前期虧損全數認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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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業務發展(如： 亞洲盃) 

 

公司面 

1. 我國需要簽訂更多的租稅協定，以利跨國金融交易，並避免雙重課稅的
情形(含中國大陸及TPP/RCEP之成員)。 

2. 考慮研擬「外國繳納稅款間接扣抵方案」允許金融業者享有更多海外租
稅扣抵權力，同時亦會申報更多海外所得。 

3. 面對未來金融產業的數位化(例如：跨國網路銀行)、跨國交易之複雜化
及多樣化，應重新檢視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條例及常設機構相關租稅問題。 

4. 可考慮擬定伊斯蘭金融的相關稅務法令以推動我國金融業發展「伊期蘭
金融」 。 

員工面 

1. 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為45%，可能影響國際人才來台之誘因。 

2. 海外員工取得本國公司「股票紅利」或「選擇權」給與適度的租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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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在地化 

 
1. 考量設立一機制，當外國金融機構在台設立分支機構時，若達到特定條

件時，需要轉換成子公司。  

2. 但就目前所得稅法規範的股東可扣抵稅額及扣繳制度，子公司對外國投

資者來說不一定是最好的投資結構。  

3. 並且，根據新修正的所得稅法，外國機構在台子公司所繳納之未分配盈

餘稅，未來僅能以半數抵繳股利匯回外國機構應扣繳之稅額，將造成外

國機構在台子公司有效稅率增加。  

4. 如果可能的話，希望政府能綜合子、分公司的稅務狀況及稅法規定並據

以調整，並同時鼓勵外資機構常駐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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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所得稅法規範「勞務、服務交易」較「貨物交易」來的少，因此，

對於提供服務的金融業而言，存在許多不明確之稅務規範，建議政府全

面改革有關的稅務法規，以適應金融業的需求。 

2. 各項新金融商品之創新、新金融政策之推展，其稅務規範往往未釐清或

是僅能事後釐清，造成稅務之不確定甚或稅務訴訟。 

3. 雖目前稅捐稽徵法已有明文規定企業可進行預先核釋，但往往雙方未能

達成良好的共識，或業務已發展一段時間後才得到解釋。建議政府能擬

定友善的溝通機制，必要時業務主管機關應與稅務主管機關主動就新業

務、新政策予以溝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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