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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財產交易所得為例，說明兩岸租稅

　　協議的具體效益

(一)假設情況：

1. 台灣甲公司3年前投資200萬元在大陸設立乙公

司，103年以300萬元賣出所有股份，轉讓該股份

所得100萬元（300萬元－200萬元）。

2. 假設兩岸租稅協議財產交易所得採取與OECD稅約

範本相同的規定（僅由居住地課稅），台灣甲公司

轉讓大陸乙公司股份所得在台灣申報課稅，大陸應

該免稅。

(二)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甲公司稅負及兩岸稅收影

響分析如下：

1. 兩岸現況下：台灣甲公司轉讓大陸乙公司股份所得

適用10%扣繳率課稅（大陸企業所得稅法規定扣

繳稅率為20%，但目前暫時依企業所得稅法實施

條例規定適用10%扣繳率），甲公司須先繳納大

陸企業所得稅10萬元；次年甲公司在台灣辦理所

得稅結算申報，應納台灣所得稅17萬元（轉讓股

份所得100萬元×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17%），可

扣抵大陸稅額10萬元，因此只需繳納差額稅額7萬

元。甲公司兩岸稅負合計17萬元。

2. 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後：台灣甲公司轉讓大陸乙公司

股份的所得，大陸不能課稅，甲公司在台灣辦理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應納台灣所得稅17萬元。甲公

司兩岸稅負合計為17萬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

兩岸租稅協議

答客問（二）

隨著兩岸經貿、投資及人民往來日益密切，兩岸稅制對於對方人民及企業的影響日益深遠，雖然

目前兩岸稅捐機關依據各自稅法行使課稅權，以各自方法消除雙重課稅，但無法完全解決稅負過重問

題。台商和與大陸簽署租稅協定的國家或地區企業相較，稅負相對處於不利競爭地位，且面臨移轉訂

價調整的雙重課稅風險及稅負不確定等問題，有必要簽署租稅協議，以提升台商在大陸的競爭力及增

加我國投資環境的吸引力，同時建立兩岸稅務合作機制，解決租稅爭議，維護租稅公平。

表8.1 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甲公司稅負及
 兩岸稅收比較表（財產交易所得）

甲公司稅負 兩岸現況
兩岸租稅協議

生效後
兩岸稅收影響

在台灣 7萬元 17萬元 ＋10萬元

甲公司總稅負 17萬元 17萬元 0萬元

在大陸 10萬元 0萬元 －10萬元

(三)具體效益：

1. 甲公司在大陸享受免稅待遇，可保留較多的週轉資

金，且台灣稅收可望增加：甲公司於協議生效後，

兩岸稅負合計數雖然相同，但於取得轉讓股份所得

時，可少繳大陸稅額10萬元，保留較多的資金供

週轉使用；另大陸減少稅收10萬元，台灣增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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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10萬元，政府可將增加的稅收用於建設台灣，

改善台灣投資環境，進而吸引投資，創造就業；另

在兩稅合一制度下，甲公司在台灣增加繳納的營利

事業所得稅可併同盈餘分配予台灣個人居住者股東

扣抵綜合所得稅，股東也可以獲利。

2. 確使台商享有永久優惠，可減輕稅負：

⑴目前大陸對轉讓股份所得採暫行稅率10%，隨

時可回復按法定稅率20%徵收。此時台灣甲公

司轉讓乙公司股份所得100萬元，大陸稅額20萬

元，甲公司次年在台灣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應

納台灣所得稅17萬元，由於大陸繳納稅額大於

台灣應納稅額，在台灣無須繳納差額，兩岸稅負

合計20萬元。

⑵兩岸簽署租稅協議後，甲公司於取得轉讓股份所

得時可免繳大陸稅額，保留更多的資金供週轉使

用，次年在台灣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台灣

所得稅17萬元，兩岸稅負合計17萬元，甲公司

總稅負減少3萬元，其中大陸減少稅收20萬元，

台灣增加稅收17萬元，政府可將增加的稅收用

於建設台灣，改善台灣投資環境，進而吸引投

資，創造就業；另在兩稅合一制度下，甲公司在

台灣增加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可併同盈餘分配

予台灣個人居住者股東扣抵綜合所得稅，股東也

可以獲利。

九、以個人受僱所得為例，說明兩岸租稅

　　協議的具體效益

情況一：赴大陸短期出差，可確實享受大陸不課稅待

遇

(一)假設情況：

1. 台灣居住者甲君為台灣乙公司員工，年薪120萬

元，103年間，派至大陸出差120天，依大陸個人

所得稅法規定，甲君在大陸工作的應稅薪資所得是

依照甲君在台灣薪資按在大陸居留天數比例（即

120/365約1/3）計算。

2. 假設兩岸租稅協議採取與OECD稅約範本相同的規

定，所得來源國對於受僱所得課稅的居留天數要

表9.1 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甲君應稅所得
 比較表（受僱所得情況一）

甲君應稅所得 兩岸現況
兩岸租稅協議

生效後
甲君所得影響

在台灣 120萬元 120萬元 0萬元

甲君

總應稅所得
160萬元 120萬元 －40萬元

在大陸 40萬元 － －40萬元

件，係視在該國居留是否超過183天而定。

3. 本例涉及兩岸個人所得稅各種減除或扣除規定、累

進稅率及稅額扣抵，稅額計算複雜，因此僅就甲君

在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應稅薪資所得作比較分

析。

(二)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甲君應稅薪資所得影響分

析如下：

1.兩岸現況下：甲君至大陸工作的薪資同時被大陸及

台灣認定為來源所得：

⑴在大陸：依據大陸稅法規定，甲君取得台灣乙

公司薪資120萬元中，有40萬元（年薪120萬元

×1/3）屬於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課徵大陸所

得稅，已在台灣繳納的所得稅不能扣抵。

⑵在台灣：依據乙公司申報的薪資扣繳憑單，甲

君取得120萬元全數為台灣地區來源所得，應納

台灣所得稅，薪資中40萬元在大陸繳納的所得

稅不能扣抵，產生同一薪資所得40萬元被雙方

稅捐機關重複計入所得課稅而面臨雙重課稅問

題。

⑶甲君兩岸應稅所得合計160萬元。

2. 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後：

⑴在大陸：甲君於103年度居留未超過183天，且

甲君的薪資是由台灣乙公司所給付，且該公司在

大陸沒有常設機構，大陸不能對甲君的薪資所得

課稅。

⑵在台灣：甲君全數薪資所得120萬元僅需申報繳

納台灣的個人綜合所得稅。

⑶甲君兩岸應稅所得合計1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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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效益：

透過兩岸租稅協議，一方居住者個人（本例為台

灣甲君）赴他方（本例為大陸）短期出差，在特定

情況下（本例為台灣甲君在大陸居留不超過183天且

其薪資非由大陸居住者雇主給付及大陸常設機構負

擔），他方（本例為大陸）應對個人受僱所得免稅，

一方居住者個人（本例為甲君）只需要在居住地（本

例為台灣）繳稅，可解決短期派赴大陸出差的台籍

員工雙重課稅問題；且因為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

甲君應課徵台灣所得稅的所得完全相同（均為120萬

元），不會發生台灣稅基及稅收流失問題。

情況二：有效解決具雙重居住者身分台籍員工面臨的

雙重課稅問題

(一)假設情況：

1. 台灣居住者甲君為台灣乙公司員工，自96年1月起

長期派駐乙公司在大陸的關係企業丙公司工作，大

陸丙公司給付甲君年薪為96萬元。

2. 103年度甲君在大陸工作合計290天，其餘75天返

台開會並作業務報告。甲君在台灣仍有戶籍並保有

台灣的工作年資、勞健保福利及投票權，且自台灣

乙公司領取薪資24萬元。另外，甲君103年度出售

其台灣的土地，土地交易所得500萬元。

3. 假設兩岸租稅協議參照OECD稅約範本，採用永久

住所、生活及經濟利益重心、經常居所等順序來決

定雙重居住者的唯一居住者身分。

4. 本例涉及兩岸個人所得稅各種減除或扣除規定、

累進稅率及稅額扣抵，稅額計算複雜，因此僅就

甲君在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應稅所得作比較分

析。

(二)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前後甲君應稅所得影響分析如

下：

1. 兩岸現況下：甲君同時被大陸及台灣認定為居住者

（大陸稱為「居民」），甲君全部所得被重複計入

雙方稅基課稅，且部分所得同時被認定為雙方來源

所得，產生嚴重雙重課稅問題。

⑴在大陸：依據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甲君在大陸

居留已超過5年，103年度為大陸居住者，所取

得薪資120萬元（台灣乙公司給付24萬元＋大陸

丙公司給付96萬元），全數被大陸稅捐機關認

定屬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均應課徵大陸所得稅；

甲君出售台灣土地的所得500萬元，亦需向大陸

稅捐機關申報納稅，甲君在大陸合計應稅所得

為620萬元，其中台灣乙公司給付薪資所得24萬

元，已在台灣繳納的所得稅不能扣抵；另台灣土

地交易所得免納台灣所得稅，沒有已納台灣所得

稅可以扣抵。

⑵在台灣：甲君103年度亦為台灣的居住者。乙公

司給付24萬元為甲君在台灣地區提供勞務的所

得，屬於台灣地區來源所得，另外丙公司給付

96萬元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依據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4條規定，甲君應稅

所得為120萬元，且台灣對於出售台灣土地交易

所得免稅，甲君應稅所得合計為120萬元，其中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96萬元已在大陸繳納的大陸

個人所得稅可於限額內扣抵台灣應納綜合所得

稅，為方便比較，假設適用大陸稅額扣抵後，相

當於台灣對大陸所得沒有課稅，甲君台灣應稅所

得為24萬元。

⑶甲君兩岸應稅所得合計644萬元。

2. 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後：甲君同時具有大陸及台灣居

住者身分，但經綜合考量後，其永久住所或生活及

經濟利益重心仍在台灣，依兩岸租稅協議判定甲君

僅為台灣居住者，可在大陸依兩岸租稅協議適用減

免稅優惠。課稅效果如下：

⑴在大陸：依據兩岸租稅協議，甲君為台灣居住

者，台灣乙公司給付24萬元，經過兩岸主管機

關相互協商，認定是甲君在台灣提供勞務的所

得，另甲君出售台灣土地交易所得500萬元，兩

者均為台灣地區來源所得，均僅由台灣課稅，大

陸不能課稅；至大陸丙公司給付96萬元，係甲

君在大陸提供勞務的所得，大陸可以課稅，大陸

應稅所得合計為96萬元。

⑵在台灣：依據兩岸租稅協議，台灣可以對甲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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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表（受僱所得情況二）

甲君適用稅額

扣抵後

應稅所得

兩岸現況

甲君同時為

台灣及大陸的

居住者

兩岸租稅協議

生效後

甲君

為台灣居住者

甲君

應稅所得影響

在台灣 24萬元 24萬元 0萬元

甲君

適用稅額扣抵

後總應稅所得

644萬元 120萬元 －524萬元

在大陸 620萬元 96萬元 －524萬元

所有所得課稅。甲君應稅薪資所得為120萬元，

另台灣對於甲君出售台灣土地交易所得免稅，台

灣應稅所得合計120萬為元，其中大陸地區來源

所得96萬元已在大陸繳納的大陸個人所得稅可

於限額內扣抵台灣應納綜合所得稅，為方便比

較，假設適用大陸稅額扣抵後，相當於台灣對

大陸所得沒有課稅，甲君台灣應稅所得為24萬

元。

⑶甲君兩岸應稅所得合計120萬元。

(三)具體效益：

1. 依據兩岸租稅協議決定雙重居住者身分的個人僅具

有那一方居住者身分（本例為甲君經判定僅具台灣

居住者身分），其在另一方即可依該協議適用減免

稅優惠（本例為甲君在大陸僅須就在大陸提供勞務

的薪資所得課稅，無須就其在台灣的薪資所得及土

地交易所得課稅），可解決長期派駐大陸台籍員工

雙重課稅問題。又一方居住者的同一筆所得被雙方

均認屬其來源所得（本例為甲君薪資所得中24萬

元），可向居住地申請與另一方相互協商認定屬那

一方來源所得，來解決雙方來源所得重疊認定問

題。

2. 綜上，甲君可依兩岸租稅協議判定其唯一居住者身

分及其在台灣提供勞務及出售土地的所得僅為台灣

地區來源所得，消除兩岸重複課稅問題，進而減輕

所得稅負（減少應稅所得524萬元），且該協議生

效前後在台灣適用大陸稅額扣抵後的應稅所得完

全相同（均為24萬元），台灣稅基及稅收均未流

失。 （本系列待續）

兩岸租稅協議簽訂

後，台籍員工赴大陸短

期出差，可確實享受大

陸不課稅待遇；也可有

效解決具雙重居住者身

分台籍員工面臨的雙重

課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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