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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數位經濟時代，許多交易毋庸透過實體營業場所，而僅需

經由網路等方式，即得進行，並運用大量客戶群獲得廣大收益，

可獲得更多之超額利潤，如採用「常規交易原則」計算價格，仍

無法合理分配利潤。因此國際稅法上，傳統上使用「實體營業場

所」之課稅聯繫規則，以及常規交易原則，已無法因應數位經濟

之特殊性，而應建立新的課稅聯繫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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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OECD 陸續發布有關「數位化帶來的數位化挑

戰」，提出建議全球統一的課稅原則與方法（課稅支柱一），應

導入「市場所在地管轄區」作為課稅聯繫因素，並建立三層利潤

分配機制，其中除按照常規交易原則核實計算歸屬於市場所在地

管轄區之所得外，另外導入使用者客戶對於創造價值之貢獻比

例，分享其超額利潤，而歸屬於使用者顧客所在地國家課稅，應

具有合理性。 
又為防止國際間租稅規避，OECD 建議建立「全球統一的系

統化解決方案」，提出「全球 低稅負」（稅率 15%）制度（課

稅支柱二），對於跨國交易活動，如在一方國家負擔低於全球

低稅負時，則原則上應由他方國家「追補課稅」，以填補國際間

課稅漏洞。然而此一制度過於複雜，在執行上徵納雙方必須熟悉

各國租稅法規，故有其高難度。是否及如何導入此一方案，必須

考量其執行可行性與實用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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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ax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Tax Law 

-Focus on the OECD Research Report on 
"Tax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Ching-Hsiou Chen ∗∗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many transactions can be carried 
out without going through physical business premises, but only 
through the Internet, etc., and use a large number of customer 
groups to obtain large profits and obtain more excess profits, such 
as adopting the " Arm's Length Principle" of the transfer pricing 
system, i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reasonably distribute the profits. 
Therefore, in the international tax law, the traditional taxation 
linkage rules of "physical business place" and the " Arm's Length 
Principle" have been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taxation linkage rul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recent years, the OECD has successively released "the 
challenges of digitalization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iz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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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 globally unified taxation principle and method 
(Taxation Pillar 1). A three-tier pro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n 
which, in addition to verifying and calculating the income 
attributable to the jurisdiction where the market is loc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nventional transactions, the 
contribution ratio of the user's customers to the value creation is 
also introduced to share their excess profits, which are attributed 
to the country where the user-customer is located. Taxes should be 
reasonable. 

In order to prevent international tax evasion, the OECD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globally unified and systematic solution" 
and propose a "global minimum tax burden" (15% tax rate) 
system (taxation pillar 2), for cross-border transaction activities, 
such as in one party When the national tax burden is lower than 
the global minimum tax burden, in principle, other countries 
should "recover tax" to fill the international tax loophole. 
However, this system is too complicated, and both parties must be 
familiar with the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Whether and how to 
introduce this scheme must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i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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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之提出 

在經濟活動全球化之浪潮下，跨國企業或富有階級將資產移

轉至海外，並在海外設立受控制公司，而利用各國稅制差異及租

稅法律漏洞，或利用租稅協定所提供之減免租稅措施，而進行人

為的操作，將利潤轉移至租稅待遇較為優惠之國家，進行國際間

租稅規避，此種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使多國籍企業按照現行課

稅規則，稅制上課稅所得分配至與實際經濟活動場所不同之國

家，甚至其所得在各國均不被課稅，導致其所負擔之所得稅大幅

減輕，不僅導致各國稅收流失，且與國內企業比較，其租稅負擔

不同，而「扭曲公平競爭」。並因租稅負擔差異，導致投資獲利

低的活動，轉向高獲利之經濟活動，因此「扭曲投資決定」，有

違反稅制中立性原則以及課稅平等與量能負擔原則。又因租稅負

擔不公平，也引起納稅者對於稅制不公平之不滿，而動搖人民對

於政府稅制之信賴。故經濟合作組織 OECD 在 2013 年發表

BEPS 行動計畫（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BEPS），為因應上述租稅規避行為，提出 3 個支柱之指

導原則，以及 15 個行動方案1。 
其中三大指導原則包括： 
（1）法人所得稅有關跨國經濟活動之課稅規則，應建立國

際上一貫性（統一協調）（coherence）：各國國內稅法有關跨國

經濟活動之所得課稅之稅制規則，應謀求在國際上之協調，以防

止多國籍企業利用各國內國稅法之差異所產生之漏洞或不一致

                                                

1 玉木林太郎（2014），《OECD/G20 BEPS プロジェクト現狀—2014 年報告書

等 》 ， https://www.oecd.org/tokyo/newsroom/documents/20140922DSG 
Tamaki-ppt-beps.pdf.（最後瀏覽日：07/3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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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錯配），而獲得雙重不課稅之不當利益，或者利用人為的

將課稅所得與產生所得之經濟活動進行切割分離，而獲得免稅或

低稅負之不當利益2。 
（2）稅制與經濟活動之實質（substance）的一致性：面對

不斷變化之商業模式以及技術發展，應重新建立新的國際課稅規

則標準，亦即應建立按照「價值創造」之經濟活動實質課稅之新

的國際標準，尤其對於電子商務交易，應配合其經濟活動之特殊

性，導入新的課稅方法3。 
（3）稅制透明性（transparency）：為避免稅基侵蝕與利潤

轉移，必須使稅制透明化，具有明確性以及企業對於稅制之可預

測性。並避免不可預測之雙重課稅負擔，經由雙邊協議解決租稅

協定之適用紛爭，訂定多邊租稅協定，一次通案修正全部租稅協

定，以畢其功於一役4。  

BEPS 行動方案是 OECD 以及 G20 國家取得共識同意共同推

動持續協調執行的建議方案，仍有待各國修正其內國稅法以及實

踐，以及納入租稅協定條款中或多邊租稅協定中。其目標在建立

全球化統一之新的國際課稅規則，以減少各國間有關國際課稅之

紛爭，從而使政府及企業均能互蒙其利。因此，雖然該建議方案

固然並無法律上拘束效力，卻也實質上具有相當影響力，值得我

們注意。 
其中電子商務經濟活動如何課稅，而可以與經濟活動之實質

相整合，由於錯綜複雜，近年來 OECD 陸續發表許多建議方

                                                

2 玉 木 林 太 郎 ， 同 前 註 ； 金 子 宏 （ 2017） ， 《 租 稅 法 》 ， 二 十 二 版 ， 頁

525，東京：弘文堂。  
3 OECD, 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13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ctp/BEPSActionPlan.pdf (last visited 08/02/2021). 
4 Id.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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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影響各國之國內稅制改革，故本文擬以數位經濟之課稅問

題，以 OECD「數位經濟之課稅挑戰」之研究報告為中心進行分

析探討。 

貳、數位經濟之營業特徵及新興商業交易模式 

一、數位經濟之意義 

有關數位經濟之意義，有認為：「數位經濟可定義為在經濟

時代，透過各種創新數位科技，結合跨域整合平台與創新服務模

式 ， 重 塑 經 濟 價 值 。 」 5 ， 又 有 認 為 數 位 經 濟 （ Digital 
Economy）是奠基於數位科技的經濟模式，須仰賴硬體、軟體、

網路 等科技基礎設施，再延伸結合各種應用領域。依據涵蓋範

圍不同，數位經濟之定義可分 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其中聯合國

（United Nations）所定義之「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 ICT）產業相關經濟活

動，係為國際間統計比較 ICT 產業經濟活動數據之需要，而針

對來源於 ICT 有關之生產商品以及服務之經濟活動，界定其範

圍，定義 ICT 產業經濟活動如下：「候選行業的生產（商品及

服務）必須主要通過電子方式（包括傳輸及顯示），目的在實現

或能夠實現資訊處理及通信之功能。」6，包括 ICT 製造業、商

                                                

5  PWC 有 關 數 位 經 濟 之 介 紹 ， https://www.pwc.tw/zh/industries/digital-
economy.html.（最後瀏覽日：07/14/2021）。  

6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278-279 (4 Revision 2008).按歐盟委員會

於 2014 年起發布「數位化經濟及社會指標」（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 (DESI)），就其核心要素，列出五項指標6：（1）數位人力資源

（ human capital ） （ 2 ） 網 路 連 結 （ connectivity ） （ 3 ） 導 入 數 位 科 技

61



10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1 期 

 

 

業及服務業三種，此為狹義之數位經濟定義；至於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等組織 2016 年所定義之廣義數位經濟，則除 
ICT 產業以外，還包括所有非 ICT 產業運用數位科技所創造的經

濟活動，如新商業模式、新消費型態等7。  
中國大陸對於數位經濟之定義，認為「是指以數據資源作為

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

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

經濟活動。本分類將數位經濟產業範圍確定為：01 數位產品製

造業、02 數位產品服務業、03 數位技術應用業、04 數位要素驅

動業、05 數位化效率提升業等 5 個大類。數位經濟核心產業是

指為產業數位化發展提供數位技術、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

決方案，以及完全依賴於數位技術、數據要素的各類經濟活動。

本分類中 01-04 大類為數位經濟核心產業。」8 
數位經濟活動之蓬勃發展，主要是因為數位設備普及，日常

生活高度數位化之後，新創出來的許多工商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購物網站、預約（旅館等）網站、影音網站服務、社群網站服

務、廣告服務、市場行銷及金融活動等。尤其在新冠病毒傳染病

疫情關係，因居家隔離等因素，減少人類生活上之互動，更增加

網路上交易活動。 

                                                

（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 （ 4 ） 數 位 公 共 服 務 （ digital public 
services）（5）資訊與通信科技的研究發展（參照 European Commission, at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esi. (last visited 06/06/2022)）。  

7 曾仁人（2019），〈亞太地區數位經濟之發展與挑戰〉，《主計月刊》，764
期，頁 82。 

8 中國國家統計局 2021.5.27 發布令第 33 號《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

（2021）》，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
（最後瀏覽日：06/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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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經濟之營業特徵 

數位經濟的特點，是對無形資產的大量依賴、數據（尤其是

個人數據）的大量使用、廣泛採用從免費產品產生的外部性中獲

取價值的多邊商業模式以及難以確定其價值創造發生地之管轄範

圍的問題9。 
數位經濟按照其不同的技術以及經濟產業部門方面，可以分為

三大組成部分：其一是在核心方面或基礎方面，數位經濟，包括基

礎創新（半導體、處理器），核心技術（計算機、電信設備）和支

持基礎設施（互聯網和電信網絡）。其二是數位及資訊技術 
（IT），生產關鍵產品或依賴核心數位技術的服務，包括數位平

台、移動應用程式及支付服務。其三是更廣泛的數位化行業，其中

包括那些數位產品與服務被越來越多地使用（例如電子商務）。即

使變化是漸進式的，許多經濟部門正在以這種方式數位化。這包括

數位化啟用的部門，其中新的活動或由於數位技術，商業模式已經

出現並正在發生轉變。例如包括金融、媒體、旅遊和交通10。 
依據 OECD「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2018 年期中報告」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Interim Report 2018）
指出，數位營業活動的共同特徵，包括：（1）無實體的跨轄區規

模營業（2）主要依賴無形資產，尤其是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以及（3）依賴數據、用戶參與。以下分述之： 

1.無實體的跨轄區規模營業（cross-jurisdictional scale without mass） 

                                                

9 OECD,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on 1- 2015 Final 
Report,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16 (2015),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046-en (last visited 06/06/2022). 

10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4-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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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經濟活動可以透過網路直接交易，不必透過實體營業

場所即可從事大量的跨國交易活動，因此與傳統營業模式必須大

量依賴實體固定營業場所營業之情形，有顯著差異。在此可稱為

無實體的跨轄區規模營業11。 
2.依賴無形資產，包括智慧財產產權 
數位化經濟活動，大量使用智慧財產產權，例如支持其平

台、網站及許多其他關鍵功能的軟體與算法均需依賴相關軟體技

術等智慧財產產權，是其商業模式的核心12。 
就此有認為「因為雲端服務的商品化，互聯網及人工智慧的

成 熟 普 及 ， 數 位 經 濟 裡 重 要 的 無 形 資 產 是 連 結 度

（connectedness）、大數據（big data）與演算法（algorithm），

善用這些新發現的價值，無論新創或傳統業者都可以嘗試創新商

業模式（例如共享平台、可信資訊、普惠金融），提升客戶體驗

（主動、即時、個人化提供資訊服務）或優化作業流程（物聯

網、人工智慧、協同整合）。」13  
亦即數位企業的價值，在於「連結度」，即使服務相同，讓

供給與需求雙方有更多的有效連結，就會產生更高的價值（所謂

連結的經濟，connected economy）14。在數位經濟中，企業採取

的是根基於大數據與演算法的資料導向決策（data-driven decision 

                                                

11 OECD ,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Interim Report 2018: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24 (201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93083-en (last visited 07/16/2021). 

12 Id. at 24. 
13 張景勛整理（2017），〈數位經濟的特性與衝擊〉，《證券服務》，659

期，頁 26。 
14 同前註，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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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而非人治、直覺式的決策15。數位經濟，也表現在人類

日常生活需要，可以透過程式化設計運作滿足其需求，就像車載資

訊系統，能夠藉車況信號的分析，提醒車主維修，預防損害之發生

（所謂可程式化的經濟，programmable economy）16。 
3.依賴數據、用戶參與 
在數位經濟中，企業通常會收集有關其客戶、用戶、供應商

與運營之資訊數據。例如，用戶對產品或服務之使用，可能會提

供對企業有價值的用戶數據儘管企業一直在利用與客戶互動之資

訊來改進其業務產品，但數位技術與向參與性「文化」的轉變，

大大提高了企業利用此類活動，並從中獲利的能力17。 
利用大數據為企業創造價值的五種主要方式包括：（1）使

利害關係人更容易及時取得數據，並有能力加以運用，以創建透

明度（2）可以運用實驗來分析績效（performence）的差異性，

並了解其根本原因，以管理績效（3）劃分人群以順應產品及服

務（4）使用自動化運算法，替代或支持人類決策，以改善決策

品質（5）改進新商業模式、產品及服務之開發18。 
依據 OECD「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2018 年期中報告」，數位

經濟活動市場具有下列特徵：（1）直接的網路效果（direct network 
effects）（2）間接的網路效果（indirect network effects）（3）規模經

濟（economies of scale）（4）轉換成本與鎖定效應（switching costs and 
lock-in effects）（5）互補性（complementarity）。 

                                                

15 同前註 13，頁 30。 
16 同前註 13，頁 29。 
17 OECD, supra note 9, at.68. 
18 OECD, supra note 9, a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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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規模經濟」，係指數位商品及服務的生產，通常需

要相對較高的固定成本與較低的可變成本。例如軟體開發需要在基

礎設施與人力方面進行大量投資；而一旦開發完成，就可以以非常

低的邊際成本進行維護、銷售及散布。例如軟體、電子書或音樂等

此類非競爭性消費品，可以以極低有效邊際成本進行複製19。 
因此在成本費用以及利潤率之計算上，傳統銷售貨物或勞務

型態，通常必須支出固定比例之成本費用，而無法產生超額盈

餘。反之，電子商務交易則可能在達成一定規模之後，即可產生

超額利潤。故在課稅所得之計算上，勢必與傳統所得計算以及推

計課稅所適用同業利潤標準有所不同。 
數位化改變企業生產要素之投入分配（提高資本、降低勞動

力），提升生產效率，亦降低生產及貿易成本（如提高物流效

率、改善海關通關程序、增進跨國交流便利性等），有助於商品

貿易量擴增20。由於數位經濟較低的邊際成本費用以及可以全球

通用，可以使其營業規模迅速成長，而直接與間接的網路效果，

使得越多的使用者規模，直接導致增加使用效益，從而創造更高

的經濟價值，亦即因此增加其網路營業所創造之價值。加上上述

轉換系統成本過高，導致新的競爭者難以加入競爭，而形成獨佔

或寡頭壟斷市場局面21。另一方面，許多數位產品的低邊際成本

與非競爭性也意味著新進入者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通過提

供質量上優越的產品來取代現有公司。一旦大量 終用戶轉向新

                                                

19 OECD, supra note 9, at 27. 
20 曾仁人，同前註 7，頁 85。 
21 OECD, supra note 11,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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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以前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就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失去其全部市

場份額22。就此而言，經營競爭風險亦相對甚高。 
由於網路的技術以及制度特徵，例如（1）去中介化的商業

（peer to peer）（例如網路直接訂房、訂機票，省略中間媒介者

旅行社）（2）數位產品的無限可複製性，以及（3）網絡中沒有

政府機關，因此容易造成逃漏稅，且稽徵機關要進行查核課稅，

亦不容易。加上網路交易促進經貿交易活動「全球化」，但稽徵

機關之行政調查權之範圍，僅限制於其「境內轄區」，導致課稅

查核困難，而需要各國協調互助合作23。 

三、數位經濟活動之新商業模式 

（一）概說 
OECD「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2015 年總結報告」指出數位經

濟催生了許多新興的商業模式。由於資訊及通信技術的現代進步，使

得以比以前可以經營更大的規模與更遠距的多種業務。其中一些商業

模式可能相互補充，在某些情況下相互重疊（例如，支付服務可以在

電子商務或雲端計算下進行描述）。數位經濟中的創新業務類型，包

括多種電子商務、應用商店、線上廣告、雲計算、參與式網絡平台、

高速交易以及線上支付服務24。以下分述之： 
（二）電子商務交易 
數位經濟活動之新商業模式，以電子商務交易為大宗。

（OECD 將「電子商務交易」（electronic commerce）定義為：

                                                

22 OECD, supra note 11, at 29. 
23  Stefan Bach, Markus Hubbert, & Walter Müller, Taxation of E–Commerce: 

Persistent Problem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69(4) Vierteljahrsheft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 657-678 (2000).  

24 OECD, supra note 9, a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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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腦網路之特殊設計方法，收受訂單或發出訂單，進行貨

物或勞務之銷售或購買交易」25。亦即透過電腦網路之商業交易

行為，包括契約之任何階段，如訂購、物流、支付價金等各階段

有透過網路進行之交易，均屬之。例如在網路上購買書籍，而在

便利商店取書付款之情形，或在網路上訂購下載電腦軟體並在網

路上以信用卡帳號付款的情形。此種在網路上完成交易，包括商

品也網路上交付的情形，完全不必有實體商店之物理設施，與一

般交易之特徵具有重大差異26。 
亦即電子商務是通過線上服務或互聯網以電子方式購買或銷

售產品的活動。電子商務利用了移動商務、電子資金轉賬、供應

鏈 管 理 、 互 聯 網 營 銷 、 線 上 交 易 處 理 、 電 子 數 據 交 換 
（EDI）、庫存管理系統和自動數據收集系統等技術。典型的電

子商務交易包括購買產品（例如來自亞馬遜的書籍）或服務（例

如以數位發行形式下載的音樂，例如 iTunes Store）。電子商務

分為三個領域：線上零售、電子市場及線上拍賣27。 
電子商務交易，如果按照「交易主體」區分，主要有可以區

分下列二種類型：「企業間之交易」（B to B），以及「企業對

於消費者之交易」（B to C）28。由於網路資訊流通快速，交易

雙方可直接透過網路接觸，而增加交易機會，同時，也可以由製

造商與 終消費者進行交易，無須透過中間商進行交易。因此，

                                                

25 OECD, supra note 9, at 55. 
26 藤本哲也（2005），《國際租稅法》，頁 250，東京：中央経済社。 
27 E-commerce，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mmerce (last visited 07/16/2021). 
28 電子商務交易也可能發生於消費者與企業間（求職資訊），消費者與消費者間

（消費者間小額零星交易），消費者與政府機關間（例如稅捐線上申報、電子

申請書狀等，政府發給生活津貼），公部門彼此間（國內外交易）。本文主要

以企業間交易以及企業對於消費者交易為研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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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發達的今日，電子商務交易活動急速增加，加上網路無國

界限制，例如音樂或電子軟體等商品，均可直接經由網路交易，

使國際間電子商務交易活動增加29 
1.電子勞務交易 
電子商務交易中之電子勞務交易，係一種利用數位化技術予

以儲存及轉化供使用之服務。凡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

由買受人以網路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手機、平

板）運用，或未儲存而以線上服務、視訊瀏覽、音頻廣播、互動

式溝通、遊戲等數位型態使用，均屬電子勞務之範圍。 
電子勞務之交易，按照其「提供勞務」之型態，其類型如下

（參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之 1）： 
a.下載軟體使用 
經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傳輸提供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

或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等）使用之勞務。例如付

費購買下載 APP 軟體程式。 
b.線上使用 
不須下載儲存於任何裝置而於網際網路或以其他電子方式使

用之勞務，包括線上遊戲、廣告、視訊瀏覽、音頻廣播、資訊內

容（如電影、電視劇、音樂等）、互動式溝通等數位型態使用之

勞務。例如線上付費觀賞 Netflix（網飛）電影與節目，線上音

樂付費訂閱 YouTube Premium 服務。 
C.其他使用方式 
其他經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使用之勞務，例如經由

境外電商營業人之網路平台提供，而於「實體地點使用」之勞務。 

                                                

29 藤本哲也，同前註 26，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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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營業人利用網路平台銷售勞務，或消費者利用 Agoda
網路預訂「旅館住宿」服務，Uber 網路「叫車」服務，線上

「點餐外送」服務（Uber Eats、foodpanda）。 
歐盟 2006.11.28.加值稅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6/112/EC 

of 28 November 2006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value added tax）30

第 56 條第 1 項第 k 款規定之附錄二所示之電子商務服務

（electronically supplied services）如下31：（1）網站的供應、網

頁寄存、程式及設備之遠程維護（2）提供軟體及更新其軟體

（3）供應圖像、文字及資訊，並使得數據資料庫可供使用（4）
供應音樂、電影及遊戲，包括機會賭博及賭博遊戲、與提供政治

的、文化的、藝術的、體育的、科技的、娛樂的節目及活動

（5）供應遠程教學。 
至於服務的供應商與客戶之間通過電子郵件進行溝通，尚不

因此一溝通方式本身，使其服務構成上述規定所稱電子商務服務

（指令第 56 條第 2 項）。 
2.網路銷售貨物 
營業人利用網路接受上網者訂購貨物，再藉由實體通路交付

給買受人。 
（三）其他新興商業模式 
數位經濟活動所產生之新興商業模式，尚有以下數種類型

（1）支付服務（payment services）（線上支付系統）（2）平台（應

                                                

30 Council Directive 2006/112/EC of 28 November 2006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value added tax (2006), available a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 
EN/TXT/PDF/?uri=CELEX:32006L0112&from=DE. (last visited 07/13/2021). 

31 Id.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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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店）（3）線上廣告（4）雲端運算（5）高頻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6）參與式網絡平台（例如維基百科）32。其中： 

1.平台（應用商店）（App stores） 
平台是一種商業模式，提供交易的場所與環境給有需要交易

之買賣交易雙方當事人。例如：淘寶購物網、以及蘋果電腦之

App stores，即屬之。這些平台利用網路，聚集來自世界各國之

企業提供商品上架，向全世界之需求者提供服務33。 
2.線上廣告（online advertising） 
線上廣告是廣告主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或服務，在網際網路

上向目標群體進行有償的信息傳達，從而引起群體與廣告主之間

資訊交流的活動。亦即網路廣告是指利用國際網際網路這種載

體，通過圖文或多媒體方式，發布的營利性商業廣告，是在網路

上發布的有償資訊傳播34。 
在線上廣告使用互聯網作為向客戶傳遞銷售服務資訊的媒

介，許多線上廣告經由消費者使用習慣而更精確地提供消費者喜

好之廣告資訊，提高廣告效果。許多廣告商並為客戶開發監控廣

告、蒐集用戶如何與其品牌互動之資訊，以及搜集用戶與潛在客

戶感興趣的廣告內容之方法35，從而提高廣告效益。 
3.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雲端化是將資料及軟體儲存在網路上一個共同處所，需要使

用時，再使用手機或電腦上網，從世界各地讀取此類資訊，而不

                                                

32 OECD, supra note 9, at 57-63. 
33 朱訓麒（2021），《電子商務入門》，二版，頁 346，新北：前程文化。 
34 百科知識有關網路廣告之介紹，https://www.easyatm.com.tw/wiki/網路廣告（最

後瀏覽日：03/01/2022）。 
35 OECD, supra note 9, a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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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資料全部放在自己的電腦或裝置裡36。雲端具備跨裝置存取

方便、降低使用者軟硬體設備成本與資料安全三大優點37。 
提供雲端運算服務的公司，使用戶能夠將文件及應用程序存

儲在遠端伺服器上，然後通過網路可以使用所有資訊。亦即用戶

無需在特定位置即可訪利用該資訊，從而允許用戶遠端工作38。

雲端運算是使用共享的物理及虛擬資源（包括網絡、服務器與應

用程序）提供標準化、可配置、按需要的線上計算機服務，包括

計算、存儲、軟體與數據資訊管理。用戶只要有合適的互聯網連

接，無論身在何處，通常即可使用各種類型的設備使用服務39。 
（三）數位經濟活動之收入模式的多樣性 
OECD「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2015 年總結報告」指出40，

當前數位經濟中企業的多樣性，體現在企業將價值轉化為收入的各

種方式上。 常見的收入模式包括： 
（1）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收入： 
包括訂閱的收入，例如下載付費（如電子書），或線上零售

商（包括新聞、音樂、視頻流等在內的數位內容的每月付款），

軟體服務與維護的定期付款（例如防病毒軟件、數據存儲、操作

系統的客戶「幫助」服務，以及訪問互聯網本身的費用），另包

括可以在線提供的傳統服務，例如法律服務、金融服務、諮詢服

務、旅行社等。 

                                                

36 朱訓麒，同前註 33，頁 334。 
37 朱訓麒，同前註 33，頁 336。 
38 Jake Frankenfield, Cloud Computing, at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loud-

computing.asp.（last visited 03/01/2022). 
39 OECD, supra note 9, at 59. 
40 OECD, supra note 9, a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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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權使用權利金（包括算法、軟體、基於雲端的操作

系統等，或人工智能系統等專業技術）。 
（3）線上廣告的收入。 
（4）銷售使用戶數據與客製化市場研究之收入，包括互聯

網服務提供商（ISP）、數據經紀人、數據分析公司、遙測及從

非個人來源獲得的數據。 
（5）「隱藏」的費用與損失成因。在綜合業務中可能存在

盈虧可歸因於線上營運的情況，但由於業務性質，存在與實體營

運交叉補貼，導致難以區分應歸屬於「線上收益」的部分。 

參、數位經濟活動之課稅問題及課稅原則 

一、數位經濟活動特殊性所生課稅爭議 

（一）所得稅部分 
傳統國際稅法上課稅模式，重視納稅者投入勞力及資本從事

經濟活動之實體營業場所，作為企業創造價值獲得財富來源之原

則（所得來源地），而成為正當化課稅之聯繫因素。因此 OECD
租稅協定範本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企業之所得，原則上應歸屬於企

業所在之居住地國課稅。但例外情形，如果企業在另一個國家設

有固定營業場所（所謂常設機構，PE），並經由該常設機構之

營業獲得利潤時，則其所得應歸屬於常設機構所在地國課稅。倘

若沒有常設機構，則企業之所得即應歸屬於居住地國課稅，而所

得來源地國不予課稅41。 

                                                

41 陳清秀（2019），《國際稅法》，四版，頁 247 以下，台北：元照；周泰維

（2020），〈租稅協定對台灣稅法與實務中的「常設機構」概念之影響〉，

《月旦會計實務研究》，30 期，頁 26；謝如蘭、魏馬哲（2020），〈境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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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傳統課稅模式，必須以「實體營業場所」（常設機構）作

為課稅聯繫因素。然而在電子商務交易，由於透過「網路交易」，

通常在國外並無實體營業場所存在，即可在國外進行跨境交易，而

可以從事大量營業以及獲得巨額交易所得，例如在提供電子勞務的

情形，經常毋須投入密集身體的勞動力以從事經濟活動，且常需要

消費者參與互動而產生網路效果（例如網路遊戲等），倘若僅因為

沒有常設機構，使用電子勞務之消費地國（創造營收所得之來源地

國）就不予課徵所得稅，而僅由居住地國課稅時，勢必造成不公平

競爭，違反稅制中立性原則，不僅消費者所在之當地商業難以生

存，嚴重損害來源地國之課稅權，而顯失公平42。故在電子商務交

易，有關「實體常設機構概念」之國際課稅規則，即有配合電子商

務交易之特殊性而進行調整因應之必要43。 
又在電子勞務交易，常需依賴大量無形資產，而在跨國關係

企業間有關無形資產之取得及交易，其移轉訂價，必須符合獨立

企業間公平交易價格之標準，亦即採取所謂獨立企業間「常規交

易原則」（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簡稱 ALP）44。此一常規交

                                                

商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及適用租稅協定營業利潤免稅之探討〉，《月旦會

計實務研究》，28 期，頁 14；林宜賢（2020），〈電子勞務與權利金課稅權

配置以及在租稅協定的應用分析〉，《月旦會計實務研究》，30 期，頁 16。 
42 張永明（2021），〈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之所得稅課徵〉，黃茂榮、葛克

昌、陳清秀主編，《BEPS 行動方案與國際稅法》，頁 171 以下，台北：元

照。  
43 OECD, supra note 11, at.168.  
44 按美國早在 1917 年在內地稅法第 482 條即已經導入此種「常規交易原則」。此一

原則不僅適用於重新劃分在不同國家間之所得，亦適用於兩個美國企業間之交易

之所得劃分。只是實務上多數情形適用於國際機關係企業之交易移轉訂價。其後

OECD 在其租稅協定範本中也繼受此一常規交易原則。就此參見 Herzefeld & 
Doernberg,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A NUTSHELL, 363-364 (11th e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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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原則，意指跨國關係人間之交易價格，應比照獨立企業間一般

市場上公平交易價格衡量計算，以免因為利益輸送導致稅基侵蝕

及利潤轉移至低稅負國家，而規避稅捐。然而無形資產未必有可

比較之交易市場行情，因此估價不容易，其公平價值如何評估，

以符合「常規交易原則」，仍有諸多困難與爭議。因此導致跨國

企業容易運用無形資產之轉讓或授權，將利潤轉移至低稅負國家

進行租稅規避 45。從而在國際稅法上雖然導入「常規交易原

則」，但仍有無法有效防杜稅捐規避行為之現象。 
再者，為投入電子商務交易所投入之人力物力，可能在多數

國家從事設計、研發、形成資料庫、規劃市場行銷策略等，其中

電腦軟硬體設備費用、勞工薪資費用、及其他各項費用，均綜合

的經濟上歸屬於產生該項收入所投入之成本費用，此類費用在各

國如何分攤，即屬於數位經濟課稅所面臨之爭議問題46。 
（二）營業稅部分 
在跨境銷售「勞務」部分，如採取電子商務之勞務交易，通常

在網路上即完成銷售，並無實體貨物，毋庸經過實體通關程序，導

致海關無法協助代徵稅捐。而稽徵機關對於此類銷售給自然人消費

者之電子商務交易，亦難以掌握，加上以往營業稅法規定以進口人

為納稅義務人，則要求廣大消費者之社會大眾每個人必須就其進口

勞務之小額消費自動申報納稅，不僅因量多價小，勞民傷財，不符

合成本效益，且人民遵守法令成本過高，難以遵守，導致進口勞務

實質上免稅，而國內勞務之交易消費，則應課稅，違反租稅競爭中

立性原則。故其後已經改為以境外電商吃犉為納稅義務人。 

                                                

45 Stefan Bach, Markus Hubbert, & Walter Müller, supra note 23, at 657-678. 
46 Arthur Cockfield, Walter Hellerstein, Rebecca Millar, & Christophe Waerzeggers, 

TAXING GLOBAL DIGITAL COMMERCE, 97-98 (1st e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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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進口貿易商進口貨物銷售，原本通過海關掌握進口貨物，

逐項核實進行課稅，在稽徵程序上並無困難。然而在數位經濟時

代，如屬於企業間交易，在課稅上以境內企業買受人作為營業稅

之納稅義務人或所得稅之扣繳義務人，固無問題。但在「境外企

業」對於「境內消費者」進行交易之情形，境內消費者利企業間

用網路交易，大量進口低價外國商品，由於量多而價小，海關如

果仍依循傳統進口課稅模式，要求買受人（消費者）申報納稅，

勢必導致稽徵不易，如給予低價進口商品免稅（消費稅），則形

成一國兩制（進口商品不課稅，國產商品要課稅），不僅使國家

稅收大量流失，亦產生不公平競爭現象，而不符合課稅平等原則

以及租稅中立性原則47。因此，為因應此一新興網路交易模式，

我國通關實務上逐漸導入銷售者或快遞業者「代收代付」進口稅

費制度，或運用網路進行簡易申報，以克服稽徵人力問題。 

二、數位經濟活動之課稅原則 

在數位經濟時代，政府應該在使用及發展數位科技上扮演領

導角色，除鼓勵數經濟活動之發展外，也應採取具體可行之措

施，例如營造友善數位經濟活動之政策環境，並成為數位經濟活

動之前瞻使用者，並加以運用，提供人民數位科技之服務，以鼓

勵人民大量使用。而在具體政策措施上，應橋接各個數位科技部

門，並促進廉價的、容易接觸之資訊網路之途徑；在法律上承認

電子商務交易，保護消費者免於遭受網路詐騙，保護消費者隱私權

                                                

47 陳清秀（2018），〈跨境電子商務交易有關低價（小額）進口貨物之課稅問題

（上）〉，《植根雜誌》，7 期，頁 26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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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律上保護免於駭客侵犯，以及法律上保護智慧財產權48。而

在租稅措施上也應營造友善之租稅法制環境。 
（一）早年時代：電子商務交易之課稅原則 
在國際稅法上，一般認為課稅指導原則，包括競爭中立性原

則（neutrality）（在國際間商業活動上，對於境內居住之納稅者

不論選擇在境內投資或境外投資，有關課稅負擔應維持相同，保

持中立性。在數位經濟時代，要求功能上等同之交易，應負擔相

同之租稅）、納稅者負擔公平原則（境內居住者與非居住者從事

相同類型之營業活動所獲得之所得，應負擔相同租稅；境內居住

者取得之境外來源所得，應與他人取得境內來源所得，負擔相同

租稅）、跨國稅收分配公平原則（來源地國與居住地國之稅基劃

分歸屬以及來源地國之稅率，應符合公平原則）、稽徵效率原則

（納稅者遵守稅務法令之成本，以及稽徵機關執行稅務法令之成

本，應 低化）、租稅協定之無差別待遇原則（對於境內居住者

及非境內居住者之公平對待）、明確性原則（稅務法令不過度複

雜，難以了解，而容易遵守）等49。此類課稅原則在跨國電子商

務交易之課稅，應亦有其適用。 
有關電子商務交易之課稅原則，OECD 租稅委員會在 1998

年公布「電子商務交易：課稅之基本構造」（ Electtronic 
Commerce: Taxation Framework Conditions）之報告書，提出有關

課稅原則如下50： 

                                                

48 Sana Moid & Shailja Dixit, INTERNET TAXATION AND E-RETAILING LAW IN 
THE GLOBAL CONTEXT, 64-65 (1st ed. 2018). 

49 Id. at.35-39. 
50  OECD, Electronic Commerce: Taxation Framework Conditions, 4 (1998), at 

https://www.oecd.org/ctp/consumption/1923256.pdf (last visited 08/02/2021); OECD, 
supra note 9,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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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競爭中立性原則（neutrality） 
對於各種電子商務交易之型態間以及電子商務交易與傳統的交

易間，應維持中立以及公平，使租稅負擔在企業間之競爭條件公

平。有關商業決定，無庸考慮課稅問題，而僅需考慮經濟上之因

素。在類似情況下，進行類似交易之納稅人，應受類似之課稅。 
2.效率性（稅捐稽徵經濟原則）（efficiency） 
納稅人之守法成本以及稽徵機關之稽徵行政成本，應盡可能

小化。 
3.明確性與簡單性（實用性原則）（certainty and simplicity） 
課稅之規範應當明確且簡單，可以讓納稅人在從事交易之

前，理解其將產生何種租稅負擔效果，包括在何時、何地以及以

何種方式被課稅。 
4.實效性與公平性（effectiveness and fairness） 
課稅應能在正確時間，產生正確之稅額。逃漏稅或租稅規避

之可能性，在對於此類風險之因應對策，維持手段相當性下，應

降到 低。 
5.柔軟性（友善科技及產業）（flexibility） 
課稅制度對於技術以及商業之進步發展，必須充分保持柔性

以及動態性因應之必要。不可因課稅方式之僵化剛性，而妨礙經

濟發展之需要。 
（二） 新發展：以「價值創造」作為課稅聯繫因素規則 
依據 OECD「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2018 年期中報

告」，對於數位經濟之交易模式，詳細分析各種交易類型之「價

值創造」之流程，以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一致51。其中

                                                

51 OECD, supra note 11, at.34-8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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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三種價值理論，包括（1）一般營業活動之「價值鏈」（the 
value chain）理論（ 2）「有價值的網路」理論（ the value 
network）（3）價值商店（the value shop）理論。以下分述之： 

1.一般營業活動之「價值鏈」（the value chain）理論 
一般營業活動之價值鍊52理論，乃是系統的探討企業所實行

的全部活動，包括從投入到產出（由參與產品的物理製造其銷售

轉讓給 終客戶），而能夠創造價值的各個環節之理論。此產銷

流程，包括入站物流、運營、出站物流、營銷、銷售及服務。此

一系列的全部活動，涵蓋執行產品的設計、生產、行銷、交付及

支持其產品的這些功能如何相互作用53。 
企業的產銷活動，有關價值鏈係由主要活動（ primary 

activities）以及支援輔助活動（support activities）所構成。主要活

動項目，包括下列數項：（1）入庫物流（Inbound logistics）：包

括收貨、儲存、分裝等（2）營運（operations）：有關將進貨物品

轉化為 終產品形式之活動，例如加工、包裝、裝配等（3）出貨

物流（outbound logistics）：有關儲存、交貨等（4）市場行銷及銷

售（marketing and sales）：例如廣告，促銷等活動（5）服務

（service）：與提供服務相關的活動，以增強或維護產品的價值，

例如安裝、維修、培訓等54。 
又輔助主要活動之「支援活動」包括：（1）採購：採購原

物料、供應品、其他消耗品以及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2）人力

資源管理：包括招聘、僱用、培訓、人力資本開發及各類人員的

                                                

52  價值鍊是一種公司的理論。詳見 James D. Thompson,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SOCIAL SCIENCE BASES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1st ed. 
2003). 

53 OECD, supra note 11, at.36. 
54 OECD, supra note 11, at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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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待遇（3）技術開發：包括改善各項產品及其生產流程，從

基礎研究等（4）公司基礎設施：包括一般管理、規劃、財務、

會計、法律、政府事務和質量管理55。 
在有形商品之生產事業，例如汽車公司、飲料公司、家具公

司以及其他生產無形資產或服務之公司，例如製作電影、遊戲、

音樂、或軟體程式公司，也通常採取上述營業模式56。 
2.「有價值的網路」理論（the value network） 
在數位化企業，其創造價值的重點與環節流程，與一般企業

價值鏈不盡相同。依據 OECD「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2018 
年期中報告」指出，有價值的網路依賴一種中介技術，一種被平

台使用的技術，營運商將有興趣參與交易或關係的客戶聯繫起來

（無論是否出於經濟考慮）57。例如臉書、推特等社交網路，係

一種多邊平臺，其搜集使用者資訊以及提供廣告服務。此種社交

網路之營業模式，其市場一端，是提供平台給使用者可以彼此聯

繫並分享內容，使用者通過與其他使用者聯繫而參與，此類聯繫

可能基於特殊關係，或特別主題利害關係。其市場另一端，則是

提供客戶在平台上付費廣告，並以有效率之方式，達到目標消費

者，從而以廣告收益來支持其社交網站58。 
上述商業模式，為生產商及使用者客戶之需求，提供資訊及服務

管道。價值網路之概念，在強調任何特定使用者之關鍵價值，在於經

由網路而聯繫組成之集合或網絡。在價值網絡中，價值經由「網路連

結」活動（組織及促進使用者彼此間便利的交流）所創造59。 

                                                

55 OECD, supra note 11, at 37. 
56 OECD, supra note 11, at 37-38. 
57 OECD, supra note 11, at 38. 
58 OECD, supra note 11, at 44. 
59 OECD, supra note 11,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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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的網路由下列三個主要業務活動以及四項支援活動，共

同組成。在此組成有價值的網路之主要活動包括：（1）網路推廣

與合約管理（network promotion and contract management），例如

在社交網路公司，對於廣告商展示其使用者資料之價值，廣告客戶

全球化60（2）提供服務（service providing），有關建立、維護及終止

使用者或客戶間的連結之業務活動，以及按照客戶所受領之價值計費

（3）網路基礎設施營運（network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亦即有

關維護及操作物理的基礎設施以及資訊的基礎設施相關的活動61。 
至於四項支援活動，則與上述價值鏈中呈現的四項支援活動

相同，包括採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以及公司基礎設施。 
上述商業模式，其價值網路可能因為「消費者訂閱付費」（例

如無廣告之付費音樂、付費社交網站），或「使用消費服務」（例

如訂房網站服務），或搜集使用者愛好之資訊而「提供廣告服務」

（例如臉書、推特），或「電子商務交易平台」（蘋果 App 商

店），因此獲得收入62。 
採用價值網絡方法創造價值的企業，包括多邊平台，例如電子

商務中介（例如全球速賣通、亞馬遜 Marketplace、軟體應用商店

（如 App Store）、協作消費公司（例如，Airbnb、滴滴出行）以

及社交網絡（例如，臉書、微博、推特等）63。 
3.價值商店（the value shop）理論 
OECD「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2018 年期中報告」指出：

並非所有服務業務模式都依賴於網路關係。有些網路服務，是採

取價值商店模式，在單面經營與一種特定類型的用戶或客戶進行

                                                

60 OECD, supra note 11, at 47. 
61 OECD, supra note 11, at 39.  
62 OECD, supra note 11, at 39.  
63 OECD, supra note 11, a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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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市場；其特點是使用密集的技術來解決客戶的需求或問

題。密集型技術是軟、硬體與知識的結合，用於改變特定結果，

通常在專業服務的領域內可以運用。依據要解決的問題，或消費

者的需求，決定價值商店之活動強度64。例如用於診斷及治療患

者疾病的醫療技術，大學研究中用於進行實驗的實驗室技術，商

業諮詢、專業數據分析、軟體開發或雲端計算服務（ cloud 
computing），此類案例都需要高度客製化的技術解決方案65。 

基本上價值商店由五個主要活動及同樣的四個支援活動組

成，其有效性決定利潤率。價值商店是一個循環價值系統，組成

價值商店的主要活動包括： 
（1）問題發現及獲得（problem-finding and acquisition），

（2）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3）選擇解決問題的替代方案相

關的活動（4）執行（execution）有關溝通、組織及實施選定的解決

方案之活動，以及（5）控制及評估（control and evaluation）相關的

執行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了 初的問題66。 
（三）檢討 
本文認為以商品或服務之「價值創造」作為課稅聯繫因素規

則，具有事物本質之合理關聯性。如從「因果關係」觀點觀察，

一方面企業投入「資本及勞力」等生產營運因素而獲得收入，因

此收入來源於其投入之「成本費用」所產生之結果，其投入成本

費用以從事經濟活動之所在地，應構成所得來源地67。 

                                                

64 OECD, supra note 11, at 40.  
65 OECD, supra note 11, at 40. 
66 OECD, supra note 11, at 41. 
67 例如傳統上按照一般國際貿易慣例，外國企業直接對於國內個人、營利事業或

機關團體銷售貨物，因其商品所投入成本費用之所在地，係在境外，故外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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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市場上的經濟活動機會，尤其市場所在地區

之消費者之消費或使用，也屬於產生收益之來源因素之一68，尤

其在數位經濟活動，其企業獲得高額收益或超額利潤之主要來

源，是大量用戶群所造就之結果（例如廣告收益來自於廣大用戶

之接觸使用，或消費者付費使用網路資訊），因此其價值創造貢

獻度，值得重視。故「市場所在地」，亦應構成所得來源地。故

「資本、勞力及市場」三者，均屬於所得來源貢獻之因素，如各

項貢獻因素分佈在不同的多個國家時，即構成「混合來源所得」

（多個國家來源所得），應按照其價值貢獻比例，劃分所得來源

地，而由各該所得來源地按照貢獻比例分享課稅權。上述 OECD
所介紹之各種價值理論，主要在評估企業投入各項成本費用以從

事經濟活動，所創造出之價值，但似乎忽略廣大用戶參與之「市

場所在地」之貢獻，而有不足之處。 
在此涉及價值貢獻比例如何精確合理計算問題，必須各國集

思廣益，達成協議共識，才能公平合理解決問題。就此有關外國

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所得計算上，我國實務上規定如企

業可提示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全部交易流程總利

潤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例如移轉訂價證明文件、工作計畫

紀錄或報告等）者：即可核實認定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如無法明

確劃分時，勢必須要導入「推計課稅之法理」，推估一定比例作

為貢獻度，以劃分歸屬應課稅之境內來源所得。在此情形，原則

上推估「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 50%」，但稽徵機關查得實際境內

                                                

業向國內買受人所收受之買賣價金，為境外來源所得，不屬於境內來源所得

（所得稅法第 8 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 10 點第 3 項第 1 款）。 
68 例如智慧財產權之授權權利金所得來源地，如果採取「權利使用地標準」，亦

即強調市場上的經濟活動機會，屬於產生權利金收益之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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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貢獻程度高於百分之五十，按查得資料核定69。基本上也是

引進混合來源所得理論，劃分來源所得之課稅權利歸屬。 

三、數位經濟活動特殊性之因應稅制 

（一）概說 
在對於電子商務交易之課稅上，有關國內課稅原則以及國際課稅原

則之配合上，應維持各國之課稅主權，各國間之電子商務交易所生課稅

基礎、應公平分配70。 
又為避免國際間對於同一經濟行為重複課稅，對於電子商務之

跨國交易，應盡力防杜國際間重複課稅，以免妨礙電子商務活動之

發展。同時應避免雙重不課稅，以免影響各國稅收以及不公平競

爭。就此學者有指出國際稅法上之核心的課稅規則，乃是下列兩個

基本原則：其一是「量益原則」（the benefits principle）以及「單

一課稅原則」（the single tax principle）。所謂「量益原則」，是

指積極所得應優先由來源地國課稅，而消極所得則應優先由居住地

國課稅。所謂「單一課稅原則」，則是指全部所得應依據量益原

則，被課稅一次。亦即積極所得應依據合意之法人稅率課稅，而消

極所得應依據個人之居住地國稅率課稅71。 
且國際稅法上有關課稅規定，應儘量降低徵、納雙方之法規遵循

成本，宜積極研發各種不同之課稅遵循軟體，便利徵、納雙方使用72。 

                                                

69 民國 107 年 05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522870 號令，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

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 
70 渡边智之（2001），《インターネットと課稅システム》，頁 190，東京：東洋経済

新報社。 
71 Reuven S. Avi-Yonah,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AX LAW, 115 (2nd ed. 2019). 
72 單珮玲（2000），〈電子商務跨國交易─加值稅課稅機制之探討〉，《財稅研

究》，3 期，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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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於電子商務交易，採取新的課稅法制上或執行上措施，或

變更既存的措施，以促進上述課稅原則之適用為目的，而不是對於

電子商務交易課稅，進行差別待遇時，則應無被排除之理由73。 
有關一般課稅原則之適用上問題以及今後課題如下：（1）稽

徵機關應確保納稅義務人之識別以及課稅資料之蒐集管道（2）應

確保有關課稅徵收之適當的體系（3）有關跨越國境之消費稅，應

在消費地課稅。今後應檢討消費地之定義以及課稅方法等（4）應

探討 OECD 租稅協定範本以及移轉訂價準則之國際課稅原則，如

何適用於電子商務交易之方法以及執行協助之應有方式等，進行

國際合作（5）稽徵機關也應注意有關電子商務交易之各項基準以

及標準之形成，並依據其需要，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 
（二）因應稅制 
1.建構新的國際課稅標準：移轉價格應確保與其價值創造相當 
在數位經濟活動，企業開發或使用軟體程式等無形資產，構

成其獲得利潤之核心價值部分，企業將其無形資產獲此類資產之

相關權利，以過低價格移轉至低稅負國家，以進行規避稅捐，同

時再以高額權利金授權其關係企業使用，以掏空關係企業之利

潤，將所得集中於低稅負國家，進行租稅規避74。故為防止上述

租稅規避行為，有關移轉價格應確保與其價值創造相當75。 

                                                

73 渡边智之，同前註 70，頁 190。 
74 有關無形資產之移轉訂價問題探討，參見陳衍任（2021），〈無形資產移轉訂

價的新規則〉，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主編，《BEPS 行動方案與國際稅

法》，頁 321-356， 台 北 ： 元 照 。  
75 OECD, supra note 11, at 97；曾博昇（2021），〈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

相配合〉，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主編，《BEPS 行動方案與國際稅法》，

頁 357 以 下 ， 台 北 ： 元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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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 2017 年 11 月修正營利事業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第 21-1 條，亦配合 BEPS 行動計畫 8-12 之建議要求，順應國際通

行規範之潮流，對於移轉訂價文件，納入價值創造概念，要求企業

編製企業集團主檔報告時，應對於「各成員對創造該集團價值之主

要貢獻分析，包括主要執行之功能、承擔之風險與使用之資產。」

進行分析。例如按照投入之成本費用比例分享經濟成果。 
在導入價值創造貢獻分析之後，企業對於移轉訂價是否符合常規

交易原則之評估，應可望更為合理，而稽徵機關在查核移轉訂價之合

理性時，應可更加符合其價值創造貢獻度，使課稅結果合理化。 
實務上作法，依據執業會計師表示：「是將公司的業務用價

值鏈分析，並分析在價值鏈中，每一個角色扮演的功能及價值。

將每個公司分別列在價值鏈裡面扮演的角色，故通常沒有就個別

公司分析，例如大陸的公司是製造商，會就製造的功能及價值分

析，如此在集團中有關製造的公司，就會全部被分析到」76。 
2.導入受控制外國公司制度 
另一方面，低稅負國家之企業所得，應導入受控制外國公司

制度（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 rules），將其年度盈

餘「擬制盈餘分配」，納入母公司所得課稅77。此一 CFC 制度

早於 1962 年美國開始實施（Subpart F）78，其後各國紛紛仿效。

經由採取此一制度，使跨國企業難以獲得雙重不課稅之利益，而

發揮防堵租稅規避漏洞之效果79。 

                                                

76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徐麗珍會計師提供之意見。 
77 曾博昇、藍元駿（2021），〈BEPS 行動方案 3〉，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主

編，《BEPS 行動方案與國際稅法》，頁 207 以 下 ， 台 北 ： 元 照 。  
78 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1 Subchapter N, Part III, Subpart F, sections 951-

964. 
79 Reuven S. Avi-Yonah, supra note 71, at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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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顯著數位常設機構 
又有關常設機構之概念，應連結數位（digital）或線上（online）

之表現，導入所謂「顯著的經濟上活動」（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建立所謂「顯著數位常設機構」，作為課稅連結因素80。 

4.所得之比例劃分 
在跨國企業之整體經濟活動中，產生所得之各項因素，可能

部分在境內、部分在境外，而屬於混合來源的所得，因此按照一

定比例公式分配相當於整體營業活動中之境內活動部分所對應之

所得，應屬公平合理。此一所得分配公式應反映企業投入之「資

本」、「勞力」以及其「收入（銷售）」因素，各占價值貢獻之

百分比例81。此一分配公式之標準如何訂定，值得研討。 
此種所得比例分配方法也常運用在常設機構與國外母公司間之

所得分配，假設常設機構之所得歸屬劃分，並未按照獨立企業間常

規交易原則，以公平市場交易價格計算，尤其在難以認定假設的常

規交易價格時，則運用此一分配方法即有實益82。 
5.營業稅採取目的地國課稅原則 
有關課稅管轄權之連結因素，有認為有二個觀點可以考

慮，其一是執行力原則（enforcement jurisdiction），其二是實

質性原則（substantive jurisdition）。前者是指對於納稅者或資

產有管道容易以公權力徵起稅捐而言。後者是指一個國家如果

要進行課稅，必須有正當聯繫因素，而不可恣意濫用其課稅公

權力。在消費稅之課稅，如果採取「來源地國原則」（ the 

                                                

80 OECD, supra note 11, at 135-136. 
81 Arthur Cockfield, Walter Hellerstein, Rebecca Millar, & Christophe Waerzeggers, 

supra note 46, at.50. 
82 Arthur Cockfield, Walter Hellerstein, Rebecca Millar, & Christophe Waerzeggers, 

supra note 46, 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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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principle），則有關企業供應商品或勞務給私人消費之

租稅負擔（消費稅），應按照每個國家對於產銷該項商品或勞

務之貢獻價值總額，再乘上各個國家之消費稅率決定之。故所

徵收之消費稅總額，應按照各有關國家對於該項消費之商品或

勞務之增值比例比例分配。從而出口商品應該課徵消費稅，並

不准進項稅額扣抵或退稅；而進口商品則應免稅，僅就後續國

內加值部分課稅（對於進口不課稅之價值部分，應不納入稅基

計算）83。  
反 之 ， 如 採 取 「 目 的 地 國 原 則 」 （ the destination 

principle），有關企業供應商品或勞務給私人消費之租稅負擔

（消費稅），應適用目的地國（消費地國）稅法進行課稅，其

稅收應歸屬於消費地國家。其全部境內交易應被課稅，進口貨

物或勞務亦應被課稅，至於出口貨物或勞務則不課稅，並免除

其早期在生產及銷售鏈之前階段所被課徵之稅捐84。 
依據 OECD「因應數位經濟的課稅挑戰，行動方案 1－

2015 年 終報告」 85，以及 2017 年國際加值稅課稅準則

（OECD (2017), International VAT/GST Guidelines）86，有關跨

國電子商務交易之消費稅課稅，建議採取「目的地國原則」

（the destination principle），亦即採取「消費地課稅原則」，

而不採取來源地國原則（出口國家課稅原則）87。故在跨國交

                                                

83 Arthur Cockfield, Walter Hellerstein, Rebecca Millar, & Christophe Waerzeggers, 
supra note 46, at 68-69. 

84 Arthur Cockfield, Walter Hellerstein, Rebecca Millar, & Christophe Waerzeggers, 
supra note 46, at 68. 

85 OECD, supra note 9, at 222. 
86 OECD, International VAT/GST Guidelines (2017),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787/ 

9789264271401-en. (last visited 07/16/2019). 
87 陳清秀（2020），《稅法各論（上）》，三版，頁 564，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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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勞務以及無形資產，其消費稅之課徵，應遵循消費地國原

則（加值稅課稅準則 3.1.）。 
其主要理由，包括保持國際租稅中立原則，參與這些供應

的企業的法令遵循盡可能簡單；為商業及稅務管理提供了明確

性及確定性；遵守課稅及稽徵管理所涉及的成本是 低的，並

且防止規避及逃漏租稅的效果充足強大（課稅準則 3.3.）  
依據消費地課稅原則，在「企業對於企業之交易」（B to 

B）之情形，以購買服務之營業人（輸入進口業者）之營業所

（本公司、事務所或分支機構）之所在地為準（課稅準則第

3.2.）。在「企業對於消費者之交易」（B to C）之情形，可

以區分二種類型之消費地88： 
a.在有實體地點提供服務以及同時消費使用該項服務之情

形，應以實體服務之勞務履行地（所謂現場供應，on-the-spot 
supplies），作為消費地（課稅準則第 3.5）。  

b.在其他服務或無形資產之提供之情形，以接受服務之消

費 者 的 「 經 常 居 住 地 」 （ 住 所 地 ） （ customer’s usual 
residence）為準（課稅準則第 3.6）89。 

6.以「國外銷售電商」作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  
在 2015 年的 BEPS 行動方案 1 中建議加值型營業稅（消

費稅），如果電子商務交易之勞務買受人為一般消費者之自然

人時，其納稅義務人原本為進口勞務之買受者，應改為以「國

外銷售電商」作為納稅義務人，以掌握稅源，便於課稅90。 

                                                

88 OECD, supra note 86, at 66-67. 
89 藤本哲也，同前註 26，頁 266。 
90 OECD, supra note 9, at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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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日本於平成 27 年（2015 年）修法對於國際間電子商

務交易有關利用電氣通信提供服務之課稅問題，採取目的地原

則，事業者是否在國內提供勞務之判斷標準，應以「受領利用

電氣通信提供服務之接受者之住所或居所或本公司或主事務所

之所在地」是否在國內為準（日本消費稅法第 4 條第 3 項第 3
款），並以之作為國內交易進行課稅 91。而在「企業對於企業

之交易」（B to B）之情形，考量要對於外國出賣人課徵消費

稅有其實際困難，故仍以國內買受人企業作為納稅義務人（消

費稅法第 5 條第 1 項）。但在「企業對於消費者之交易」（B 
to C）之情形，則改以國外營業人作為申報納稅義務之人（消

費稅法第 5 條第 1 項）92。  
我國亦於 106 年 5 月 1 日施行新制，在境外營業人銷售電

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之情形，應以境外營業人為納稅義務人

（營業稅法第 2 條之 1）。 
如果電子商務交易，涉及小量貨物之進口，其「貨物買受

人」為一般消費者之自然人時，由於量多價小，要求買受人報

關納稅，亦有其實際上困難，導致稽徵實務上給予二千元以內

貨物進口免稅，而發生進口商品與國內商品之租稅負擔條件差

異，有違租稅競爭中立性原則93。因此 OECD 建議應改由境外

                                                

91 金子宏，同前註 2，頁 738 以下。 
92 金子宏，同前註 2，頁 739 以下。 
93 陳清秀，同前註 47，頁 267 以下；陳清秀（2018），〈跨境電子商務交易有關低

價（小額）進口貨物之課稅問題（下）〉，《植根雜誌》，8 期，頁 294 以下。 

90



國際稅法上數位經濟之課稅問題探討—以 OECD「數位經濟之課稅挑戰」之研究報告為中心 39 

 

 

電商、平台業者以及快遞業者連帶作為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

人，以資簡化94。 

肆、OECD 數位經濟課稅建議之最新發展 
一、OECD 2019 年 2 月公開諮詢文件之課稅建議方案 

（一）目標 
OECD 在 2019 年 1 月 OECD 發表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有關數位經濟之課稅提案，分為二大支柱（ two 
pillars）95。其中支柱一著重於課稅權的分配，並尋求採取統一

一致同時審查利潤分配以及課稅之聯繫規則。支柱一包括「用戶

參與」（user participation）、「行銷型無形資產」（marketing 
intangibles）以及「顯著經濟活動存在」提案。第二支柱關注剩

餘的 BEPS 問題。 
其後 OECD 在 2019 年 2 月發表「有關數位經濟之課稅挑

戰：公開諮詢文件」（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該文件針對數位經濟引發的課稅挑戰，認為在數位經濟活動中，

必須從不同的角度確認營業活動或參與用戶／市場課稅管轄區所

創造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在以往的利潤分配框架（ profit 
allocation）中並未得到承認，也尚未成為課稅聯繫規則（nexus 
rules），因此，以往利潤分配及課稅聯繫規則，無法公平合理因

應數位經濟之特殊性，故提議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變，並擴大用

                                                

94 OECD, supra note 9, at.206-208; 黃士洲（2021），〈跨境電商營業稅相關之稅務

課題－以 BEPS 行動方案第 1 號為中心並兼論數位服務稅發展〉，黃茂榮、葛克

昌、陳清秀主編，《BEPS 行動方案與國際稅法》，頁 135 以下，台北：元照。  
95 有關兩大支柱之介紹，詳見游惠青（2021），〈初探數位經濟時代下之國際稅

收—以 OECD 與歐盟為中心（上）〉，《植根雜誌》，3 期，頁 110 以下。 

91



40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1 期 

 

 

戶及市場管轄區的課稅權。另外提出建議建立全球反稅基侵蝕的

一致原則96。 
有關第一支柱部分，OECD 指出在傳統例行的大多數交易

中，適用常規交易原則（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以劃分利潤

之歸屬，具有合理性。而在數位經濟交易中，除了維持適用傳統

常規交易原則之外，應再對於數位經濟之交易特殊性，補充適用

新的課稅規則，而將適當之營業利潤分配給市場所在地管轄區，

並由該市場所在地課稅。同時應採取簡易的課稅方案，以避免重

複課稅，並改善課稅之穩定及安定性，且新規則應與既有現存課

稅規則協調融合，而不得因此產生扭曲，並應有效的可適用於利

潤與損失上97。 
有關第二支柱部分，OECD 建議98如果另一方國家對於跨國

所得，未能充分行使第一次之課稅權時，則本國應補充行使課稅

權（ tax back），以防止租稅規避。透過全球化的協調統一行

動，以防止稅基侵蝕以及稅捐規避，並避免各個國家採取惡性的、有

害租稅競爭行動。因此提出多邊框架建議，以尋求衡平作用，使企業

選址決策無需特別考慮租稅負擔問題，並降低租稅法令遵循成本，避

免雙重課稅負擔。 此一建議方案通過制定兩個相關的規則來解決剩

餘的 BEPS 挑戰：（1）收入納入規則（income inclusion rule）如果該

                                                

96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13 February- 6 March 2019, 24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addressing-the-tax-
challenges-of-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pdf. (last visited 07/14/2021). 

97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 9 October 2019- 12 November 2019, 4-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secretariat-
proposal-unified-approach-pillar-one.pdf (last visited 07/16/2021). 

98 Id.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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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在常設機構或居住地國家僅被課徵低的有效稅率時，則本國將對

於該項收入納入課稅。以及（2）對稅基侵蝕付款之課稅（a tax on 
base eroding payments）：倘若一項付款（費用支出）之受領人並未在

其獲得收入國家被課徵有效稅率或超過 低稅率時，則該項付款支出

將被拒絕認列費用支出或拒絕適用租稅協定之租稅優惠99。  
（二）三項數位經濟課稅建議方案 
OECD 在 2019 年 2 月發表「有關數位經濟之課稅挑戰：公

開諮詢文件」提出以下 3 項之數位經濟之課稅建議方案100： 
1.使用者參與之方案（the user participation proposal） 
使用者參與之方案101主要適用於特定高度數位化商業模式之企

業，如社群媒體平台、搜尋引擎及線上商業平台（ online 
marketplaces），該等企業透過這些用戶的活動及參與，有助於品牌

的創建、有價值的數據的產生以及有助於建立市場力量的關鍵用戶群

的發展。亦即企業蒐集並利用使用者的資訊來為企業帶來營業收益。

然而依據目前國際租稅課稅規則，採取實體活動，作為利潤分配及課

稅權利劃分之規則，導致使用者雖然為企業營收創造巨大價值，但在

使用者所在地國並不受課稅，故本方案意圖修正以往有實體活動存在

方能由所得來源國課稅之限制，並修正現行利潤歸屬原則，將利潤重

新分配至「企業之積極的及參與的用戶群所在地」之課稅管轄區，並

不以該企業在該課稅管轄區具有實體存在為必要102。 
此一方案之問題，在於使用者對於企業營收創造價值之比例

多少，應如何估價，仍有疑義。亦即應合理劃分多少比例之來源

                                                

99 Id. at 25.  
100  林韋廷（2021），〈國際課稅規則之大變革—淺談 OECD 兩方針之規範

（上）〉，《植根雜誌》，3 期，頁 93 以下。 
101 OECD, supra note 97, at 9-11. 
102 OECD, supra note 97, at 10；林韋廷，同前註 100，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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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保留給使用者所在地國課稅，較有爭議。再者，此一方案

之配套措施，為減輕企業經營者租稅負擔，避免重複課稅，企業

經營者之居住地國對於已經在使用者所在地國（來源地國）被課

稅之所得，似應給予免稅或稅額扣抵，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2.行銷型無形資產之方案（the marketing intangibles proposal） 
行銷型無形資產之方案103，同樣欲將與行銷型無形資產及其參

與之風險有關聯所產生之非常規剩餘利潤，分配到市場所在地國。

在此所稱「行銷型無形資產」一詞，與貿易型之無形資產（例如產

品專利）不同104，而與 OECD 移轉訂價準則中規定的含義相同，

「係指與行銷活動有關，有助於產品或服務的商業開發及/或對相

關產品具有重要的促銷價值。根據具體情況，行銷型無形資產可能

包括例如商標、商號、客戶名單、客戶關係以及專有市場及客戶數

據，這些數據用於或有助於向客戶行銷及銷售商品或服務。」105。 
由於跨國企業集團基本上可以遠程或通過有限的實體存在進

入一個課稅管轄區，以開發用戶/客戶群及其他無形資產。本提

案欲體現行銷型無形資產與市場所在地的功能連結，這種內在的

功能連結有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首先，一些行銷型無形資產，

如品牌及商號，反映在客戶心目中的良好態度上，因此可以看出

是在市場所在地範圍內創造的。其次，其他行銷型無形資產，例

                                                

103 曾博昇、彭人恬（2019），〈數位稅的課稅方案與趨勢〉，《月旦會計實務研

究》，19 期，頁 16-17。 
104 OECD 報告認為「貿易無形資產（trade intangibles）被視為與市場管轄區不具

有類似的內在功能聯繫。一項用於製造高效汽車發動機的專利將允許它在一個

國家實現與在另一個國家相同的里程數，並且無論是誰製造或購買它都可以實

現。」相關說明可參 OECD, supra note 97, at 12. 
105 相關說明可參 OECD 跨國企業移轉訂價準則 2017（OECD TPG）第 27 頁之說

明。另可參 OECD, supra note 97,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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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客戶數據、客戶關係及客戶名單，源自針對市場所在地範圍內

的客戶及用戶的活動而創造出廣告收益價值，支持將此類無形資

產視為在市場所在地範圍內創造其價值。考慮到行銷型無形資產

與市場所在地國之間的這種聯繫，該提案將修改當前的移轉訂價

及租稅協定規則，要求將行銷型無形資產以及與此類無形資產相

關的風險分配給市場所在地國。亦即市場所在地國應有權對與此

類無形資產及其伴隨風險適當相關之非常規收入的部分或全部，

進行課稅；至於所有其他收入將根據現有移轉訂價原則在集團成

員之間分配106。故其涵蓋的商業模式較前開使用者參與提案更

廣，不僅涵蓋高度數位化企業，也包含涉及有限風險經銷商

（limited risk distributor，簡稱 LRD）之企業以及使用混合經營

模式（hybrid business model）之企業107。 
行銷型無形資產收入的轉移，可能僅通過在市場管轄範圍之外行

使相對適度的決策能力來實現。跨國企業集團長期以來一直有能力在

市場管轄範圍之外的低稅收國家，獲取行銷型無形資產之利潤。故本

提案旨在與基於企業創造價值的利潤分配原則保持一致108。 
本方案可以適用於下列三種經濟活動類型109： 
（1）高度數位化的企業，從針對特定市場管轄區的銷售及

行銷活動中獲得收入的所在地，在該管轄區沒有應稅的實體場所

存在。本提案會將歸因於使用與市場管轄區相關的行銷型無形資

產的非常規利潤分配給該市場所在地國家。 

                                                

106 相關說明可參 OECD, supra note 97, at 12. 
107 林韋廷，同前註 100，頁 94。 
108 OECD, supra note 97, at 12-13. 
109 OECD, supra note 97,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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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數位化的企業，在本地存在但作為 LRD 營運，行

銷型無形資產提案將規定，可分配給與市場管轄區相關的行銷型無

形資產的部分或全部非常規利潤將由該市場管轄區國家徵稅。 
（3）消費產品業務，雖不屬於高度數位化的業務，但可以

經由遠程或通過 LRD 結構運營。為促進公平、連貫性和公平的

競爭環境，應同樣適用於與上述高度數位化的企業營運模式相類

似情況。 
至於與行銷型無形資產無關之所有其他收入，例如歸屬於研

發產生的與技術相關的無形資產的收入以及歸屬於日常營銷及分

銷功能等日常職能的收入，仍應繼續根據現有的利潤分配原則進

行分配。因為在此種情形，應稅業務活動所產生之利潤與價值創

造保持一致，故毋庸調整110。 
有關行銷型無形資產與其他產生所得之因素兩者間關於非例行

常規或剩餘所得之分配（the allocation of non-routine or residual 
income），可以使用不同方法加以決定。其中之一方法為適用常規

交易之移轉訂價原則。在適用上首先應決定行銷型無形資產之項目

範圍，並判斷其對於所得之貢獻，其利潤之貢獻判斷如下：（1）
假設行銷型無形資產（及其參與之風險），依據現行規則進行劃分

分配歸屬（2）假設行銷型無形資產（及其參與之風險），被分配

歸屬於市場所在地國家。上述二組判斷方式計算結果之數位差異，

將構成行銷型無形資產之調整數額111。 
另外一種分配歸屬方式，是使用許多計量指標計算之「剩餘利

潤分割方法」（profit split analysis），其需要多個步驟，包括確定

相關利潤、確定常規功能及其補償、從總利潤中扣除常規利潤，

                                                

110 OECD, supra note 97, at 14. 
111 OECD, supra note 97,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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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劃分出剩餘利潤（residual profit）金額。其次要確定非常規之剩

餘利潤中，應歸屬於行銷型無形資產的剩餘利潤的部分，可以適用

不同的方法，例如，成本費用比例法（例如產生行銷型無形資產的

成本費用，與產生研究發展及貿易型無形資產的成本），或更公式

化的方法（例如使用固定的貢獻百分比，這將可能因商業模式之差

異而有不同）112。 
3.顯著經濟活動之方案（the 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 proposal） 
顯著經濟活動之方案113，強調應以是否在一個國家從事經濟活

動，作為課稅連結因素，而不論是否具有居住者身分。亦即當非居民

企業藉由數位科技及其他自動化手段，與課稅管轄區進行有目的及持

續互動，而大量參與某課稅管轄區的經濟生活，則在該管轄區即構成

「顯著經濟活動存在」，而應在當地被課稅114。根據這種觀點，由於

數位科技進步，顛覆現有的傳統課稅聯繫規則及利潤分配規則。 
以下一個或多個因素可認為構成顯著經濟活動存在：（1）存在

用戶群及相關數據輸入（2）源自課稅管轄區的數據內容量（3）以

當地貨幣或當地付款方式記帳及收款（4）維護當地語言的網站

（5）負責 終向客戶交付貨物或由企業提供售後服務或維修保養等

其他支援服務（6）持續的行銷及促銷活動，無論是在線還是其他方

式，以吸引客戶115。 
顯著經濟活動存在之判斷，可以使用下列聯繫模式116： 

                                                

112 OECD, supra note 97, at 15. 
113 OECD, supra note 97, at 16-17. 
114 林韋廷，同前註 100，頁 95; Id. at 16. 
115 OECD, supra note 97, at 16. 
116 OECD, supra note 9, at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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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營業收入基礎（2）數位因素。包括地區名稱、地區平

台、當地付款選擇等因素（3）以使用者數量為基礎。包括每月用

戶量，線上合約數量、搜集當地居民之用戶及銷費者數據之容量。 
為將整體企業之利潤分配歸屬於「顯著經濟活動存在」所在

地國，可以適用「比例分配法」（ fractional apportionment 
method），在此需要執行三個連續步驟：（1）應進行劃分的稅

基的定義：可以通過將跨國企業集團的全球利潤率應用於特定課

稅管轄區產生的收入（銷售額）來確定稅基（2）確定劃分該稅

基的分配公式：稅基將通過考慮銷售額、資產和員工等因素進行

分配。如果用戶對價值創造過程作出有意義貢獻的企業，用戶在

分配收入時，也將被考慮在內（3）這些分配公式的權重117。 
（三）全球反稅基侵蝕提案（global anti-base erosion proposal） 
1.提案目的：全球統一的系統化解決方案 
OECD 在 2019 年 2 月發表「有關數位經濟之課稅挑戰：公

開諮詢文件」也同時提出「全球反稅基侵蝕提案」（global anti-
base erosion proposal，簡稱 GloBE）之報告。該報告指出118，由於

跨國企業容易將利潤轉移到免稅或極低稅收的國家，這種風險在與

無形資產相關的利潤方面尤為嚴重，在數位經濟中也普遍存在。例

如，以股本融資並從集團內部融資或類似活動中產生利潤的集團實

體，在這些實體成立的課稅管轄區無需繳稅或繳稅負擔較低。 
全球反稅基侵蝕提案之目的，即為解決此一問題。它旨在尊

重每個課稅管轄區設定自己稅率的主權權利，但加強了所有國家

的課稅主權，對於其他國家沒有充分行使主要課稅權的利潤，進

行「補足課稅」（Top-Up Tax, Zuschlagsteuer）。如果各國各自

                                                

117 OECD, supra note 9, at112. 
118 OECD, supra note 97,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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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勢必無法解決上述問題。因此必須採取「全球統一行動」

來阻止有害的租稅競爭，否則就有可能導致稅收轉移，從而實質

的破壞國家的課稅主權。本提案尋求推動多邊框架以實現平衡的

結果，使企業選址決策對稅收考慮不那麼敏感，降低法令遵循成

本以及行政管理成本，並避免雙重課稅119。 
反稅基侵蝕提案的適用範圍，並不僅限於高度數位化的企業。通

過關注剩餘的 BEPS 挑戰，它提出了一個系統的解決方案，旨在確保

所有國際運營企業支付 低水平的稅收。它不能容忍相當規模的企業

實體，可以操縱將大量無形資產及其風險相關的收益，轉移分配給無

庸納稅或繳稅極少的集團實體。依據此一提案，可以解決與數位化經

濟相關的剩餘 BEPS 挑戰，其中無形資產作為利潤驅動因素的相對重

要性，使得高度數位化的企業，非常適合適用本提案120。 
2.提案之課稅原則 
本提案通過制定下列兩個相互關聯的課稅規則，來解決剩餘的

BEPS 挑戰121： 
 
（1）所得納入課稅規則（an income inclusion rule） 
如果外國分支機構或受控實體的所得，在其所在地或居住地的

管轄範圍內適用低有效稅率，則將對於該項所得納入課稅。此一規

則僅是補充而不是取代各國之受控外國公司法則（CFC rules）。 
（2）稅基侵蝕付款將納入課稅（a tax on base eroding payments） 
對某些付款進行費用扣除，或適用租稅協定享受減免，除非

該項付款的有效稅率等於或高於 低稅率，否則在稅法上不予承

                                                

119 OECD, supra note 97, at 24. 
120 OECD, supra note 97, at 24. 
121 OECD, supra note 97,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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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122。此一提案對稅基侵蝕付款課稅，它通過允許來源管轄區保

護自己免受稅基侵蝕支付的風險來補充收入納入規則。又可以具

體化為下列規則123： 
A.低稅支付規則（少繳稅款之付款規則）（an undertaxed payments rule） 
如果支付給關聯方的收入款項，在其收入國家未按 低稅率

納稅，則此項付款在付款地國家將拒絕作為費用扣除。 
B.租稅協定中應被課稅原則（a subject to tax rule in tax treaties） 
只有該收入項目在另一締約國家被充分課稅，才給予租稅協定之

優惠。例如營業利潤、股息、利息及權利金等，均適用此一規則124。 
上述規則將通過修改國內法和雙重徵稅條約來實施，並將納

入一項協調或排序規則，以避免在多個課稅管轄區在適用這些規

則到相同的結構或安排時，可能出現的經濟雙重課稅風險125。 
如果上述反避稅規則有適用上競合重疊時，則應建立適用上

之先後順序，其一是可以選擇就各項付款按照其付款基礎適用規

                                                

122 在此涉及混合錯配安排之稅基侵蝕。此一混合錯配安排（hybrid mismatch 
arrangement），有認為其可能在全球產生負面之影響，包括跨國企業具有租稅

規劃之機會，而較之於國內企業，獲得更有利之競爭地位；減少創新以領先同

業之需求之經濟上誘因；全球資源分配可能因為有混合錯配之安排而受到扭

曲；因為混合錯配安排而減少各國稅收；因為混合錯配安排，為租稅規劃所為

借貸增加，導致財務上不穩定；在不同企業間之不公平租稅負擔而有違反平等

原則等。參見 KPMG, Addressing hybrid mismatch arrangements- A Government 
discussion document 20-21 (2016), available at https://assets.kpmg/content/ 
dam/kpmg/nz/pdf/November/dd-hybrids-mismatch-comments-kpmg-nz-2016.pdf. 
(last visited 08/01/2021). 

123 OECD, supra note 97, at 27. 
124 OECD, supra note 97, at 28. 
125 OECD, supra note 97,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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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二是系統化的處理，倘若跨國企業所在地國家已經適用某

項規則時，則應停止適用其他規則（rule co-ordination）126。 
OECD 在 2019 年 11 月針對支柱二提出四項課稅規則127，除上

述三項課稅規則外，又建立「轉換規則」（a switch-over rule）：此

一規則導入租稅協定中，倘若歸屬於常設機構（PE）之利潤，或源

自不動產（不屬於常設機構）的利潤，如其被課稅之有效利率低於

低利率時，則准許居住地國從「國外所得免稅法」，轉換為「國

外稅額扣抵法」（credit method），亦即不予適用免稅規定128。  

二、OECD 兩大課稅支柱 

（一）課稅支柱一 
1.適用類型 
OECD 在 2020 年發布兩大課稅支柱129，其中第一課稅支柱要求

採取「全球統一的課稅方法」（the unified approach）（或稱「一致

性課稅方法」），其適用新課稅權方案之營業類型有二130： 

                                                

126 OECD, supra note 97, at 29. 
127 OECD, OECD secretariat invites public input on the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 Proposal under Pillar Two 6 (2019), at https://www.oecd.org/tax/oecd-
secretariat-invites-public-input-on-the-global-anti-base-erosion-proposal-pillar-
two.htm (last visited 07/14/2021). 

128 Id. at 33. 
129 OECD, Statement by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n the Two-

Pillar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approved by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n 29-30 
January 2020,10 (2020),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tax/beps/statement-by-the-oecd-g20-inclusive-
framework-on-beps-january-2020.pdf (last visited 07/15/2021). 

130 魏璐、黃曉裡、張博、董碩、孫平平，OECD 就應對數位經濟帶來的稅收挑戰

發 布 藍 圖 報 告 ： 支 柱 一 之 詳 細 解 ，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 
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20/deloitte-cn-tax-tap3252020-zh-201104.pdf
（最後瀏覽日：07/1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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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動化數位服務（automated digital services, ADS）  
自動化數位服務（或稱數位經濟企業）是指跨國集團通過向

大量全球客戶或用戶群以標準化的方式遠程提供服務而產生收

入。其中被視為是在範圍內業務的正面清單：包括線上搜索引

擎；社交媒體平台；線上中介平台，包括線上市場的運營，無論

業務還是消費者使用；數位內容流；線上遊戲；雲端計算服務; 
以及線上廣告服務131。 

至於不在自動化數位服務範圍內業務的負面清單：包括對於

客戶提供線上服務，又涉及高度人力干預與判斷之業務，包括專

業服務，例如法律，會計，建築，工程及諮詢，此類服務不屬於

本定義自動化數位服務的範圍內132。 
（2）面對消費者的營業（consumer facing businesses, CFB） 
面對消費者的營業，是指直接或間接提供通常銷售給消費者個

人使用（而非商業或專業目的使用）的產品或服務的營業。包括通

過第三方經銷商或中介機構（此一第三方僅從事例行性的簡易組裝

或包裝）間接銷售消費品的企業，納入新的課稅權範圍.。又對於

商標授權使用於消費者產品上所產生收入的營業，以及通過授權使

用消費標章品牌（及商業的專門技術），例如在特許經營模式（a 
franchise model）下，產生收入的營業，也納入適用範圍133。 

至於僅銷售中間產品或零組件（此類產品構成 終消費產品

之一部分）之企業，則不在新的課稅權之適用範圍。但在例外情

                                                

131 OECD, supra note 130, at 10. 
132 OECD, supra note 130, at.11. 
133 OECD, supra note 130, a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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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中間產品或零組件具有品牌，且通常由消費者購買取得以供

個人使用之情形，可能仍應納入適用範圍134。 
有關面對消費者的營業的適用範圍，預計將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的

營業清單135：（1）個人電腦產品（例如軟體、家用電器、手機）

（2）衣服、盥洗用品、化妝品、奢侈品（3）品牌食品及茶點（4）特

許經營模式，例如涉及餐廳及酒店部門的許可安排，以及（5）汽車。 
2.統一課稅原則 
國際稅法學者有主張國際稅法上法人所得稅，亦應統一採取

「目的地國課稅原則」（destination-based corporate tax, DBCT），

以銷售商品或服務之所在地（目的地），而非以來源地，作為課稅

權歸屬之基礎，蓋法人並非實體存在，只是擬制法人格，其居住地

可以隨時遷移，而採取此一 DBCT 課稅原則，則可以因應國際間

租稅競爭。蓋如果以財產或數位經濟主要所依賴之無形資產作為課

稅權歸屬之判斷基礎，勢必面臨估價困難之問題136。 
OECD 建議統一課稅方法（unified approach）旨在通過考慮新的

商業模式來調整課稅權，亦即應擴大市場所在地管轄區（對於某些商

業模式，即用戶所在的管轄區）之課稅權。亦即在與數位經濟有關之

營業，建立一個「新的課稅聯繫規則」（a new nexus rule），此一新

規則不依賴於實體場所存在，而是主要基於「銷售」，而有顯著經濟

活動存在，其所在地國家即應有課稅權137。 新的聯繫可能有門檻，

                                                

134 OECD, supra note 130, at.11. 
135 OECD, supra note 130, at.11. 
136 Reuven S. Avi-Yonah, supra note 71, at 62-66. 
137 梁建道（2019），〈數位經濟對國際稅法之衝擊與常設機構之最新發展趨勢〉，

《財稅法令半月刊》，9 期，頁 2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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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校準特定國家／地區的銷售門檻，以確保經濟規模較小的課稅管

轄區也能受益。它將被設計為新的獨立租稅協定條款138。 
新的課稅規則，採取「三層利潤分配機制」（ three tier 

mechanism）的公式化分配法，以提升課稅穩定性（increased tax 
certainty）139。在此包括三種可能分配給市場管轄區國家的應稅利

潤：它們被描述為金額 A、金額 B 與金額 C。 
（1）金額 A（Amount A）（新課稅權範圍，the new taxing 

right）：剩餘利潤之分配 
對於跨國公司集團（或業務線）的剩餘利潤份額，依據公式

的分配方法，分配給市場管轄區。無論是否有實體營業場所存

在，尤其是對於自動化數位服務，這一新的課稅權都可以適用。

它反映了與企業通過在該課稅管轄區內或遠程針對該課稅管轄區

的活動積極及持續參與市場營業活動相關的利潤，因此構成了對

數位化經濟活動之稅收挑戰的統一對應方法。 
（2）金額 B（Amount B）：例行性活動之報酬收益 
依據在市場管轄區之實體（例如常設機構）從事經常性基準

線上經銷、行銷活動（例行性功能），仍適用現有課稅規則，例

如移轉訂價之常規交易原則以及租稅協定範本第 7 條之常設機

構。然而，鑑於與分配職能相關的大量稅務糾紛，建議使用「固

定報酬」（固定利潤率）的可能性，以反映假設的基線活動之收

益。適當及協商的固定收益可以為納稅人及稅務機關提供確定

性，並減少對現行移轉訂價規則的不滿140。 
（3）金額 C（Amount C）：例行功能以外之其他功能應得報酬 

                                                

138 OECD, supra note 97, at 5. 
139 OECD, supra note 97, at 5-6. 
140 OECD, supra note 97, a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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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C 下的收益，指涵蓋國內地區實體之例行功能活動

（the baseline activity）（金額 B 固定報酬）以外之其他功能應

得的任何額外利潤。亦即在市場管轄區的功能，超過參考當地實

體假設的基準活動（受上述 B 中的固定報酬拘束）所考慮的功

能，而該市場課稅管轄區國家根據現有的移轉訂價規則，要求對

額外利潤課稅141。此部分需要再行研議。 
舉【案例142：統一課稅方法（unified approach）】說明如下：

跨國營業集團（Group X）經營傳播媒體業務，獲得超過市場水準

以上之高額利潤，其母公司為在 A 國之甲公司，持有許多傳播媒

體服務營業之無形資產  。甲公司並在 B 國設立乙公司（子公

司），在 B 國從事經銷配銷業務，乙公司又拓展業務行銷至 C 國

之客戶，但在 C 國並無任何實體場所營業。其課稅方式如下： 
I. 如果在 B 國營業達到一定規模而構成新的連結因素時，則

適用新課稅權規則，B 國得對於剩餘利潤金額 A（Amount 
A）之所得課稅，並以甲公司為納稅義務人，亦得一併以乙

公司為連帶納稅義務人。 
II. B 國得對於乙公司就其例行營業所得按照固定利潤率計算報

酬金額 B（Amount B）課稅，在此甲公司與乙公司間之交

易，應適用移轉訂價調整機制，以排除重複課稅。 
III. B 國如認為乙公司之業務活動，超過按照固定報酬計算之

例行的行銷活動範圍時，則可以依據常規交易原則計算乙

公司應有之額外利潤，就金額 C（Amount C）課稅。 
IV. 本跨國企業集團在 C 國並無任何實體場所營業，但其

銷售收入達到規定標準時，應適用新的連結課稅規則，

                                                

141 OECD, supra note 97, at.9. 
142 本案例摘錄自 OECD, supra note 97, at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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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非常規利潤之一定比例之所得金額 A（Amount 
A），視為甲公司在 C 國有常設機構存在而持有該項所

得，C 國得對於甲公司之該項所得課稅。 
3.三層利潤分配機制之具體實施方案 
OECD 在 2021.10.8.發表兩個支柱的實施方案聲明143，其指出

OECD/G20 關於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包容性框架（ IF），到

2021.10.8 為止，已經有全部包容性框架（IF） 成員國 139 個國家當中

的 137 個國家，已經簽署該聲明，同意採用兩大支柱解決方案144，來

應對經濟數位化帶來的稅收挑戰。其中第一柱方案實施 A 金額的多邊

協定將於 2022 年制定並開放簽署，A 金額將於 2023 年生效。至於第

二支柱方案，則應於 2022 年完成立法，並於 2023 年生效。 
上述聲明之第一個支柱與傳統國際課稅規則具有重大差異，後者

主要要求在該國有權課稅之前提，必須在該國有「實體存在」

（physical presence）。而第二支柱確保就「全球 低稅負」標準，達

成前所未有的協議，其效果是規定了個國家課稅管轄權之間的稅收競

爭底線145。 
有關兩個支柱之每個支柱的關鍵組成部分如下146。 
（1）適用對象 

                                                

143 OECD,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 
tax/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arising-
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06/08/2022) 

144 部分國家如愛爾蘭、匈牙利等國表示對於此一方案之疑慮（KPMG, KPMG 
report: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BEPS 2.0 (2021), available 
at https://home.kpmg/us/en/home/ insights/2021/07/tnf-kpmg-report-oecd-g20-
inclusive-framework-agreement-beps.html (last visited 08/01/2021)）。 

145 Id. 
146 OECD, supra note 143,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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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內的公司是全球營業額超過 200 億歐元，且營利能

力平均超過 10%（即稅前利潤／收入）的跨國企業（MNE）。在

特定條件下，營業額門檻將降低至 100 億歐元。在此適用對象，

並不包括採礦業及受監管的金融服務。 
為能成功實施，將給予過渡期間，包括對 A 金額的稅收確

定性，相關審查在協議生效後 7 年開始，並且審查將在不超過一

年的時間內完成。 
（2）特殊目的關聯規則 
當適用範圍內的跨國企業從該課稅管轄區獲得至少 100 萬歐元

的收入時，將有一項新的「特殊目的關聯規則」（ the special 
purpose nexus rule），允許將 A 金額分配給該市場課稅管轄區。對

於國內生產總值（GDP）低於 400 億歐元的較小課稅管轄區，關聯

將設定為 25 萬歐元。特殊目的關聯規則僅適用於決定一個課稅管

轄區是否符合 A 金額分配的資格條件。 
法令遵循成本將被限制在 低限度。 
（3）剩餘利潤之分配比例 
對於適用範圍內的跨國企業，定義為超過收益 10%的常規利

潤的剩餘利潤的 25%，將使用基於收入的分配公式分配給有關聯

的市場管轄區。 
（4）收益來源 
所謂收益來源，係指其收益來自使用或消費商品或服務的終

端市場管轄區。為促進該原則的應用，將制定具體交易類別的詳

細來源所得規則。在適用來源所得規則時，範圍內的跨國公司必

須依據跨國公司的具體事實及情況使用可靠的方法。 
（5）稅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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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內跨國企業的相關收益或損失之計算，應參照財務

會計之所得（financial accounting income）決定之，並進行少量

調整。如有虧損將在以後年度扣抵。 
（6）市場行銷利潤安全港 
如果範圍內跨國公司的剩餘利潤已經在市場管轄區被課稅，

則市場行銷利潤安全港將限制通過 A 金額分配給市場管轄區的

剩餘利潤。安全港設計的進一步工作將繼續研議。 
（7）消除雙重徵稅 
分配給市場管轄區的利潤的雙重課稅，應通過國外所得免稅

法或稅額扣抵法來排除。 
適用對象之跨國企業將享有爭議預防及紛爭解決機制，該機制

將以強制性及具有約束力的方式避免對金額 A 的雙重課稅，包括與

金額 A 相關的所有問題（例如移轉訂價及營業利潤爭議）。 
（二）課稅支柱二（pillar two）之實施方案 
OECD 在 2020 年 10 月發布的「數位化帶來的稅務挑戰—第二支

柱藍圖報告」（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147，就全球反稅基侵蝕提案中有關有效稅率之計

算基礎（適用 GloBE 之稅基），認為應參照稅前財務報表計算之所

得為基礎，再進行適度調整。而稅前財務報表，得以跨國企業集團所

採用之母公司連結合併財務報表（consolidated financial accounts）為

共同基準，以免各國計算方式之歧異。同時應優先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IFRS）之標準或其他具有等同相當之公平財務報導標準（any 

                                                

147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
ilibrary.org/sites/abb4c3d1-en/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abb4c3d1-en 
(last visited：07/1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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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alent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148 。此外， 終母公司

（ultimate parent entity）所在地國家具有法律上效力之一般公認會計

準則標準，亦應准予使用製作稅前財務報表，只要該標準之使用，在

適用 GloBE 規則時，不致於產生實質的競爭上扭曲結果149。 
在計算 GloBE 之稅基時，對於以往年度損失適用跨年度盈虧

互抵（loss carry-forward），導致其後盈餘年度之有效稅率偏低，

而未達到全球 低稅負之門檻，倘若因此必須適用 GloBE 之課稅

規則，對於當事人並不公平。故在適用全球 低稅負之稅基計算

上，應扣除該項損失。在一定要件下，首次適用 GloBE 之年度，

其以往年度之損失（pre-regime losses），亦應准予扣除150。 
在上述第二支柱報告第 10 章對於課稅規則之適用順序提出

建議，其中准許來源地國對於某些所得可以補足課徵差額稅款

（低於 低稅率部分）作為來源稅（top-up tax），此一額外補

足課稅在適用「應被課稅原則」時，應納入租稅負擔計算，以確

認來源地國之納稅是否低於 低稅率負擔。在適用全球反稅基侵

蝕提案之課稅規則時，應優先適用「應被課稅原則」151。只有當

上述補充稅與原來稅負合計之整體稅負，仍低於全球 低稅負

時，才適用「所得納入課稅規則」以及「低稅支付規則」。 
又 CFC 課稅制度應比「所得納入課稅規則」優先適用。此

外，「所得納入課稅規則」與「低稅支付規則」之適用順序，「所

得納入課稅規則」應優先適用。亦即只有在無法適用「所得納入課

                                                

148 Id. at 51-56. 例如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印

度、紐西蘭等國使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屬於等同相當之財務報導標準。 
149 Id. at 51 
150 Id. at 84. 
151 Id. at.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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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規則」之情形，才適用「低稅支付規則」152。而在不同國家對於

同一低稅負之利益，發生適用「所得納入課稅規則」之競合時，應

採取「由上往下」之適用方法（top-down approach），亦即部門實

體（常設機構）對於該所得直接持有控制，而母公司所則僅是間接

持有控制，故應優先由該部門實體之所在地國家優先適用「所得納

入課稅規則」153。  
OECD 在 2021.10.8 發表兩個課稅支柱的實施方案建議154，

其第二支柱內容重點概略如下： 
1.整體架構 
（1）兩項相互關聯的國內規則（連同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

（GloBE）規則）： 
a.「所得納入課稅規則」（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該

規則針對母公司所取得來自子公司之低稅所得，對母公司徵收補

充稅（top-up tax）。 
b.「低稅支付規則」（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該

規則拒絕費用支出扣除，或在一個部門實體（ a constituent 
entity）之低稅所得，並未被依據「所得納入課稅規則」進行課

稅之額度範圍內，要求同等對應調整。以及 
（2）「應予課稅規則」（the subject to tax rule, STTR）： 
此規則係以租稅協定為基礎之規則，在此允許來源管轄區對

低於 低稅率的某些關聯方付款，徵收有限的來源所得稅。依據 

                                                

152 M.Wünnemann, Neue Weltsteuerordnung für Unternehmensgewinne- Die Blueprints 
der OECD zu Pillar One und Two aus Sich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ternationales 
Steuerrecht 2021, S.77. 

153 OECD, supra note 147, at 172. 
154 OECD, supra note 143, at.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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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 規則，STTR 之補充課稅，屬於所得稅之範圍，在適用稅

額扣抵法時，得扣抵該項稅額。 
2.課稅規則之地位 
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GloBE）將具有共同適用（common 

approach）方法的地位。在此意指包容性框架之會員國（以下簡

稱 IF）成員，應遵循下列事項155： 
（1）並未被要求必須適用 GloBE 課稅規則，但是，如果會

員國選擇適用此規則時，則其應以與第二支柱下規定的結果一致

的方式實施及管理課稅規則，包括根據商定的範例規則及準則。 
（2）應接受適用其他包容性框架之會員國成員所適用之

GloBE 課稅規則，包括對於課稅規則之順序之同意以及任何已

經同意的安全港（safe harbours）之適用。 
對於利息、權利金及一組確定的其他付款，如適用名目企業

所得稅稅率，低於 STTR 低稅率時，應依據要求，將 STTR 納

入與發展中 IF 成員的雙邊協定。其課稅權將限於 低稅率與實

際支付稅率之間的差額。 
3.適用範圍 
GloBE 規則將適用於符合 BEPS 第 13 項行動（按國別報告）

所決定的 7.5 億歐元門檻的跨國企業。即使它們未達到上述門檻，

各國可以自由地將「收入納入課稅規則」（IIR）應用於總部設在

本國的跨國企業。 
4.課稅規則設計 
「所得納入課稅規則」（IIR）基於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分配補充稅（top-up tax）。 

                                                

155 OECD, supra note 143, a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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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稅支付規則」（UTPR）從低稅組成實體分配補足稅。

GloBE 規則將規定跨國企業在其國際活動的初始階段，在一定條

件下被排除在 UTPR 適用範圍之外。 
5.稅基計算 
GloBE 規則將使用有效稅率測試來徵收補足稅，該測試在一個

課稅管轄範圍內計算，並使用涵蓋稅的通用定義，並參考財務會計

所得所決定的稅基（並給予適度調整）。 
6. 低稅率 
為適用上述 IIR 以及 UTPR 之課稅規則，其 低稅率為 15%156。 
7.適用除外條款 
本建議方案將「非營利組織等」排除適用 GloBE 課稅規則。 
GloBE 規則將提供一種公式化的實質排除，其中不包括有形資

產之帳面價值（carrying value）及工資之 5%的所得金額。在 10 年

的過渡期內，分階段給予一定比例之扣除。 
GloBE 規則提供「 低限度的規模企業」排除適用課稅管轄

區，在該轄區內，跨國公司收入低於 1,000 萬歐元以及利潤低於

100 萬歐元的。 
GloBE 規則另規定排除「國際航運所得」（依據 OECD 租

稅協定範本所定義）之適用。 
8.簡化 
為確保 GloBE 規則的行政管理盡可能有針對性，並避免與

政策目標不成比例的遵循成本及行政成本，實施框架將包括安全

港及／或其他機制。 
9.GILTI 共存 

                                                

156 OECD, supra note 143, a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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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柱將以一個課稅管轄範圍為基礎，適用 低稅率。在

這種情況下，將考慮美國 GILTI 制度與 GloBE 規則共存的條

件，以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 
10.「應予課稅規則」（STTR） 
IF 成員對於利息、權利金及一組規定的其他付款，適用低

於 STTR 低稅率的企業所得稅名目稅率，將應要求，將 STTR
課稅規則納入其與發展中 IF 成員的雙邊條約中。 

此一課稅權將僅限於 低稅率與付款稅率之間的差額。有關

適用 STTR 的 低稅率應規定為 9%。 
（三）評析 
1.支柱一之建議方案之評析 
在支柱一之建議方案中，並未對於數位經濟活動額外課徵特

別的「數位稅捐」，故並未加重其租稅負擔，而且仍繼續維持傳

統上「常設機構課稅原則」、「獨立企業間常規交易原則」以及

「價值創造地課稅原則」。而僅是對於數位經濟之商業模式之特

殊性，依據「價值創造原則」（Prinzip der Wertschöpfung），連

結「使用者參與模式」以及「行銷型無形資產模式」，重新進行

適當的所得利潤來源地歸屬之劃分，並據以重新劃分課稅權之歸

屬。亦即針對現代數位經濟之商業模式，應重新評估創造價值之

地點為何，縱然數位企業並未有實體場所在市場所在地國，然而

仍可以從市場所在地獲得無形資產（客戶資訊等）之附加價值，

故此一價值應納入所得來源分配之計算基礎。因此，應對於數位

給付之使用者所在地國家（市場所在地國）擴張其課稅權，以符

合企業之價值創造原則157。 

                                                

157 Monika Wünnemann, Herausforderungen der Besteuerung der digitalen Wirtschaft 
im Jahr 2019, IstR 2019, S.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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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使原本適用「無常設機構，即無課稅」之國際租稅協定

之課稅原則，受到修正，雖然並未正式導入「數位常設機構」，

但亦可發揮「數位常設機構」之部分效果。其結果，居住地國之

課稅權受到限縮，其稅收勢必減少。反之，市場所在地國之課稅

權擴張，其稅收可望增加。由於納稅義務人為境外企業，市場所

在地國要確保其課稅權之有效行使，勢必須要加強國際間之稅務

行政之合作158。 
在此市場所在地國之價值創造部分，係針對顯著數位經濟活

動，其所創造之價值，應納入課稅所得來源劃分之計算基礎中。

在此可謂承認「混合來源所得」或「多國價值創造」之收益，應

按照「比例劃分」所得歸屬國家。同時關於顯著數位經濟活動之

市場所在地國應分享之課稅所得，主要集中在常規利潤以上之超

額利潤（剩餘利潤）部分，是其特色。 
在此有關市場所在地國之貢獻度比例為何，不無疑義。支柱

一建議為超過收入 10%的常規利潤的剩餘利潤的 25%，作為

「金額 A」之分配計算基礎，似乎認為其市場貢獻度僅有 25%，

似有偏低之嫌。就此我國實務上對於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所得計

算上，規定在無法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全部交易

流程總利潤相對貢獻程度時，原則上推估「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

50%」（但包括「金額 A、B、C」三項合計之比例）159。似認為

                                                

158 在此顯示稅務行政互助公約之相互協助之重要性。OECD and Council of Europe, 
The Multilateral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 
Amended by the 2010 Protocol,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ilibrary.org/taxation/the-
multilateral-convention-on-mutual-administrative-assistance-in-tax-matters_97892 
6411 5606-en (last visited 08/06/2021). 

159 民國 107 年 05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522870 號令，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

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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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體市場貢獻度（包含境內常設機構等之貢獻）應有 50%。但

其計算方式與支柱一之建議方案計算公式不同，而係較為簡化之

計算公式。 
支柱一建議具有精準計算價值創造貢獻之優點，亦即先就實

體常設機構之例行利潤（推估利潤率 10%），進行所得歸屬之分

配。其次就電子商務交易創造超額利潤部分，推估市場所在地國

之使用者貢獻，比例劃分所得歸屬。此一計算公式具有合理性。

但其計算方式相當複雜，且有爭議者，乃是市場所在地國之使用

者貢獻，僅占剩餘利潤的 25%，就此部分，我國實務上則推估國

內價值貢獻比例 50%，不論上述 25%或 50%比例，其合理性為

何，均不無疑義。倘若引進「數位常設機構」之制度，並進一步

要求按照價值貢獻比例課稅，似較為公平合理。在事實不明之情

形，考量不同數位經濟產業之各個行業別，其成本費用構造差異

以及顧客群之價值貢獻度不同，似應按照不同數位經濟產業之各

個行業別，推估其價值貢獻比例，而非不問電子商務之行業類

別，全部統一採取單一貢獻比例標準，較為合理。例如社群網站

主要依賴廣大使用者用戶群眾，而構成龐大廣告收益之來源基

礎，對於超額利潤之所得來源，市場所在地國之使用者貢獻甚

大，不應僅得分享 25％之所得課稅權利。 
又支柱一建議適用對象範圍，僅限於超大型企業，全球年度

營業額 200 億歐元（至少 100 億歐元），似乎過於狹窄，而不符

合競爭中立性原則，且不當侵犯市場所在地國家之課稅權利。 
惟全球已經有 137 個國家同意實施支柱一及支柱二建議方

案，我國要參與國際社會經貿活動，似仍應參照上述建議方案進

行稅制規劃，以維持國際競爭力。 
此外，在支柱一建議各國應有排除重複課稅措施，包括國外

子公司間接稅額扣抵制度或國外所得免稅法，我國迄今尚未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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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稅額扣抵制度，而未能與國際接軌，似乎不利於我國國際經

貿活動之競爭力。 
2.支柱二之建議方案之評析 
支柱二之建議方案適用於收入納入課稅規則（IIR）與低稅

支付規則（UTPR）的 低稅率，至少為 15%。此可謂「全球

低所得稅負」（Mindestgewinnbesteuerung）之稅率。此一 低稅

負制度之設計目的，在於全面防止跨國企業之利潤轉移至低稅負

國家，尤其是數位經濟活動使用之無形資產，更有可能發生企業

利潤轉移之風險。經由此一全球 低所得稅負制度，補充以往

BEPS 行動方案，僅偏重在填補可能雙重不課稅之課稅漏洞，而

有不足之處160。 
我國「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4 條規

定規定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認定標準，未來似應配合上述國際標

準進行修正，以與國際接軌。 
在支柱二之反稅基侵蝕規則中，側重於剩餘的 BEPS 問題，

並尋求制定規則，在另一個課稅管轄區如果不行使其優先的課稅

權（primary taxing rights），或對於某些款項收入課徵低於 低

稅負標準的實際稅負時，則本國可以補充課稅（tax back），以

防止租稅規避161。 
然而其適用對象僅限制於超大型企業（包括但不限於數位經

濟企業），至於中小型企業則不適用之，是否符合課稅平等原

則，不無疑義。又採取全球 低稅負制度以及重新劃分課稅權，

也將友善對待數位經濟活動之發展以及數位化之商業模式之發

展，納入考量。只是在擴大所得納入課稅原則以及限制營業費用

                                                

160 Monika Wünnemann., a.a.O. (Fn. 157), S.138. 
161 OECD, supra note 143,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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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扣除，係針對境內支出費用之債務人，而不是針對有危害租稅

公平競爭之國家的權利人（肇事者），造成對於境內營業人不利

益之負擔，故學者有認為此作法似乎有打擊錯誤之嫌162。同時因

其適用規定變成相當複雜，跨國企業遵循法令成本隨之提高，甚

至導致國際間課稅衝突案件增加，而必須依賴各個國家間相互協

商協議，尋求共識，以解決紛爭，在此必須依賴各國多邊協議，

對於執行細節規範應統一適用，在此有賴各國對於 OECD 的上

述建議應能達成共識163。 
又依據上述建議，低稅支付規則禁止跨國關係企業間有關智

慧財產權授權之權利金支付款項，如果國外母公司就其權利金收

入之稅負低於 低稅負時，則在其差額稅負比例範圍內，境內子

公司之權利金費用按照該比例不准作為費用扣除164。學者有認為

此一規定牴觸稅法上客觀淨額所得原則（釋字第 745 號解釋參

照）。倘若被授權之使用權人對於國外授權者之課稅並無影響

力，而無法排除時，則此一費用扣除限制規定，在憲法上可否正

當化，即有疑義165。按跨國關係企業之整體租稅負擔，宜從整體

企業集團之全球租稅負整體進行觀察，為防止國際間租稅規避，

上述反避稅措施似乎亦有其必要性，但應注意符合比例原則，避

免傷及無辜，而應限制其適用要件，以免過於嚴苛，導致嚴重違

反量能課稅及客觀淨額所得原則。 

伍、結論 

                                                

162 Monika Wünnemann , a.a.O. (Fn. 157), S.140. 
163 Monika Wünnemann, a.a.O. (Fn. 152), S. 79. 
164 德國所得稅法第 4j 條導入此規定。 
165 Loschelder, in: Schmidt, Einkommensteuergesetz: Kommentar, 38. Aufl., 2019, 

§4j.Rn.4. 

117



6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1 期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勢必須要營造適合於全球化之統一的、

相互協調合作之國際稅法秩序，才能因應此一全球經濟情勢之發

展，故 OECD 近幾年陸續提出「因應數位經濟之課稅挑戰」

之研究報告，即在統合協調全球化的統一稅法秩序，以一方面用

以防止國際間租稅規避，另一方面重新合理分配各國的課稅權，

以確保稅收。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止，已有 137 個國家及課稅

管轄區加入此一新的兩大支柱計劃，目的在改革國際課稅規則，

並確保跨國企業在其「經營所在地」繳納公平份額的稅款166。故

各國之內國稅法，也必須友善協調配合此一統一國際稅法秩序架

構，因此導致內國稅法之「國際化」之發展趨勢。我國作為國際

社會之一員，為提升國際競爭力，也無法自外於上述國際稅法秩

序，因此，值得我們注意。 
人類社會傳統生活，通常利用實體場所進行交易活動，跨國

商業貿易活動通常也必須利用實體營業場所才能大量從事活動，

因此國際稅法上有關跨國營業活動之所得，採取「有常設機構

（PE），才課徵所得稅」之原則（OECD 租稅協定範本第 7
條）。在數位經濟時代，許多交易毋庸透過實體營業場所，而僅

需經由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即得快速進行，並由於數位經濟活

動運用大量客戶群獲得廣大收益（包括使用者付費或廣告收

益），可以獲得較諸傳統營業活動更多之超額利潤，此類超額利

潤，如果採用傳統上之獨立企業間「常規交易原則」計算價格，

仍無法合理分配此一利潤。因此國際稅法上，傳統上使用「實體

營業場所」之課稅聯繫規則，以及常規交易原則，已經無法因應

數位經濟之特殊性，而應建立新的「利潤分配規則」（profit 

                                                

166 OECD, supra note 143,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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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 rules）以及新的課稅聯繫規則（new nexus rules），以

擴張「消費地國」的課稅管轄權。 
近年來 OECD 陸續發布許多有關「數位化帶來的數位化挑

戰」，提出建議「全球統一的課稅原則與方法」（課稅支柱

一），應導入「市場所在地管轄區」作為課稅聯繫因素，並建立

「三層利潤分配機制」，應具有合理性。同時電子商務之勞務提

供，因為數位經濟活動無遠弗屆，通常可以全球性大量銷售使用

或通過大量廣告而獲得巨額收益，此類收益所投入成本低，因此

獲得超額利潤，其鉅額經濟貢獻主要來自於廣大數量之使用者或

消費者，從「價值創造」觀點，應將其超額利潤之所得來源，歸

屬於「市場所在地管轄區」（國家），而由該市場所在地管轄區

課稅，方符合數位經濟活動之市場特徵，也才符合所得來源優先

課稅之因果聯繫法則。未來我國締結之租稅協定有關營業所得之

課稅權歸屬，勢必須要配合修正導入上述規範。就此 OECD 在

2021 年 新課稅實施方案，建議顯著數位經濟活動適用對象，

僅局限於國際超大型企業（200 億歐元），似不符合實際需要。

另建議超過收入 10%的利潤的剩餘利潤的 25%，分配給有關聯

的市場管轄區。此一超額利潤，僅分配「25%」給市場管轄區，

顯然偏低，而不符合公平原則。 
又為防止國際間租稅規避，OECD 建議建立「全球統一的系

統化解決方案」，提出「全球 低稅負」（ 低稅率至少 15%）

之制度（課稅支柱二），對於跨國交易活動，如在交易一方國家

負擔低於全球 低稅負時，則原則上應由另一方國家進行「追補

課稅」，以填補國際間課稅漏洞。然而此一制度過於複雜，在執

行上徵納雙方必須熟悉各國租稅法規，故有其高難度。是否及如

何導入此一方案，必須考量其執行可行性與實用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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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跨國關係企業之整體租稅負擔，固然宜從整體企業集團之

全球租稅負整體進行觀察，而為防止國際間租稅規避，亦有必要

適度採取反避稅措施，然而外國租稅法制之實際規範內容為何，

未必為國內稽徵機關以及法院所能理解，執行上似應簡化，尤其

應注意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以及比例原則，避免傷及無辜，而應限

制其適用要件，以免過於嚴苛，以實現個別案件正義。 
課稅支柱二之建議方案比較外國課稅方式，如有落差，再於

本國採取「追補課稅」之作法，亦即否認費用之認列或不准海外

來源所得之免稅，以免企業在兩個國家地區獲得雙重租稅利益，

難免流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作法，且使課稅要件複雜

化，難以期待徵納雙方簡便遵循。展望未來，似應加強建構「全

球化統一公平合理之租稅法制」，以異中求同，合理認定所得來

源地以及分配課稅權之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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