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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在相關的管轄權中公平分配跨國企業所得是國際稅法的核心議題，現行

的租稅協定以常設機構的存在作為來源地國是否具備管轄權以及利潤分配歸屬的

依據。在數位化技術的演進下，無須物理存在即可進行大規模經濟活動的現象對

常設機構原則產生了極大的衝擊。OECD 針對市場所在國有大量消費支出卻因為

不具備物理存在而無法取得課稅權的現象，提出了價值創造原則作為數位化經濟

下建立課稅管轄權的關聯性標準，試圖讓課稅地與價值創造地及實質經濟活動地

相符。然而，即使各國都認可價值創造原則在稅收分配上的重要性，但對於價值

創造原則要如何落實於稅收政策以及該如何決定數位化經濟中具有價值創造貢獻

的經營功能，則尚未達成共識。 

目前國際間一方面在 OECD 的主導下試圖尋求能全面解決此議題的長期方

案，但另一方面則基於稅收損失而個別推出暫時性的短期措施。本文整理價值創

造原則的論述，並追蹤 OECD 目前在長期方案上的進展，試圖釐清國際稅法在經

濟數位化下如何為市場國建立課稅管轄權，做為我國規劃稅收政策的參考；並藉

由比較各國短期措施的內容以及結合 OECD 多篇相關報告，對我國的「外國營利

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進行討論並提出修改建議。 

關鍵字：經濟數位化、價值創造、課稅管轄權、利潤分配、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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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tax law is to develop a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ax jurisdiction from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com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tax rules 

use the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PE) as the indicator for whether or not the source 

country has the tax jurisdiction. With the evolv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able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income without having a physical presence in the market. 

This has raised a big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PE principle. OECD has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value creation as a new indicator to align taxation with value creation and 

“real economic activity”. Although most countries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value creation on profit allocation, they have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f how 

to define the contribution of value cre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ow to 

practice in taxation polices. As OECD is working toward a coherent solution, many 

countries have also proposed temporary legisla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nontaxation of 

multinational digital companies. This thesis synthesizes the discuss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value creation and reveals the progress of OECD’s coherent solu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is to clarify how could international tax legislation 

rationalize the tax jurisdiction of a market country. This would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aiwan to develop its tax policies. By integrating OECD reports and temporary 

legislation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aiwan’s "Income Tax 

Regulations for the Cross-Border Sales of Electronic Service for Foreign Companies" and 

proposes possible amendments.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value creation, tax jurisdiction, profit allocation, 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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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國際稅法基本原則的功能，是作為調整國際稅收關係的法律規範之抽象概念，

也是國際稅法應普遍遵守的法律準則。而對於國際稅法應該包含的基本原則內容，

則有不同見解1。對於跨境企業營業所得的課稅管轄權之分配，最主要的原則為國

家課稅管轄權獨立原則以及國際稅收分配公平原則兩者2，而其中國際稅收分配公

平原則，則體現在以決定所得課稅管轄權的關聯性規則以及以常規交易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 ALP) 為基礎的所得分配規則。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下稱 OECD)的租稅協定中，以常設機構作為判斷非居民企業在本國是否

具有充分的經濟活動水準，作為正當化本國對該企業之營業所得具有課稅權之標

準。常設機構要求非居民企業在本國具有一定程度的實體存在或非獨立代理人二

者之一(OECD 租稅協定範本的第 5 條)，作為非居民企業在該國具有實質經濟活動

的檢視依據。這個標準起源於 1923 年專家委員會提交給國際聯盟一份關於如何在

來源地國與居民國間進行課稅管轄權分配的理論報告，以經濟忠誠原則對當時各

種經濟活動的功能與經濟活動所在之社區進行分析，根據所得產生過程中各環節

的重要性，決定不同的經濟活動所得該劃分給哪個經濟活動所在處。 

  不過，上述這些規則的有效性正持續受到來自數位技術進步以及結合數位技

術的新經營模式的挑戰，源自企業創造價值的經營內容越來越不依賴人員或資產

的實體存在。自從網際網路於 20 世紀末開始進入個人電腦後，這種無須實體存在

                                                      
1 陳清秀(2016)，《國際稅法》，頁 2-6，台北：元照。 
2 劉劍文（1998），〈國際稅法的兩項基本原則〉，《法學雜誌》，19 卷 5 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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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高速傳遞數據，讓使用者得以打破物理界線在虛擬空間中互動的特性，產生

了不同於實體經濟的營業模式，進而造成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常設機構標準產生

適用困難，嚴重弱化了來源國的課稅管轄權，並且讓跨國企業集團利用網際網路易

於移動的特性，輕易的達成減少納稅義務的稅捐規劃。根據 Fair Tax Mark 2019 年

調查報告「The Silicon Six」的內容，包括 FB、Apple、Amazon、Netflix、Google

以及 Microsoft 在內的六家美國電子商務公司，從 2010 年到 2019 年以美國稅率計

算應繳 1553 億美元，但最終實際繳納稅額僅有 464 億美元3，這正顯示出傳統的常

設機構在面對數位化經濟模式時的困境。 

  OECD 在 BEPS 行動方案 1 的最終報告中提供了包括衡平稅、顯著數位存在

以及預扣所得稅等方式供各國作為短期措施設計的參考，但強調這些方案可能會

造成許多不利的後果，因此 OECD 並不建議採用4。但各國為了保護市場所在國(或

稱消費者所在國)的稅基，越來越多國家以間接稅的方式設計短期課稅措施以避開

所得稅與租稅協定競合的問題5，雖然 OECD 在 2018 年的期中報告中指出這些短

期措施收益有限，但目前已經開始或正在規畫要以這類單邊措施對數位交易課稅

的國家仍持續增加6。 

  這些國家在規劃短期措施時，必須建立該企業經營活動要素與市場國的關聯，

以正當化該國的稅收政策。而目前各國在非居民企業不構成常設機構標準的情境

下，建立關聯性的理論基礎大多來自 2018 年的期中報告提出的價值創造模式。期

中報告針對網際網路的功能，強調以製造業為對象的價值鏈分析方式無法適用於

在網際網路中以多邊平台提供服務的企業模式，因此引入價值網路與價值群兩種

                                                      
3 引自吳俊志(2020)，〈對於跨境電商課稅機制的國內外變革—以台灣跨境電商落地及歐洲數位稅

為中心〉，《全國律師》，2020 年 1 月號，頁 11-12。原出處為 Fair Tax Mark，The Silicon Six
（December，2019），載於：https://fairtaxmark.net/tax-gap-of-siliconsix-over-100-billion-so-far-this-
decade/。 
4 OECD,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on 1, Final Report 2015, para. 383, 
at 148 (Oct. 2015).  
5 例如印度的衡平稅、英國的移轉利潤稅、匈牙利的廣告稅等等。 
6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Interim Report 2018, para. 362, at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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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作為在經濟數位化中分析企業經營功能要素的理論基礎。從中建立在網路交

易中，使用者主動參與以及消極提供數據對企業經營的價值。並提出了經濟數位化

企業具有跨境而無需實體的規模經濟、高度依賴無形資產以及使用者數據結合無

形資產的綜合效應三大特徵7。2019 年 OECD 秘書處整合包容性框架成員的建議，

提出了以使用者貢獻為基礎的使用者參與提案；以行銷性無形資產與市場所在國

具有內在功能連結為課稅關聯性的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以及不受物理實體限制

以實質經濟活動為關聯性的顯著經濟存在提案8。以這三個提案作為 OECD 建立長

期方案，試圖整體性的解決數位化對國際稅收制度帶來的挑戰的出路。2020 年 1

月，在包容性架構會議後，OECD 發表包含名為「關於方針一之一致性徵稅方法大

綱」的附件9，賦予市場所在國對跨境數位企業的特定所得有部分課稅權，這個新

課稅管轄權的出現，即使 OECD 在規劃上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仍是國際稅收中

重大的變革 

  目前許多實施短期策略的國家，在法案規劃上通常採用價值創造原則結合具

有門檻要求的收入總額為建構關聯性的方式。利用價值創造的理論，正當化某些特

定數位化交易內容與該國具有關聯性，再以收入總額高過特定門檻作為顯著經濟

存在的標準，進而對目標交易的總額以固定比率課稅。短期措施為了減少與租稅協

定競合問題，因此大多以間接稅的方式避開租稅協定的規範。但 2020 年提出的一

致性徵稅方法大綱本身是針對高度數位化企業的營業所得課稅，因此必須處理新

興起的課稅管轄權與既有課稅管轄權的分配問題。為了避免對現行制度下既有稅

收造成衝擊，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鎖定自動化數位服務與面向消費者企業的兩類

數位交易所得，命名為金額 A，屬於金額 A 的所得在扣除以現行國際租稅協定規 

  

                                                      
7 OECD, supra note 6, para. 130, at 51. 
8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 Policy Note, as approved by the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n 23 January 2019. 
9 OECD. Statement by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the Two-Pillar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nnex 1 (Jan. 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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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方式分配完畢後，餘下尚未被分配的部分稱為剩餘利潤，這部分的所得才會落

入市場所在國的課稅管轄權並進行分配。 

  從國際稅收制度對企業數位化交易的課稅演變中，有幾個必須討論的關鍵點。

其一，OECD 認為價值創造這一概念為利潤應該在何處課稅找到了答案，因而解決

了無實體存在的課稅問題。但價值創造究竟是作為課稅管轄權中關聯性的基礎，還

是作為利潤分配的規則，目前並無定論10。如果價值創造可以作為課稅管轄權的關

聯性標準，那麼企業總部所在的管轄區也可以以價值創造原則為基礎，要求對企業

所得取得部分的課稅權，此課稅權並非是以居民國身分為基礎，而是以價值創造的

貢獻為課稅權的來源，這顯然不是目前國際稅收制度可以接受的作法。OECD 在一

致性徵稅方法大綱中將價值創造作為市場所在國的課稅權的依據，有可能對現行

國際稅收規則產生極大衝擊。因此，本文第一個目的便是透過梳理 2015 年 BEPS

的最終報告、2018 年的期中報告、2019 年諮詢文件提出的三個提案的內容、以及

2020 年的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這幾份關鍵文件，檢視價值創造原則的發展與目前

該原則的運作趨勢，試圖建構價值創造這個概念在目前國際稅法變革中如何被使

用，以及與現行制度之間如何得在運作上相互妥協。 

 其二，台灣在 2017 年已經對跨境電商課徵電子勞務的營業稅，並於 2018 年

提出對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的規定。但目前各國推出的單邊措施大都以間接稅為

設計方向，台灣採用直接稅的方式將會落入租稅協定範本涵蓋的範圍。此外，各國

在單邊措施的規定上，大都採取 2015 年 OECD 在 BEPS 行動方案 1 的最終報告內

提出的建議，我國如果要進行相關規範，應該從各國目前的設計中尋求參考方向。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重心有三，首先是以 2015 年 BEPS 的最終報告、2018 年

的中報告、2019 年 OECD 秘書處公開諮詢文件中的提案、以及 2020 年的一致性

                                                      
10 喬安娜‧海伊（著），陳新（譯）(2018)，〈在價值創造地徵稅與 OECD/G20 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

項目〉，《國際稅收》，2018 年 6 期，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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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稅方法大綱這四分文件，去描繪價值創造在目前應用上的趨勢與限制。主要目標

是建立在經濟數位化經營中，價值創造原則會體現在經營活動的那些層面，藉此理

解價值創造的論述內容，釐清價值創造原則在應用上，足以作為關聯性規則的基礎，

或是應該限制在解決利潤分配的應用範圍。 

  第二是以印度衡平稅、歐盟數位服務稅、區域性的歐盟數位經濟公平稅的數位

常設機構設計、以及 OECD 的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四項以實施或規劃中的措施，

來探討目前不同目標的規劃方向。其中印度衡平稅與歐盟數位服務稅是短期措施，

可作為我國當下設計參考。而歐盟數位常設機構與 OECD 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則

試圖建構整體的所得稅的國際稅收規則，可提供國際組織在跨境數位交易所得上

的趨勢資料，有助於了解目前價值創造原則如何影響國際所得稅收規則。 

  最後，將以短期措施的討論為基礎，提出對我國跨境電商課稅的建議與修改方

向，提供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人士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以價值創造原則為起點，依據 2018 年期中報告的內容作為價值創

造原則對經濟數位化利潤貢獻的分析基礎，建立無形資產與使用者數據對數位化

企業利潤貢獻的論述。並以 2015 年 BEPS 在行動方案 1 的最終報告中，提出短期

措施的建議為標準，結合價值創造的論述，對 OECD 秘書處在 2019 年提出希望各

國提供建議的三項提案進行檢視，建立價值創造原則在國際稅收政策的運用取向，

並以此評估 2020 年的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的設計優劣。 

  另外以印度衡平稅、歐盟數位服務稅、以及歐盟數位常設機構方案為參考對項，

從比較法的角度對我國在跨境電商交易課稅規範上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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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價值創造一詞在國際稅法開始成為顯學是從 2015 年 BEPS 最終報告開始，之

後 OECD 在 2018 年期中報告、2019 年 1 月祕書處的公開徵詢文件、2019 年 10 月

一致性徵稅方法提案、2020 年 1 月的關於方針一之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一系列

的文章都針對價值創造與實質經濟活動與課稅權的關係做論述。因此這幾份文件

皆為本文研究範圍內的重要文獻。 

  此外歐盟在 2018 年 3 月公布的數位經濟公平稅指令草案，其中包含短期措施

的數位服務稅與長期措施的數位常設機構，以及被視為數位服務稅參考對象，在

2016 年提出的印度衡平稅，也是本文比較法時的重要文獻來源。 

  另外本文在論述與寫作時，也參考許多國內學者與大陸學者在相關領域的期

刊文章。但限於筆者語文能力限制，採用的文獻來源僅限於英文及中文內容，其他

語文的資料只能以從翻譯文獻中取得。 

第四節 論文架構 

  第二章首先說明從 1998 年渥太華會議到 2020 年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這 20 多

年間，OECD 對數位化技術在企業經營模式上的觀點的變遷。在第二節中從最新的

經濟數位化觀點闡釋其中典型的商業模式，以此強調藉由數位化技術的協助，多邊

市場中商業模式的特徵。第三節承續多邊市場的商業特徵，說明既有的價值鏈理論

在新企業經營模式中的不足，藉此引入價值網路與價值群理論，並根據三種不同的

價值創造模式，個別描繪對該類型企業在創造價值上具有貢獻的經營行為。第四節

則從經濟數位化的特徵切入，解釋經濟數位化特徵在現行國際稅收制度中造成價

值創造地與實質經濟活動地點與課稅地點不相匹配的原因，作為後續以價值創造

原則建立課稅關聯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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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則先簡述國際稅收規則與數位化的挑戰，說明必須捨棄物理實體存在

為標準的常設機構概念，改由實質經濟活動作為關聯性標準的理由。在第二節則

是說明數位化特徵對現行國際稅收制度的衝擊，然後在第三節解釋以價值創造原

則重塑國際稅收規則的可能選項，並在第四節介紹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結合前

述討論，一方面介紹國際對數位化稅收議題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對這個趨勢提出

質疑、分析以及評論。 

  第四章是從比較法的角度，先介紹短期措施廣受各國偏好的現實背景，以及

規劃與實施短期措施時，OECD 提供的注意事項與規定設計要點。隨後以印度衡

平稅及歐盟數位服務稅作為以間接稅對應數位化在跨境稅收挑戰的代表，詳細介

紹這兩個措施的背景、立法內容、以及各界對者兩個措施的質疑。接著再說明區

域性設計的歐盟數位顯著存在方案，觀察以所得稅為標的設計，兩相對比，作為

我國在立法選擇方向上的參考。 

  第五章首先說明我國目前在跨境電商的相關規定，接著對我國「外國營利事

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的內容進行說明，檢查該規定與我國現行

稅法的法規與實務是否相符。最後根據第四章的討論，提供筆者對此跨境電商課

稅規定的建議。第六章則總結全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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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跨境電商營業所得之課稅管轄權—以價值創造為核心 

第一節 從電子商務到經濟數位化的觀點變遷 

  從 20 世紀末網際網路開始發展後，短短 20 年不到便對國際稅收制度造成極

大的衝擊。自 1998 年渥太華部長級會議後，OECD 持續的深入探討數位化經濟環

境下國際稅收規則的對應策略，從最早以數位化技術為手段的電子商務時代，到數

位化經濟融入經濟環境成為經濟的一環，乃至近期認為整體經濟皆被數位化影響，

已經進入經濟數位化的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中，由於對數位化的認識程度不同，因

而發展各種不同的理論，說明數位化企業全球利潤在稅收政策該如何規範，以取得

公平分配所得的結果。自從 2018 年 OECD 在「數位化帶來的稅收挑戰：2018 年期

中報告」(後文簡稱 2018 期中報告)中提出以價值創造地點與價值創造者的身分來

彌合稅收問題的觀點後，國際稅收就正式展開了大幅革新的變動11。OECD 現行的

常設機構是以實體存在為標準，為了能對數位化環境下無須實體交易模式的經濟

活動賦予合理的價值判斷，作為稅收政策的立法設計基礎，本節將說明 OECD 觀

點的變遷，並解釋價值創造被引入作為課稅管轄權之關聯性規則的正當性，作為對

各國目前因應政策與建議的說明與分析之基礎。 

第一項 電子商務時期 

  OECD 租稅委員會在 1998 年公布「電子商務交易：課稅之基本構造」之報告

書，提出關於電子商務的課稅原則，包括競爭中立性原則、效率性、確實性與簡單

性，實效性與公平性，以及因應環境變化的彈性12。當時對於跨國電子交易在課稅

上仍強調避免國際間重複課稅，減少妨礙電子商務活動之發展13，在交易上仍受限

                                                      
11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275-280, at 97-99.  
12 陳清秀，前揭註 1，頁 544-545。 
13 同前註，頁 545。 



doi:10.6342/NTU202003355

9 
 

於傳輸速度與參與商家數量，此時 OECD 對電子商務的探索著重於數位化技術造

成的影響，尚未關注到商業模式與價值創造過程。 

  為了因應電子商務發展下的課稅問題，OECD 的財政委員會於 2003 年發布了

「電子商務指南」與「消費稅指南」，同時 OECD 的營業利潤技術諮詢小組也先後

在 2001 年與 2003 年公布兩份討論稿，最終在 2005 年形成了「現行對營業利潤的

租稅協定課稅原則是否適用於電子商務？」之報告。該報告認為雖然當時國際稅法

在電子商務的課稅上存在一些問題，但尚未到迫切需要修改規則的程度。在 2005

年報告中提出四項與當時國際稅法課稅規則不盡相同的建議14： 

(一) 建議可以考慮對電子商務形式的消費，採用類似消極所得的課稅規則，按來

源地所得徵稅； 

(二) 以一國發生的稅基侵蝕程度作為新的關聯性規則； 

(三) 以企業集團為單位，用公式分配法取代獨立實體核算與常規交易原則； 

(四) 引進新的電子常設機構關聯性規則。 

從 1998 年的渥太華會議到上述 2005 年的「現行對營業利潤課稅之租稅協定

課稅原則是否適用於電子商務」報告的描述，可以看出電子交易主要是以一種新興

的交易方式被看待，一方面各國意識到數位化的資訊與服務會造成原有常設機構

適應上的困難，但一方面又擔心課稅方式會壓抑這個新興技術的發展。當時主要的

討論經常聚焦於該如何選擇新的常設機構標準，例如以網站作虛擬常設機構或是

以伺服器作為物理常設機構的替代。 

                                                      
14 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2018)，〈數字化、商業模式與價值創造：OECD 觀點的發

展〉，《國際稅收》，2018 年 8 期，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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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陳清秀在書中定義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認為電子商務是指透

過網路進行商業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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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在網路上完成交易，包括商品也在網路上交付

的情形，完全不必有實體商店之物理設施，與一般交易之特徵有重大差異15。從定

義可以看出其強調的是不需要物理設備協助的交易方式，這是電子商務時代這個

議題的主要觀點。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730 號中，被告在一家設立於英屬

維京群島的公司(Alcohol Soft CO .LTD)的網站上販賣電腦軟體，該販賣網站以設立

於丹麥之伺服器建立網站，供消費者下載之軟體亦在此伺服器。但消費者刷卡購買

後，其授權碼乃是由另一 IP 在中華電信的伺服器回應發出給消費者。案件爭點之

一便是要確定，若被告以中華民國境內申請之網路 IP 傳輸授權碼給消費者，該行

為是否屬於在我國境內提供勞務收取報酬之營業行為。從判決中可以看到在電子

商務中以伺服器作為常設機構標準的觀點，實際上 OECD 在 2014 年的租稅協定範

本第 5 條的註釋中仍認為伺服器可能構成常設機構16。 

從渥太華會議的中立性、效率性、明確及簡化性、有效與公平性、以及具有彈

性等五項稅收原則，到 2005 年「現行對營業利潤的協定課稅原則是否適用於電子

商務？」之報告提出的四項建議，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對網際網路在稅收與經濟上的

影響的主要觀點，由於數位化技術的快速發展主要發生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因而此

時期並未對商業模式與價值創造過程有投入足夠關注17。 

  

                                                      
15 陳清秀，前揭註 1，頁 544。原文引自謄本哲也，國際租稅法，2005 初版，頁 250。 
16 OECD, MODEL TAX CONVENTION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CONDENSED VERSION 
2014, commentary on article 5, para.7, 42.1-42.10, at 112-114. 。https://www.oecd.org/ctp/treaties/2014-
model-tax-convention-articles.pdf。 
17 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前揭註 14，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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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數位化經濟時期 

網際網路在金融危機後，配合個人隨身裝置與智慧型手機普及率的提升，使用

者與網路的互動不再需要受限於設備，配合 4G 傳輸速度的提升，技術上的進步才

促進電子商務的營運模式有前面性的改變18。 

OECD 為了解決全球化下大型跨國企業藉由租稅協定的缺失所形成的稅基流

失現象，自 2013 年發起 BEPS 行動方案，並於 2015 年 10 月發布 15 項行動方案

的最終報告19(下稱 2015 最終報告)。報告中說明中，由於 BEPS 的主要目的是希望

各國本於實質課稅原則，讓課稅與實質經濟活動與價值創造互相配合一致20。而數

位經濟對於各經濟行業的廣泛滲透、對無形資產的高度依賴性、以及加速整合全球

價值鏈的影響，因而 BEPS 問題在數位經濟範圍內特別嚴重，同時又很難單獨針對

數位經濟制定政策，必須透過移轉訂價、防止濫用租稅協定、受控外國公司制度等

其他行動方案以及相互協調的跨境加值型營業稅收政策等措施，才能解決數位經

濟的 BEPS 問題21。因此報告中強調，數位經濟並不是一個新興的問題，只是數位

化的訊息處理技術加劇了 BEPS 的問題。 

對於數位化經濟的定義，一直到 2016 年 G20 在杭州峰會才首次明確表示，數

位經濟是指，「以使用數位化的知識和訊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在信息網路作

為重要載體，以訊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重要推動

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22 

                                                      
18 參考維基百科對 4G 的說明，https://zh.wikipedia.org/wiki/4G。（最後瀏覽日：06/12/2020） 
19 OECD.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on 1 – 2015 Final Report.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20 陳清秀，前揭註 1，頁 526-527。 
21 陳清秀，前揭註 1，頁 528。 
22 引自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前揭註 14，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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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意識到，隨著數位化經濟的興起，出現了一些新的商業模式，雖然這些

模式和傳統商業有相似之處，但隨著訊息通信技術的進步，這些商業模式將會在更

大規模且更多大量快速遠端處進行。OECD 花費大量篇幅介紹包括電子商務、支付

服務、應用軟體商店、線上廣告、雲端運算、高頻交易、以及參與式平台這七類新

興商業模式，對每一種模式說明營運方式、獲利方式、顧客組成以及全球相關模式

的營業所得金額23。這麼做是為了瞭解使用數位化技術的企業，在經營內容上具備

那些與傳統商業模式不同的共同特性，只有掌握數位化企業與傳統企業的差異後，

才能進一步討論該如何設計稅收方式，讓不同企業不會在稅捐上有不同對待。更重

要的是，讓各國在跨境企業中，能維持合理的稅捐分配。 

OECD 結合上述各種新興模式的討論，除了表明從稅收的角度，很難將數位經

濟與其他經濟進行區隔外，同時也觀察並歸納出數位化經濟與稅務相關的六個特

性24： 

(一) 高移動性，特別是智慧財產權的歸屬、消費者以及企業自身； 

(二) 對資訊的依賴，電子運算與儲存能力大幅提升，相對的單位成本卻大幅下降

(也就是銷售運送及再生產的成本比例極低，而研發等固定成本比例相對提高)； 

(三) 網路互動，個人行為會對其他使用者產生影響； 

(四) 多邊營運模式，多人在共用的平台上會產生互動； 

(五) 獨占寡占傾向加重，在電子商務中，不同於過去的傳統產業擴張時有建置成

本與管理成本擴張的考量，電子商務在擴張時成本改變及低，而使用者則偏向內容

                                                      
23 OECD, supra nore 4, paras. 116-150, at 54-62。 
24 Id. paras. 151-179, at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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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的銷售來源，因而助長了這種趨勢； 

(六) 波動與不穩定，由於成本低廉且科技變化快速，企業興起與淘汰的週期變短。 

從新興模式的討論中，OECD 不僅提出數位經濟的特性，同時也試圖藉由新型

模式的運作，說明數位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營業利潤與該利潤價值創造的要素， 

OECD 認為「大量數據的運用」以及「以數據驅動的市場經濟價值」可以為企業創

造價值，同時也強調數位化經濟的快速演化狀態，需要特別關注對稅收制度的影響

以及數位化經濟加速跨國企業整合全球業務運作的價值鏈的擴張25。 

 BEPS 的 2015 最終報告強調跨國企業的稅收問題並非有獨特屬於數位化經濟

的稅收問題，而是數位化經濟的特徵加速強化了 BEPS 的風險。OECD 成立的數位

經濟工作小組(TFTD)對新關聯性規則的顯著數位存在、對特定數位交易徵收預扣

所得稅，以及衡平稅三種方案進行分析，但最終並未在所得稅部分提供具體政策建

議，僅建議各國可以從報告中談論過的策略選擇適合國情的方式作為短期策略26。

並建議下一步工作應該要對 BEPS 的進程進行追蹤，在 2020 年完成持續工作的報

告27。 

  雖然 OECD 在這個階段對數位化經濟的了解比電子商務時代更進一步，但仍

以技術進步的角度看數位化經濟，在數位經濟特性的說明上強調的是技術上的特

徵，雖然比電子商務時期僅以技術變更看待數位化經濟，增加了網路效應及多層面

商業模式的擴展，但仍以數位技術對經濟活動影響的角度看待這個議題。而在新興

的商業模式的說明上，也同樣沒有在概念上整合各新興模式的內涵，而是以各別經

營內容說明該模式的特性。換言之，OECD 試圖藉由列舉說明各種企業類型的經營

                                                      
25 Id. paras. 366-367, at 143. 
26 Id. paras. 382-383, at 147-148. 
27 Id. para. 385, at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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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來呈現各類數位化企業在經營中的價值創造來自於「大量數據的運用」以及

「以數據驅動的市場經濟價值」。這個時期關注的焦點從數位化技術的影響轉向到

數位化企業，強調在數位化經濟中，企業如何將價值(主要為數據)轉換為收入。因

此數位化已經形成特定有價值的經濟活動，而非僅是對稅收有挑戰的技術28。 

BPES 行動方案對數位化在經濟活動以及對國際稅收的影響具有領航地位的

重要性。BEPS 根據數位化經濟的特徵，以及對各類新興企業的討論，最後總結出

數位化經濟對國際稅收的三大挑戰29：關聯性規則、數據的價值、以及所得分類的

問題。其中關聯性與數據價值的問題，貫穿了整個國際稅收制度對數位化經濟討論

的核心。 

在 BEPS 的 2015 最終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對現今國際稅收規則修改影響極大

的觀念，就是國際間課稅應本於「實質課稅原則」，課稅應與「實質經濟活動」與

「價值創造」，互相配合一致30。這個觀念，直接促成了國際稅收中對企業經營模

式的價值創造觀念的革新，並以此為方向試圖解決常設機構原則在數位化企業中

失效的困境。 

第三項 經濟數位化時期 

2015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二十國集團（G20）發佈了稅基侵蝕

與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行動方案 1：應對數位經濟

的稅收挑戰的成果報告，讓國際稅收的政策規劃人士更了解數位化經濟在國際稅

收上的影響，不過報告中並沒有提出電子商務營業利潤課稅的解決方案，而是強調

稅收議題將在 BEPS 項目的後續工作完成後，繼續進行相關工作，並在 2020 年繳

                                                      
28 Id. Box 4.1, at 64. 
29 Id. para. 248, at 99. 
30 這本來是行動方案 8-10 中，要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相配的目標。而由於數位化經濟中

許多交易與價值皆來自無形資產，因此在現階段成為許多關聯性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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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一份關於數位化經濟持續工作的報告31。在後續工作進度上，OECD 於 2017 年

組成數位化經濟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the Digital Economy, TFDE)，針對數位化經

濟在稅收上的影響進行調查，並且在 2018 年提交「數位化帶來的稅收挑戰：2018

年期中報告」32。之後 OECD 在 2019 年發布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項目公開諮

詢文件：應對經濟數位化的稅收挑戰」33(下稱 2019 公開徵詢文件)，一方面對成員

說明對課稅管轄權的劃分方式與防止稅基侵蝕問題所設計的相關規則架構，一方

面也希望各界人士就政策與技術層面提出建議，作為 2019 年 3 月召開會議的前期

準備，並強調文件內容所列舉的提案並非 BEPS 包容性框架之成員或 OECD 財政

委員會之共識意見34。在 2019 年 6 月時，G20 通過包容性架構下的工作計畫，計

畫包含兩大方針，方針一是針對關聯性規則與利潤重新分配；而方針二則是處理其

餘 BEPS 的議題。之後 2019 年 10 月 OECD 秘書處提出的「一致性徵稅方法提案」

（下稱稱一致性提案），便是為了落實方針一的目標所提出的文件35。在 2020 年 1

月的包容性框架會議後，發布「BEPS 包容性框架下解決經濟數位化稅收挑戰的兩

方針方案的陳述報告」36，並在報告的附件 1 中提出「關於方針一之一致性徵稅方

法大綱」(下稱一致性大綱)37，此大綱將作為後續討論之基礎。之後在 2020 年 2 月

發佈了「兩方針」改革可能帶來的收入影響的測算結果，希望能夠按照預期在 2020 

年底達成初步的共同解決方案，包含兩方針內容的聲明38。 

上述列舉的報告中，2018 期中報告以價值創造的觀點為後續建立新關聯性標

準提供理論依據，2019 的公開徵詢文件與一致性提案中的三項提案：顯著經濟存

                                                      
31 OECD, supra note 4, para. 360, at 138. 
32 OECD, supra note 6. 
33 OECD, supra note 8. 
34 朱炎生(2019)，〈經合組織數字經濟稅收規則最新提案國家間利益博弈分析〉，《國際稅收》，

2019 年 3 期，頁 6。 
35 魏世和編譯(2020)，〈OECD/G20 會議聲明有望改變數位經濟下的國際課稅規則〉，《經貿法

訊》，2020 年 265 期，頁 21。 
36 OECD, supra note 9. 
37 Id, Annex 1. 
38 何楊(2020)，〈經濟數字化背景下的國際稅收架構〉，《國際稅收》，2020 年 5 期，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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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案、使用者參與提案、以及行銷型無形資產提案，則是為價值創造如何建立關

聯性提供具體設計的架構，最後的 2020 年兩方針設計內容，則進一步試圖融合目

前各種單邊措施的設計，試圖建立具有國際共識的設計方案。這份文件可代表目前

國際對經濟數位化下稅收挑戰對應方式的最新觀點。 

從 2018 年期中報告到 2020 年的一致性大綱，國際稅制對數位化的研究重點，

已經從 BEPS 時期關注數位化企業在價值創造過程的課稅問題，轉向到因為數位

化技術而對經濟體造成的全面影響。例如，藉由數位化技術讓企業可以由多邊市場

升級到多邊平台，可以直接面對消費者，因而即便是傳統有形商品的企業，也會在

數位化環境中產生實質性改革，從而形成數位化轉型。經濟數位化強調應該由商業

模式的方式來理解數位化市場與數位化商業模式的特徵，因而不再採用 BEPS 在

2015 最終報告的方式，對不同類別的企業個別說明分析，而是採用類型化的方式，

以企業經營運行方式歸納出四種典型的企業模式，對各類模式進行市場分析，再以

分析結果審視實際企業內容對應的功能與框架39。在這個時期，關注的重點已經從

以數位化技術作為經營核心的企業，轉向到數位化技術在整個經濟環境中對企業

的經營提供了那些創造價值的新方式，強調數位化的影響已經擴及到整個經濟體，

而非特定經營內容的企業。 

近年來，一些國家面對稅收流失的困境，紛紛提出各類單邊措施，例如歐盟的

數位稅、印度的衡平稅以及英國的移轉利潤稅等。不同的措施各自有其建立關聯性

的基礎與利潤分配方式。我國面對這樣的趨勢，在缺乏足夠的話語權的國際現實中，

更有必要了解可能的變化。因此我們將從價值創造的理論出發，深入探究各類措施

如何從價值創造的觀點建立關聯性，做為我國後續政策設計時的參考。 

                                                      
39 這部分的說明將在本章第二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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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濟數位化之商業模式 

第一項 2018 期中報告的說明 

整體來看，2018 年的期中報告對數位化市場與商業模式與 2015 最終報告中在

討論上最大的差異在於 2018 年期中報告不再以個別的產業類型做為討論與分析的

對象，而改用市場分析方式，對企業以類型化的方式進行不同的價值創造模式分析，

探討數位化經營模式在獲利上具有核心地位的功能，藉由對創造價值有貢獻的功

能來建構課稅關聯性的依據，其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來說明： 

(一)OECD 對經濟數位化的議題方法採用商業模式的分類方式，重新建構數位化市

場和商業模式的特徵。數位化市場的特徵包括直接網路效應、間接網路效應、規模

經濟、轉換成本及鎖定效應和互補性等40。OECD 對上述的特徵在數位化市場中如

何創造價值提出說明，並強調上述現象並非經濟數位化所獨有，不過數位化範圍的

擴大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這些特徵之間的相關性；而由於這些特徵互相增強，因而引

發經濟環境產生整體運作方式的轉變，造成新商業模式的出現以及舊商業模式的

運作與獲利方式的變革 

(二)OECD 強調「間接網路效應」和「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s)」的概念是分

析數位化商業模式的核心關鍵41。間接網路效應和非中性定價策略是多邊市場定義

的兩個關鍵特徵，間接網路效應是通過線上平台由特定類型的使用者(如社交網路

使用者)與另一類型的使用者(如社交網路廣告投放商)互動中而產生的額外效益。

非中性定價策略則是強調多邊市場的各類使用者中，對於平台價格變動的敏感度

不同，因而平台業者可能對價格敏感度較高的使用者採取免費措施，吸引該類使用

者持續使用該平台(例如一般使用者)；並對價格敏感對較低的使用者收取費用，賺

                                                      
40 OECD, supra note 6, para. 42, at 26-27. 
41 Id. para 47,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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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利潤(例如對廣告投放收費)。間接效應能夠讓經營平台公司從終端使用者的邊際

效用之外獲取利益的同時，也允許平台向市場一邊收取更多費用，並降低另一邊終

端使用者的價格來增加使用者(或交易)的數量。這個部分最終成為各國將使用者參

與作為建立課稅權論點的依據。 

為了進一步觀察多邊市場的經營模式，OECD 提出了包括多邊平台、零售商、

輸入供應商和垂直整合企業在內的四種格式化商業模式，從各類企業的核心功能

出發，探討這四類企業模式在經營上對應網路運作特性的關聯，包括網路效應、定

價方式、是否有連結功能(中介)等等，試圖釐清四類企業模式運作方式，作為進一

步分析其價值來源與對應的稅收影響的基礎42。 

第二項 典型商業模式 

OECD 在 2018 期中報告以經濟數位化(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作為對

數位化技術影響的說明。在 2015 最終報告內以數位化經濟(the Digital Economy)強

調數位化經濟活動已經是經濟的一環，而非是一種數位化技術，而 2018 期中報告

的經濟數位化則是強調整體經濟環境已經全面受到數位化技術的影響，不應以單

一產業模式來看待數位化的議題，而是應該以數位化技術在整體經濟環境中對各

產業造成的影響來分析數位化與企業經濟運作的關係。這個觀點可以作為 OECD

從 1998 年渥太華會議以來對數位化議題觀察結果的總結—數位化已經全面變更了

經濟環境，而非僅是新興產業。 

 為了能全面的理解經濟環境受到數位化影響的內容，OECD 引用 Hagui 與

Wright 的文章43，將商業模式分類，重新描述數位化市場與數位化商業模式的特徵，

探討不同經營模式間特徵彼此的互動對經濟結構的轉變，如何形成新的商業模式

                                                      
42 Id. para. 58 and Figure2.1, at 30-31. 
43 Id. paras. 58-64, at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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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讓傳統商業模式的發生實質改變。並說明這樣的改變造成以價值鏈為基

礎的價值創造程序在適用上產生困難，因而最終從價值創造程序的觀點上發展出

價值鏈、價值網路、以及價值群三種不同營運方式的價值創造程序。 

第一款 數位化市場的特徵 

從 2000 年就有數位經濟的相關分析，但當時強調離線與線上交換貨物或勞務

的市場，這些分析中的結論與觀點雖然差異很大，但仍可看到一些共識44： 

(一) 直接網路效應(Direct network effects)：消費某個特定貨物或勞務要依賴另一端

使用者消費同樣勞務或貨物。此效應稱為直接網路外部性，有時被稱為直接網路效

應或消費外部性，是正向的外部性。社交媒體跟線上訊息服務就是典型例子。這些

商業的價值隨著使用者的數量增加而增加，例如線上遊戲。 

(二) 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s)：興起於多邊市場的情境。不同族群使

用者間彼此具有正面強化使用誘因的功能，某些使用者可以由其他類型使用者的

參與得到好處，例如租房、交通或 P2P 電商。而數位化技術強化了使用者間互動

的正面效益。 

(三) 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是指通過擴大生產規模而引起經濟效益增加的

現象。數位產品與勞務通常有相對高的固定成本與低的變動成本。例如軟體發展。

雖然很多例子中，邊際成本會仍不可忽略，但也有多消費品不具排他性，例如電子

書，邊際成本接近零。 

(四) 轉轉換成本與鎖定效應(Switching costs and lock-in effects)：數位交易可以在各

種元件上進行，但是終端使用者的使用介面會有不同的操作系統。因此，消費者可

能被鎖定在特定的操作系統上(例如蘋果系統)。這種效應與心理及金錢有關，社交

                                                      
44 Id. paras. 42-47, at 26-28.  



doi:10.6342/NTU202003355

20 
 

媒體與 Email 也是類似的例子，此外智慧型手機系統也有同樣效應。 

(五) 互補(Complementarity)：在數位市場很多交易的貨物與勞務是互補的，也就是

說，消費者同時購買數種產品時會有較高的合併效用。例如購買手機與筆電時，選

擇採用相互配合的操作介面會有較高的使用效益。另一個例子是，使用智慧型手機

後使用者比較容易分享個人內容，因而提高使用者上網的意願與時間。 

這些特質可以用來描述數位化或非數位化市場，因此這並非是數位化市場特

有的。但是由於數位化技術的進步，市場與商品持續地朝向數位產品與交易的偏移，

因而大幅強化了其中的關連與彼此間互相強化，最終形成了經濟上結構性的轉型。

例如低邊際成本以及全球遍布的網路讓數位化商業可以快速地擴大規模；而直接

與間接網路效應則增加數位化商業創造的價值，因為大量使用者的直接參與而強

化了使用效益及經濟價值；不同商業線的互補也提升了經濟的範疇，相同的發展成

本可以在不同的商業線分攤，經由商業線的串連而降低使用者的在適應上的時間

成本。數位化商業可以藉由擴充商業範圍而達成競爭優勢，這樣的優勢可以變得十

分堅固，藉由使用者在改變硬體及操作系統上的適應成本而強化使用者固著於該

企業產品。 

上述的特徵對數位化企業而言是兩面刃。一方面來說，這表示當一個現有公司

已經主宰市場時，新的公司會很難進入，包括使用對現有系統的習慣偏好與新進企

業的邊際成本較高的問題。另一方面，低邊際成本與非排他性也代表新的進入者可

以短時間內取代現有公司，只要新進入者提供品質較佳的產品並得到使用者的認

同。一旦有足夠數量的終端使用者轉換到新產品，既有的公司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失去整個市場。例如搜尋引擎與社交平台。 

因為數位化造成的經濟活動的過程加速，因而讓數位化企業在稅收上的影響

擴大。數位化經濟中，不同管轄地區的終端使用者可以不須額外時間或產品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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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交易。因此數位產品與勞務散播的更快，市場更明確，想法流通更快，因而企

業更容易辨識、結合並發展企業的消費者基礎。這使得經濟活動的速度加快，這也

表示優先進入市場企業的優勢更大。但也由於使用者可以快速改變其選用的產品

與企業，因而造成各國掌握企業實質經濟活動的困難度相對提高。 

整體來說，因數位化帶來的結構變化改變了經濟模式，造成新型企業模式的出

現，對舊企業模式有實質改變，特別是多邊市場形成後，產生的間接網路效應與非

中立價格結構，對多數創新數位化商業的成功是極為關鍵的要素。底下是針對多邊

市場的說明。 

第二款 多邊市場 

就像非數位市場一樣，數位或是線上市場可以是單一或是多邊。在單邊市場中，

銷售者只跟特定的顧客交易，例如一個讀者跟一家書商買書。在多邊市場中，不同

族群的顧客從一家公司取得不同的產品與勞務。多邊市場過去就存在，例如電視廣

告呈現給聽眾，新聞報紙也呈現廣告給讀者。不過數位化促進了以多邊市場為核心

的企業的興盛。尤其數位化降低了通訊成本，允許商業快速成為全球基礎的供應商，

建立跨越多國的使用者網路、線上平台以及移動裝置。新的數位化企業通常可以作

為媒介來連結不同的使用族群，這在非數位環境下很難達成。不同的使用者可以跨

區交易是多邊市場的核心，並且具有極大創造價值的潛力。經濟分析已經介紹了多

邊市場的概念，並且用於研究一些新的數位化商業模式，這些模式借用這種能力來

創造巨大的網路45。 

多邊市場被定義為兩種特質的合併體現：間接網路效應與非中立價格策略。底

下分別說明： 

                                                      
45 Id. paras. 48-49, at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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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間接網路效應46 

間接網路效應是指在某邊的終端使用者的增加會造成另一邊終端使用者的效

益。例如租屋平台連結屋主與租客，不論是屋主或租客端的增加都對另一方有好處。

以這個例子說明，線上平台的功能在促進交換以及將市場兩邊的資訊合併在一起，

如果沒有平台則大多數的交易不會發生而顧客可能租用更多傳統住處。 

從這個角度來說，線上平台本質上是提供中介服務給數位市場不同端的使用

者，而且可能根據對其使用者的控制程度不同而有差異。數位化市場模式的經濟成

功依賴在不同族群的終端使用者的中介能連結大量的終端使用者。從這個角度來

看，網際網路可以讓數位化商業連結市場兩端的大量的參與者。而線上多邊平台可

以獲利的關鍵，是基於平台業者可以對市場上不同使用端的使用者收取不同費用，

價格彈性低的使用者可以收取較高費用，而彈性高的使用者則可能僅需免費註冊

便取得使用權。 

第二目 非中立價格結構 

前述針對不同使用需求與彈性的使用者採取不同定價模式的特徵，便是非中

立價格結構。正向的間接效應表示平台企業可以取得高於終端使用者的效益，允許

他們對一邊的使用者收較高費用而降低另一邊的費用。因此，價格結構是非中立的，

因為最佳價格可以低於提供者那邊的邊際成本而高於另一邊；較低價格彈性的終

端使用者會被收較高的費用。 

這表示對平台的經營者而言，根據間接網路效應與價格彈性，最佳的作法可能

是提供一方免費服務。因此，所謂以物易物便有實施的可能，這是指非金錢而以貨

物或服務為對價的交易，雖然沒有金錢的補償，但以提供使用者使用為條件，作為

                                                      
46 Id. paras. 50-52,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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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平台上提供有價值的數據資料為對價，例如使用者連結，使用者個人資料

或創造的內容。許多社交網路平台便是採取這樣的策略，終端使用者經常可以免費

使用特定服務，而平台經營者則以取得使用者的數據資料，作為對另一端使用者收

取服務費的基礎。典型的例子就是賣消費者鎖定廣告給另一端47。 

第三項 多邊平台的商業模式 

在經濟數位化中，經由不同類型的線上或網頁介面與使用者互動的商業模式

稱為平台。平台通常可以區分為單邊平台與多邊平台，但在 2018 期中報告內，基

於討論重心為網路企業，因此報告中所稱之平台皆為多邊平台。此外 OECD 採用

Hagiu 與 Wright 的定義，對平台增加了兩個條件：一是平台允許不同邊的市場使

用者直接互動；第二是該平台市場各邊的終端使用者必須加入平台成為會員48。 

這個比較嚴格的定義可以對於多邊平台與其他數位化商業提供一個比較精確

的區隔。為了能了解目前數位化企業的營運方式與對價值創造具有功能的部分，

OECD 引用 Hagui 與 Wright 的文章，探討四種在單邊或多邊市場運作的典型商業

模式，根據這四類模式是否具備間接網路效應、中介功能、使用者歸屬、價格控制

與責任、以及最終產品生產這五項特徵，來區別四類格式化商業模式的差異，進而

釐清對稅收制度的影響。四種典型商業模式簡述如下49： 

(一)多邊平台：讓終端使用者交換與交易，並將對顧客的控制權與責任交給賣家；

終端使用者隸屬平台並且經由市場互動，因此間接網路效應是重要的，例如 Uber，

Facebook，亞馬遜商城。 

(二)零售商：企業從供應商取得產品，包括控制權，銷售給買家，零售商控制價格

                                                      
47 Id. paras. 53-54, at 29. 
48 Id. para. 57, at 30 
49 Id. para. 58, at 30-31. 



doi:10.6342/NTU202003355

24 
 

並對賣家承擔責任; 不允許終端使用者互動，不必要求顧客隸屬平台。例如Alibaba，

Amazon e-commerce，Netflix。 

(三)輸入供應商：企業或個人供應其他企業或公司產品。相對於多邊平台，輸入供

應商既不作為中介也不與最終顧客互動，只跟另一家公司互動，例如 Intel。 

(四)垂直整合公司：公司取得供應商的擁有權，並將市場的供應端整合進企業。例

如 Amazon e-commerce (倉儲與物流)、Netflix (影片製作)。 

 2018年期中報告將上述四種典型商業模式與經營特徵合併為表一。OECD觀察

發現，較大型的數位化公司都是從多邊平台開始，然後再慢慢發展其他商業線並進

行整合。從市場運作來說，傳統的垂直整合的公司有時會受到多邊平台的挑戰，後

者常常比前者有競爭力。許多公司會結合四種格式化模式中的幾類模式，對不同的

經濟活動採用不同模式。例如亞馬遜公司對需求較穩定的部門採用零售商模式，而

對需求波動較大的商品則採用多邊平台模式；而Netflix則是以零售商出身，之後又

加入影片製作部門50。 

表一、典型商業模式之特徵 

 多邊平台 零售商 輸入供應商 垂直整合公司 

間接網路效應 有 有 無 有 

中介 有 有 無 無 

使用者隸屬 高 低 -- 

(不與最終顧客

互動) 

低 

價格控制與責任 終端使用者 零售商 公司 公司 

最終商品生產 無 無 無 有 

改編自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Interim Report 2018: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Paris: OECD, 16 

March 2018）, at 31。 

                                                      
50 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前揭註 14，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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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多邊市場商業模式之價值創造 

OECD2018年期中報告描述了數位化市場中運作的企業的結構特徵，主要的目

的除了說明經濟數位化的經營方式有基本理解外，更重要的是作為建立價值創造

基礎在國際稅收體系上作為理論基礎。 

企業要如何選擇商業模式要考慮許多因素。不同商業模式的選擇，特別是多邊

模式與零售商，以及混合或結合不同模式，是根據企業發展策略以及其他因素，其

考量主要有：規模經濟的影響、企業在直接與間接網路效應的獲益、供應商與經營

者以及使用者的資訊不對稱能產生的非中立價格優勢、以及藉由企業跨生產線取

得的邊際成本優勢。特別要強調在多邊平台的交易中，使用者本身即是該商業模式

中的價值所在，經由間接網路效應與非中立價格即可為該平台創造價值。 

如前所述，由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ope)，許多數位化公司結合四種典型

的商業模式中不同元素或是在不同的活動採用不同的模式。例如，Alibaba 與

Amazon 線上商場，在市場上某些需求波動較低的部門在運作上像是零售商，而波

動較劇烈的部門則比較採用多邊平台，以此方式，較低需求風險的交易不會承擔存

貨風險。而像一些音樂串流商業則以兩種不同商業模式運作，例如免費會員模式從

廣告商得到收入或是會員模式從會員費得到收入。而 Netflix 則是由純零售商模式

進入市場，之後再加入影片製作到公司經營的商業模式51。 

第五項 小結 

本節由經濟分析的角度，說明數位化企業在網際網路下的幾個重要特徵，多邊

市場的威力在網際網路下有驚人的擴展，無視空間距離能及時將各方資訊串連流

通的特徵，讓平台發展出許多不同於以往的經營可能。隨後以四種典型的經營模式，

                                                      
51 OECD, supra note 6, para. 61, at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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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並比較線上交易特徵在四類典型企業模式中各自的貢獻。藉此說明經濟數位

化下企業經營的獲利方式，以提供本章第三節價值創造模式的討論基礎。其中特別

值得關注的多邊平台的模式，在表一中可以看到，邊平台主要是連結各類使用者，

並且由於沒有最終產品的製造，其獲利不同於銷售貨物的企業，主要是以平台產生

連結以及連結後的相關服務為獲利來源。 

第三節 價值創造模式 

第一項 價值創造理論的起源 

價值創造的討論始於價值鏈，1985 年 Porter 以製造業為例，首次提出價值鏈

理論52。價值鏈分析將公司劃分為個別的活動，藉此呈現出企業經營活動中那些行

為具有創造價值的功能。其中，價值創造主要有兩個來源：向客戶提供可以高於其

他公司產品價值或生產中可以降低成本的產品。不過，自波特的觀點提出以來，在

數位化下經濟發展影響，學術界對傳統價值鏈模型提出了三點批評意見，分別是：

對來自數據資料體現的價值創造的解釋能力有限；價值鏈最初是為適用於國內企

業而設計的，面對全球化市場有適用上的疑慮；以及對服務類型企業的價值創造流

程適用程度有限53。 

首先，對第一個批評來說，經濟數位化的一個關鍵特徵是因為網際網路使數據

和資訊得以高效快速傳輸。雖然 Porter 在 2001 年提出將網際網路作為一項增加效

率的推動因素，但他並未將數位化技術視為轉變經營模式的策略。因而 Rayport 和

Sviokla 提出虛擬價值鏈(virtual value chain)概念，強調資訊是價值創造的中心54。 

                                                      
52 Michael M. Porter (1998),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引自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前揭註 14，頁 24。 
53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66-67, at 35. 
54 Id. para. 68,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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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於第二個批評，隨著全球化發展，價值鏈的概念被擴大，因而引入全

球價值鏈(GVC)概念來描述企業跨越多個管轄地區的生產過程是必要的。考慮到數

位化企業生產過程中的各項步驟以及其最終產品和服務可以跨越國界，因此全球

價值鏈與經濟數位化具有高度相關。 

最後，針對第三個批評，2018 年期中報告引用 Stabell 和 Fjeldstad 的文章，以

保險公司作為分析案例說明價值鏈概念很難描述從事服務提供之商業模式的觀點，

並於引用兩位作者在 1998 年提出的兩項替代模型作為補充：價值網路和價值群55。

在數位化時代的企業，談到服務的提供時，相對於有形貨物的製造，企業獲利貢獻

的分析應該採更開放的價值創造理論，不侷限於價值鏈的模式。 

本章第二節指出數位化如何影響市場結構，解釋了數位化不僅能使企業發展

新產品與服務，也帶來結構性的經濟改變，對跨國企業的商業模式的基本觀點的改

變，包括價值創造模式。價值鏈模式企業的概念中，價值是以線性生產流程為基礎

所創造，例如傳統的垂直整合製造企業。也包含零售商，他們的主要活動遵循著連

續性的模式。而價值網路的概念描繪的企業，其價值來自在數位化下以平台連結使

用者、供應者以及顧客，此類別包含所有型態的多邊平台。而價值群的概念是描述

藉由整合資源--例如硬體軟體與特定知識--而創造價值的企業，其獲利來源是解決

顧客的問題或需求。 

要注意的是，任何價值創造流程的分類在應用到實際公司及其企業線時都有

其侷限。為了簡化討論，之後在介紹時會依循兩個原則，其一是將大量依賴數位化

的許多不同企業有系統的分為價值鏈、價值網路以及價值群三類；其二是有系統的

描述各企業模式的價值創造流程。首先我們將說明這三種價值創造的概念。 

 

                                                      
55 Id. paras. 70,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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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價值鏈56 

價值鏈是一種公司理論，以線性連結的角度分析企業活動，其中的價值創造是

來自將輸入轉換到輸出的一連串間斷但相關的連續活動(每個活動都可視為一個生

產功能)。這種價值創造模式是採用線性結構的方式來檢視所有的活動：包括公司

產品設計、生產、行銷、運送及維修，以及這些活動間的互動。 

價值鏈將企業經營分成五個主要活動及四個支援活動，各活動的效率決定整

體的獲利程度。主要活動是以其牽涉產品的物理性的創造、銷售與傳送到最終顧客

而組成。包含進貨物流、製造營運、出貨物流、市場行銷以及售後服務。企業如何

實行每個活動很大程度是根據不同企業與產品的關係。例如，對零售商而言，出貨

與進貨是最重要的(例如：Alibaba, Amazon retail, Walmart)；但對製造商而言，製造

過程才是最重要的(例如, 蘋果手機的製造線)。其他與一個特定價值鏈特色相關的

重要因素包括企業歷史、策略、以及其活動的經濟基本面。任何企業中，主要活動

都在某種程度上對企業競爭優勢有貢獻。 

主要活動的成功必須依靠支援活動達成，包括提供購買輸入品、技術、人力資

源及許多企業功能的協助。這些支援活動包括採購、人力資源管理、以及技術研發

與公司基礎建設。前三者的每一個都與特定的主要活動有關也同時支持整個價值

鏈。但公司基礎建設並不與單獨主要活動有關而是支援整個生產鏈。 

與第二節中四種典型企業模式對比，價值鏈的企業包括傳統、垂直整合的有形

物品製造公司(例如：BMW, Coca Cola, Unilever, IKEA)，但任何其他線性運作的生

產流程的公司例如軟體或電影無形物品的公司也包括其中 (例如： Disney 影片、

Sony 遊戲、Microsoft 的軟體、以及 Netflix 製作原創影片)。同時也包含經營網頁

                                                      
56 Id. paras. 74-79, at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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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售商，包括有形物( Alibaba, Amazon retail, Walmart)與無形物( Netflix where it 

purchases content, Spotify, Tencent’s music distribution business line)。最後，價值鏈

也包含輸入供應商，例如為零售商生產貨物的公司(Intel)，以及設計各類應用程式

在線上應用程式商店販賣的企業。 

第三項 價值網路57 

如果說 20 世紀初期是產品大量生產的時期，從汽車開始各類有形商品的產量

大幅上升，那麼 21 世紀便是服務的興盛時期。數位化的影響之一便是企業的經營

內容持續的朝向服務提供偏移，而非有形商品的製造。這樣的發展挑戰了之前談到

的價值鏈的適合性，不論是價值鏈偏向線性架構，或是價值鏈以製造觀點的線性功

能分類，都無法有效的分析服務型態企業的價值來源。相對於此，價值網路對於高

度數位化的公司是較為合適的形式，尤其是以多邊平台為基礎的企業。 

價值網路依賴一種中介技術，這種中介技術被平台操作者用來連結想從事交

易或建立關聯的使用者，這種中介技術協助位於不同時空的終端使用者彼此交換

訊息與內容。價值網路在傳統非數位化中也有對應的例子，例如勞工仲介商將雇主

與找工作的人進行媒合；或是銀行媒合投資者與借款人。不過在網路世界中，中介

技術的功能大幅的提高，可以輕易連結所有能想像的供給與服務的使用者與顧客。 

在數位技術下的價值網路包括社交網路，可以將個體帶入共存的社交範圍並

讓廣告商可以鎖定使用者族群；搜尋引擎，可以免費的提供使用者檢視特定網頁，

並傳回網頁內容，並藉由以鎖定標的廣告與銷售使用者資訊得到報酬；也包括提供

交易的商業平台，允許使用者在平台上交易貨品與服務；或是分享資源平台，藉由

協助個別使用者彼此連結或分享其空閒資源，例如汽車或房子，來完成耐久財或資

                                                      
57 Id. paras. 80-86,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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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合作式消費。 

這些商業模式為生產者與消費者開發流程與服務，以及處理資訊。價值網路

一詞強調一個概念，對任何特定的使用者而言，此價值的重要關鍵在於這個連結

了其他使用者的集合，也就是這個平台。在價值網路中，價值是由「連結」所創

造，連結可以是直接的，例如電話服務、社交網路、或是其它讓兩個使用者必須

經由該功能才能連結的服務。連結也可以是間接的，例如：個人客戶銀行業務)或

保險，顧客並不與其他顧客直接連結，而是一群顧客經由一個共同單位所連結。

基本的價值網路是由三個主要活動組成，以及與價值鏈相同的四個支持活動組

成，其效率決定該企業的獲利。組成價值網路的主要活動是： 

(一) 網路宣傳與契約管理：此活動處理招攬潛在使用者參加網路，選擇可加入的

使用者，以及管理服務及收費的契約的發起管理與終結。 

(二) 服務開通：此活動處理顧客間連結的建立、維護、與結束，以及對顧客收到

的價值(服務)計費。此連結可以是像電話那樣同步也可以是像 Email 或銀行那樣

非同步。計費可能是以使用者對網路使用的時間或使用量來計費。 

(三) 網路設備運作：此活動處理實體與資訊運作的維護與運行，此活動另網路處

於警醒狀態，準備好對顧客提供服務。 

與價值鏈的價值創造分析相同，企業如何實行每一個活動很大程度的是根據

其產品與服務的內容。不過，與價值鏈中線性的活動順序不同，價值網路中的活動

是同時完成。 

在價值網路中的收入可能來自訂閱費用(例如 LinkedIn Premium)、或是現用現

付(pay as you go)或是使用後付費(例如 Airbnb, BlaBlaCar)。在其他的例子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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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Facebook、以及 Twitter，這些企業免費提供服務給部分使用者，讓使用

者進入平台使用平台部分功能，但要求使用者提供平台經營者有價值的資訊或內

容。這些資訊或內容可以是個人資訊，包含個人興趣，可以被用於特定廣告而創造

收益；也可以是其他使用者可以取得或觀看的內容，藉此提高平台的使用量與閱聽

或參考價值。這種企業以低於市場一端邊際成本的非中性定價機制，通常是在多邊

市場的公司實施。 

參考四種典型商業模式，以價值網路導向創造價值的企業的例子包括許多類

型的多邊平台—例如電商中介(例如：亞馬遜商城、蘋果 APP 商店)，分享資源(例

如：Airbnb)，以及社交網路(例如：Facebook、Twitter)。 

第四項 價值群58 

即使價值網路的概念描述了更高度數位化的公司型態，但並非所有的服務企

業模式都是依賴網路連結創造價值。另一種無法以價值鏈或價值網路分析的服務

便是價值群。價值群在單邊市場運作，企業與某個特定類型的使用者或顧客發生互

動，其特色是使用高度密集的技術來解決特定顧客的需求或困難。密集技術是整合

硬體，軟體與知識，用來影響特定結果，通常出現在專業服務上。需要解決的問題，

或是顧客的需求會決定這個企業的活動密集度。典型的例子包括用來診斷並治療

病人疾病的醫藥技術、用於大學研究執行實驗的實驗室技術、商業諮詢、專業資料

分析、軟體發展或是雲端運算。所有這些例子都針對高度客製化要求提供技術解答，

使企業可以對外尋求技術性的基礎建設的資訊與協助。 

顧客困難是以其現有狀態與期待狀態中的差異來定義，例如非數位化企業運

作對現有狀態該如何改變為以雲端為基礎的運作，而問題解決的過程就是其價值

                                                      
58 Id. paras. 87-97, at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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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要注意的是價值群通常發生在企業與其顧客高度資訊不對等的狀態，此不

對等是顧客付費尋求企業協助的原因。不論顧客的問題解決是以什麼程度的標準

化內容為解答，其價值創造的過程都是針對個案需求組成。基本的價值群是由五個

主要活動與和價值鏈同樣的四個輔助活動所組成，同樣是由效率決定獲利。組成價

值群的主要活動為： 

(一) 問題發現與取得：此活動包括紀錄，詢問，以及形成一個待解決的問題。發現

問題與取得和價值鏈中的行銷與業務有許多共同之處，其面對的顧客都有待解決

的問題。 

(二) 問題解決：此活動包括創造以及評估各種可行的替代方案。 

(三) 選擇：在各種替代方案中選擇問題的解決方案。選擇解決方案這個行動，在多

數情況下在時間與精力上的耗費是有限的，但在創造價值上是極為重要的，是亟需

專業整合的行動。 

(四) 執行：此部分活動包括溝通，組織以及實施選擇的解決方案。 

(五) 控制與評估：此活動包括測量與評估該解決方案的實施已經多大程度的解決

原始的問題。 

價值群是一個循環系統，其執行後的評估可以另一個新問題的問題發現活動。

在價值群中，價值創造來自對顧客需求提供對應的特定解答，而非低價的服務。企

業聲譽是價值的重要標誌，可經由獲獎，明星員工，在有名氣的期刊中發表，或是

從高顧客需求-排隊等候的人數或是很難取得來顯示其聲譽。對應的企業模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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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其他企業計算能力之輸入供應商(例如雲端計算公司)以及垂直整合的專業服

務公司。 

第五項 根據價值創造理論的企業模式分類 

這三種價值創造類型(價值鏈、價值網路、以及價值群)在數位化時代提供了價

值創造模式的分類方式。OECD 總結上述討論的價值創造概念的主要特徵與典型

商業模式，並附上特定公司名稱協助了解每種價值創造的概念。生產線被分組到各

類型中(例如，貨物製造、經銷商、不同類型的多邊平台-包括社交網路、雲端運算)

以解釋相同企業模式分類的基礎。為了清楚呈現價值創造原則的理論基礎以及價

值創造原則與企業類型的關聯，本文參考學者劉奇超59等人的文章，將 2018 期中

報告的表 2.5 重新修訂為表二與表三，並加入報告中舉例的對應企業。 

表二、價值鏈、價值網路與價值群的概念對比表 

 價值鏈 價值網路 價值群 

一般描述 價值鏈的目標是通過

個別但相關且連續的

線性活動，將輸入原

料轉變為產出品。 

價值網路的目標是以

中介的身份提供服

務，促成企業自身與

顧客、以及顧客與顧

客間的連結。價值創

造可以來自使用者的

互(例如電話)動或提

供第三方作為終端使

用者的連結平台(例如

銀行)。 

價值群的目標是解決問

題，讓顧客得以將現有

狀態轉變為更加符合期

望的狀態。價值創造來

自企業與顧間資訊不對

稱的狀態(知識不對等)。 

主要技術 線性關聯：從輸入原

料開始並持續向最終

消費者運送最終產品

的線性流程。 

平台：被組織用於連

接有意參與交易的使

用者或顧客。 

知識整合：用於改變特

定狀態的設備與知識。 

價值創造邏

輯 

企業在每個線性功能

中為製造的商品添加

對顧客有價值的改

藉由讓使用者間完成

連結，互通訊息的方

式創造價值。 

通過解決（或再解決）

顧客問題或需求的方式

創造價值。 

                                                      
59 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前揭註 14，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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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最終送達使用者

手中。以此線性方式

創造價值。 

主要業務活

動 

活動以連續線性方式

組織： 

 原料輸入 

 製造 

 運送 

 行銷 

 售後服務 

活動以同時、平行的

方式組織： 

 網路宣傳與契約

管理 

 服務提供 

 網路設備運作 

活動以重復循環的方式

組織： 

 問題發現和獲取 

 問題解決 

 選擇解決方式 

 執行 

 控制與評估 

支持活動 企業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發展；採購。 

引自：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2018)，數字化、商業模式與價值創造：OECD

觀點的發展，國際稅收，2018 年，8 期，頁 25。 

表三、價值鏈、價值網路與價值群的代表性商業模式對比表 

 價值鏈 價值網路 價值群 

傳統商業模

式案例 

 製造業 

 零售商 

 連接僱主和求職

者的勞務中介 

 連接投資者和借

款人的銀行 

 用於診斷和治療疾病

的醫療技術 

 專業服務（法律、諮

詢、財務） 

數位經濟商

業模式案例 

商品製造（垂直整合

企業） 

有形商品： 

 Coca Cola, GE, 

IKEA, Microsoft 

(桌上電腦、平板

電腦、Xbox), 

Apple (桌上電

腦、平板電腦、 

iPhone). 

無形商品和數位內

容： 

 影視內容：

Disney, Netflix, 

Sony 

 標準化軟體： 

Microsoft, Adobe, 

零售商 

多邊平台 

電子商務中介： 

 有形商品： 

Amazon 

Marketplace, eBay, 

 無形商品： 

Trivago, 

Booking.com, 

Hotels.com, 

服務中介： 

 共享經濟： 

AirBnB, Uber, 

 社交網路：

Facebook, 

LinkedIn, Twitter, 

 線上遊戲和賭博 

 搜索引擎：

Google, Bing, 

雲端計算／向其他企業

提供計算能力的輸入供

應商（＂X 即服務＂，

可能完全的垂直整合） 

基礎設施即服務

（IaaS）： 

 Microsoft, IBM,  

平台即服務（PaaS）： 

 Microsoft, IBM, SAP 

軟體即服務（SaaS）的

業務線一般歸入價值鏈

分類，除了課製化軟

體。 

專業服務（垂直整合企

業） 

 物聯網（IoT）諮

詢：GE, Siemens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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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商品： 

 Alibaba, Amazon 

retail, JD.com, 

Tencent, Walmart 

無形商品和數位內

容： 

 影視內容：

Netflix, Sony (影

視/音樂),  Best 

Buy 

輸入供應商 

 為出售給零售商

而製造商品的企

業：Intel,  

 為供應應用商店

而創造應用的企

業 

Yahoo, 

 電子郵件：Gmail, 

Yahoo,  

 線上內容：

TripAdvisor 

reviews, YouTube 

 電子支付：   

Paypal,  

引自：劉奇超、曹明星、王笑笑、王和美(2018)，數字化、商業模式與價值創造：OECD

觀點的發展，國際稅收，2018 年，8 期，頁 26。 

第四節 數位化企業之共同特徵 

價值創造模式談到各類企業在不同的運作模式下以及價值創造的主要活動來

源。本節的目的則是根據數位化企業模式中的共同的特徵來說明這些特徵與價值

創造的關聯。2018 期中報告中指出，高度數位化經營的企業具有三項關鍵特徵，

包括大規模無實體的跨境經營，依賴於無形資產（包括知識產權），以及數據、使

用者參與結合智慧財產權（IP）之綜合效果60。本節將先說明這三種特徵的內容，

描述各個特徵在企業經營活動中與價值創造相關的部分，進一步釐清價值創造在

各類型的企業中可能的來源，作為建立課稅關聯的基礎。 

                                                      
60 OECD, supra note 6, para.130, at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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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大規模無實體存在之跨境經營61 

全球化讓企業可以在不同國家安置生產流程的不同部分，在同一時間接觸全

球各地大量顧客，這個趨勢在數位化環境下被強化，藉由網際網路讓企業在經營時

得以無視使用者、顧客以及企業總部的地理位置。經由遠端技術的使用，許多數位

化企業可以有效且大量涉入不同國家的經濟生活，卻無需任何明顯物理存在，因而

達成無需實體存在的大規模跨境經營行為，造成越來越多的企業可以在某個國家

有經濟活動卻不需要物理存在。在分析四種典型企業的價值創造流程時，這個特徵

在多邊平台的影響最為明顯。當各地的使用者經由網路在瞬間跨越不同空間而在

平台上可以即時互動時，過去賴以建立課稅關聯性的常設機構原則在適用上已經

不足以對應這樣的經營方式，因而必須重新檢視具有這個特徵的企業在價值創造

上的重要功能，藉此重建課稅關聯性的依據。 

雖然數位化已經讓許多公司可以達成無需實體存在的跨境大規模經營活動，

但必須強調企業持續增長的全球經濟足跡並不是數位化企業模式的獨有特徵。越

來越多公司可以做到在一個國家中有經濟存在卻不需要維持顯著物理存在的現象，

這也是全球化日漸普遍後產生的效益，雖然數位化是背後促進的重要推手，卻並非

是數位化企業所特有的現象。 

第二項 依賴無形資產62 

無形資產是企業價值的重要核心，因而企業無形資產管理控制處的地點可以

對企業獲利被課稅的位置有影響。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的統計資料，智財的需求在過去十年經歷高速的成長。

將工業設計，專利，商標，以及使用模式(utility models)加總在一起，總智慧財產權

                                                      
61 Id. paras 131-134, at 51-52. 
62 Id. paras 135-138, at 52-53. 



doi:10.6342/NTU202003355

37 
 

的應用從 2004 到 2016 以 7.1%的年平均增長，總成長達 125%63。使用更精確的資

料進行分析，WIPO(2016)顯示雖然商標(36.5m)與專利(10.6m)構成現行智財的主要

部分，但全球智財申請活動於 2015 年在多數智財的類別都顯著的增加：使用模式

增加 27%，商標 13.7%，專利 7.8%，以及工業設計 0.6%。四類智財的新申請活動

主要集中在亞洲，佔使用模式申請的 95.6%，工業設計的 68%，專利的 61.9%的，

以及商標的 55.3%。對專利來說， 2015 年新申請註冊的五分之四來自五個辦事處

(offices)：中國 38.1%，美國 20.4%，日本 11%，南韓 7.4%，以及歐洲 5.5%。 

智財使用與申請量的持續增加的現象可以視為總量的成長，佐證了無形資產

在價值創造的重要。Corrado 發展了一套實證取向的方法去測量在美國無形資產的

存量以及貢獻64。從 1973 到 2003 將無形資產分成三大族群：電腦資訊，創新資產

與經濟競爭力，研究顯示企業資本以傳統的會計方式估算時會顯著的被低估，如果

包含無形資產時，每小時輸出的成長率會提高大約 10-20%。而做為成長來源，無

形資產存量被證明在 1995 年後就與實體資產達到相等程度。資料同時顯示數位化

程度較高的企業，其投資在無形資產上的比重也較高，這暗示了無形資產對數位化

公司價值與產能提升的實質性影響。雖然高度依賴無形資產這現象被視為數位化

企業的共同特性，但無形資產的使用在所有企業的價值創造過程都成為一個越來

越重要的動力，並非只是在數位化企業。 

換言之，目前的企業在創造獲利上，無形資產的重要性已經漸漸凌駕於實體設

備。而高度數位化企業在無形資產的投入與需求比重又高於數位化程度較低的企

業，因而在談論數位化企業的價值創造時，就必須檢視無形資產在價值創造的貢獻。 

                                                      
63 Id. para. 136, at 52. 
64 Id. para. 137, at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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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數據、使用者參與以及智慧財產權之綜合效應 

第一款 數據65 

企業對數據使用的持續增加與強化已經使得企業可以明顯的改善其生產與服

務。這對生產提升有正面影響。雖然不同企業線與公司在數據使用的強度不同，但

收集與分析資料已經成為高度數位化企業模式整體的一部份。隨著數位化現象持

續的擴展，這些特徵被認為會成為更多企業模式中越來越重要的部分。 

精確的資料分析可以讓公司在定價上獲取較高的消費者剩餘，因而增加公司

潛在獲利能力。尤其是資料分析得到的獲利會隨著連結到特定顧客的資料量成指

數的成長。這個影響是來自經濟觀點：資訊差異越大的資料庫包含越多有意義的訊

息。例如，越完整的資料庫越可以讓數位化企業能有效的鎖定線上廣告給特定的使

用群，因而收取更高額的廣告並獲得更多的企業購買廣告。全球性的交易以及與全

球顧客直接互動過程持續增強數位化程度的趨勢，表示會有越來越多的公司可以

從使用者方面收集資料並進行分析，再藉由將分析後的資訊轉換為可交易的商業

價值，從中獲取利潤。有些企業可以將顧客資料以直接銷售另一端的線上廣告給目

標顧客而獲取利潤；有些企業則是先用收集到的資料來改善企業運作、生產設計、

或行銷活動。某些個案中，資料收集與隨後大量資料庫的累積也因為從資料開發所

能獲得的預期獲利增加，而讓公司預期價值有明顯的增長。 

為了瞭解資料如何能成價值創造程序的相關成分，就必須了解從這些資料獲

利的經濟利益的本質。OECD 從實際個案中獲取的關鍵要素，其流程可以被描述成

包含數個內在關聯階段的價值循環： 

                                                      
65 Id. paras 139-142, at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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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起源：此階段包括從線上活動中生成數位資料，例如交易、生產、或是溝

通；同時也包含使用者創造的內容，例如從使用者或是顧客主動的資料生成，以及

經由Cookie生成的使用者行為的資料。雖然線上收集或輸入數位資料可能很直接，

但使用自動流程監督機器自動產生、或是對終端使用者及其他實體目標的離線活

動的資料的收集也越來越常見。 

(二)資料收集朝向大數據：資料收集流程讓儲存的個人與公開的數位資料規模持續

增長。然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處理與分析，大數據的經濟價值是很有限的。雖然

資料來源，例如使用者或設備在特定國家的位置，可能不必然是可移動的，但涵蓋

這些使用者的特徵、偏好、使用模式以及行為的資料是數位化的，因而會具有高度

的移動能力，可以不受空間限制的即時在各地使用。 

(三)資料分析：資料的處理，解釋與分析對是產生經濟價值的必要步驟。分析不需

要在特定地點，數位化使企業可以將資料來源的位置與資料儲存、分析或使用的地

點分開。與特定國家有關的資料分析可以在另一個有高度資料分析科學的國家進

行，這個分析通常是在企業總部進行，但也可以是以演算法自動完成。 

(四)知識基礎：藉由分析活動累積的知識成為經濟價值的基礎，此經濟價值經由企

業重複運用調整成型，並藉由使用顧客資料改善行銷與價格差異而產生。此外，知

識基礎可以持續進行的自動更新或強化，就像機器學習程序。 

(五)資料導向決策：從前述階段取得的資料，例如資料分析結果，可被用於提供決

策，因而轉換成經營活動下的實際經濟價值。 



doi:10.6342/NTU202003355

40 
 

第二款 使用者參與66 

數據與資料分析在企業決策中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資產。企業分析來自銷售、存

貨、與生產的內部資料以最佳化其流程與並作更有效率的決策已經是常見的商業

行為。數位化改變的是使用者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使用者的資料被企業用來分

析以獲得對市場與需求趨勢的深入了解。這些資訊可以用來決定存貨或是生產策

略，以及服務配置決定，或是創造新的產品或品牌以解決現有供給的限制。此外，

顧客資料的分析藉由讓企業聚焦於使用者經驗的改善與提供個性化產品，讓企業

可以取得明顯的競爭優勢。 

對於顧客資料與使用者創造內容對價值創造是否有貢獻或是貢獻的程度有各

種不同的觀點。從社交網路的角度來說，使用者參與是企業的核心特徵。沒有使用

者在此平台參與以及創造內容，該企業的經營就無法執行。使用者的貢獻包括不同

類型的內容以及在擴展其社交網路的活動(例如加入朋友)。這些活動以及使用者提

供的細節資料可以被用來提供鎖定的廣告服務。另一種極端的商業模式是垂直整

合企業，企業與顧客的主要互動是產品的銷售與購買。在這種例子中，有可能在生

產過程收集與使用者參與的資料，但對價值創造的貢獻是有限的。而價值群則是一

個居中的位置。價值群中使用者創造的大量資料的重要性，是對於公司在服務與產

品的設計上能更精確與成熟。 

這些例子顯示數位化已經重塑了使用者的地位，使用者有可能持續漸增的參

與的過程而對價值創造有貢獻。這個現象發生的程度高低，端視企業活動類型與市

場條件，同時也與使用者參與及資料被開發的方式有關。 

  

                                                      
66 Id. paras. 143-149, at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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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使用者參與的強度是個複雜的工作，因為這包含了與企業許多部分的大

範圍活動與互動。即使是同類型的使用者活動也可以在功能與重要性上有很大差

異。這些活動包括在某個網頁的書籤紀錄，觀看視頻，或更主動的寫一個產品的平

稐，或在網上邀請/加入朋友。進一步細看使用者活動的差異以及這些活動對企業

的價值，可以有助於更深入的了解使用者參與的現況與程度，在任何給定的企業脈

絡中的相關程度與強度，以及使用者對價值創造過程是否具有或是有多少程度的

貢獻。 

使用者參與可以被分為兩個類別：主動與被動。被動使用者參與不需要使用者

輸入任何訊息，但資料是由公司收集，例如經由 cookie，即使在使用者不繼續在某

特定平台但使用其他平台的時候資料仍持續被收集。主動使用者參與會有較複雜

的活動。資料由遠端的使用者活動創造，其內容受限於使用者決定要分享什麼。使

用者傳輸訊息時通常有明確的意圖是要交換服務、產品、或其他貨物。主動涉入的

例子從對某頁面紀錄書簽到創造或更新一個視頻或貼文，這兩種活動都需要使用

者花時間輸入資訊，以不同程度的注意力以及互動，後者的例子中使用者的貢獻與

其內容等同，這可能成為被商業化的來源，在過去某些傳統產業模式中這類型的使

用者參與是會得到企業付費的，因為這些行動給公司以不同方式帶來價值。為了清

楚的說明主動參與的意義，這裡將其定義為三個大類別，在其中參與者可以有低中

高不同等級的參與度，端視其使用者行為的價值。 

首先，類似像書籤，標籤，或評分這些活動，可以作為對不同企業的過濾行為，

也是建議機制的基礎(例如，像是那些可以在線上電影或音樂或電商網站上看到的)，

這些活動在完成上要求較低；第二，也是較高程度的參與，類似寫評論，回應(例

如 TripAdvisor)，拍攝及上傳照片與影片(例如 Instagram，YouTube)。在這個例子

中，使用者活動創造平台內容(使用者創造的內容)，協助其他使用者選擇一個產品

並增進此平台的信用；第三種類型同時也是強度最高的使用者涉入型態，包括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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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朋友創造社群以及建立關係網。這個活動對許多社交網站是極為有價值的，因

為越多使用者就能帶來越大量的資料(包括使用者創造的內容)，並最終產生更多收

益。同時這些活動也有助於平台達成關鍵規模，平台使用人數是最主要的競爭優勢，

也是獲利來源。 

另一方面，被動使用者參與的特色是缺乏使用者的直接活動，但就算是最被動

的參與也會有一些主動的階段，例如下載 APP、使用特定元件或同意使用使用者

資料。資料收集是網際網路的附帶效用，且不需要使用者直接涉入或主動傳輸資料。

最熟知的方式就是用 cookie 來擷取瀏覽活動，但這也同時能擴大到得知使用者位

置、IP 位址、或使用元件的類型。一般來說，其目的是為了擷取使用者偏好與行

為，可以直接或間接使用，例如當廣告的付費是以擊點次數或觀看次數為基礎時。 

不論使用者主動參與提供資料，或是被動的被收集資料，上述的討論中說明這

些資料在高度數位化企業中都具有創造獲利的能力。換言之，市場所在國在高度數

位化的交易中並非僅是產品的消費地，市場所在國的居民作為使用者與消費者，其

主動或被動提供的資訊對於非居民企業在市場所在國的獲利是具有價值貢獻的。 

第三款 信任機制67 

評等與回應有助於提升銷售者與提供者間的信任，也是顧客信任同類平台的

主要動力之一。換句話說，評等與回應建立了信任機制。有些國家認為這是價值創

造的重要來源。顧客對書寫回應的信任度高於只有評等的資料，同時也比較信任對

特定產品或服務達到一定數量的評論的回應。這些信任機制與名聲系統是平台的

基本重要成分，有助於解決對於產品品質的考量，比起不充分的資訊，這允許同儕

顧客來進行評論的企業在進行消費決定時讓使用者有較佳資訊的選擇。這種機制

                                                      
67 Id. para. 150, at 56. 



doi:10.6342/NTU202003355

43 
 

已經成為許多企業運作的關鍵，使用者回饋的真實性是十分有價值的。某些公司，

例如 Amazon，會對進行假回應的評論提出法律控告以主動保護回應者的真實性。

除了有關鍵的信任建立功能外，這些系統同時也可以經由監視、回饋系統、以及同

儕壓力行為而成為規範行為的要素。 

第四款 使用者創造的內容68 

使用者創造的內容包括任何形式的內容，例如影像，部落格，討論串，數位影

像，聲音檔，以及其他形式的媒體，只要是由顧客，線上系統或服務的使用者端，

並且是公開可被其他顧客取得的內容都屬於使用者創造的內容。使用者創造的內

容對許多企業都是極為有價值的資產，因為這些內容吸引流量，同時對建立信任有

貢獻，而且在某些例子中，更是代表此企業的核心。例如，在 2016 年的年報中，

TripAdvisor 描述其大量的使用者創造的內容是其主要優勢與資產之一。此內容使

公司可以吸引其他使用者，創造社群，並將訪客轉換成重複使用者，而這些人將創

造更多的內容並增加更多價值。 

第五款 不同企業線的使用者參與69 

對 BEPS 包容性架構的某些成員國而言，使用者參與的角色在數位化企業中

具有獨特且重要的價值創造貢獻，包括了使用者被動(例如使用者的偏好或行為)與

主動(例如使用者創造的內容的收集，像是回應或貼文)資料收集。使用者資料被企

業分析並可能用於銷售鎖定使用者的廣告或客製化企業產品以使其具有較高價值。

在一些個案中，使用者提供的內容可能會被張貼在平台上，用來吸引其他使用者並

創造平台的價值，產生網路效應。這些國家指出使用者的參與以及持續涉入讓數位

化企業可以經由密集的監視使用者的主動貢獻與行為而收集到大量的資料。這些

                                                      
68 Id. para. 151, at 56. 
69 Id. paras 158-161, at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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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也指出由使用者提供的內容的貢獻可以視數位化企業提供並吸引其他使用者

並產生網路效應的核心。最後，這些國家認為使用者參與(例如回應，服務的分配)

可以對特定數位化企業在建立信任與聲譽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且對其品牌與使用

者網路的成長有貢獻。 

相對的，其他國家認為從使用者收集資料、使用者參與、以及使用者創造內容

的配置是使用者(做為資料與內容提供者)與數位化企業的交易，數位化企業提供了

財務與非財務的補償給使用者來交換這些內容與資料。例如，資料代管，email 服

務，或數位娛樂。支持這種觀點的國家認為使用者與數位化企業的互動是一種交易，

當企業沒有提供財務補償給使用者時(例如沒有金錢給付)，其交易形式不容易掌握。

這些國家不同意將這些數位化企業從使用者取得資料的行動，僅僅是因為取得的

資料可能具有價值，便將其視為一種應該將企業獲利歸因給它的價值創造貢獻。在

這個觀點中，使用者提供的資料與其他企業從獨立第三方取得的材料在企業供給

鏈上(例如資料儲存，寬頻路徑，電子設備)並無不同。儘管如此，這些國家中有部

分國家認為使用者資料可以被視為數位化企業有價值的無形資產。根據這樣的觀

點，分析時必須定義這些行為與無形資產的關聯，這比分析使用者參與對價值創造

貢獻的問題更困難也更廣泛。但是，也有部分國家並不認為使用者參與有任何價值

創造的貢獻，也不認同具有以物以物的交換過程，認為使用者參與並無價值創造的

貢獻。在這個問題上各國並沒有共識。 

觀點上的差異遍布於資料與使用者參與對價值創造的有多大貢獻，而這也影

響到在改變企業模式中興起的稅務挑戰是否該考量使用者參與的部分，以及是否

對數位化企業是否要使用不同的國際稅法規則。但不論對於使用者參與在價值創

造貢獻的地位有多少不同的觀點，使用者參與所提供的資訊以及使用者互動產生

的直接與間接網路效應，都讓市場所在國從傳統的消極提供消費地的角色，轉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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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價值創造貢獻的地位，這樣的貢獻提供了市場所在國在分享稅收利益上的正

當性。 

第五節 總結：數位化營運特色與價值創造 

 從數位化企業的三個特徵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特徵在價值創造上

造成的影響。 

首先是無實體的跨境營運，數位化技術最直接的影響體現在效率與交易成本

上。網際網路在基礎建設完成後，在經濟成本的降低是顯而易見的。不需要交通的

時間、不需要現場的人力、無形勞務的部分甚至可以在幾乎零邊際成本下提供產品，

甚至許多人力需求也被自動化程式取代。成本降低因而也可視為數位化企業的價

值創造來源。但這個議題在國際稅收上，主要體現在不具備實體存在卻有大量境內

經濟活動的課稅管轄權議題。從大量經濟活動中取得的利潤，理應由經濟活動地點

取得課稅管轄權，但在無需實體存在的數位化企業模式下，兩者在現行的常設機構

標準下將出現不一致的結果。換言之，價值創造地與課稅所在地的連結不一致，這

是無需實體而可跨境進行大規模經濟活動在價值創造觀點下產生的稅收問題。 

 其次是無形資產重要性的提高。無形資產對企業在獲利上的價值日漸提升(數

位化與非數位化企業皆是)，然而無形資產的產生的價值創造可以藉由將無形資產

的核心功能歸屬於某實體機構，而將其獲利課稅安置於低稅率區。這並非只出現在

數位化企業，但正如上一節的內容所說，數位化企業對無形資產的依賴程度遠高於

傳統企業，因而藉由移轉利潤的方式將企業利潤轉移至對企業有利的地區，在數位

化企業中更形嚴重。 

 最後，經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網際網路提供了即時性且低成本的多邊平台

後，使用者在價值創造上有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地位。使用者參與是許多數位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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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核心，不論是吸引新的使用者、強化購買使用者資訊的顧客、還是藉由使用

者的回應建立企業的品牌或其他使用者對企業的信心，使用者都是經營獲利的重

要關鍵。暫且拋開受政治、經濟因素影響的認識分歧不談，僅從技術理論層面看，

數據與使用者參與確實貫穿於數位化企業運行的整個過程而創造了價值，更確切

地說，創造了數位價值。因此使用者參與在價值創造的觀點上，最大的影響是提出

了一個全新的關聯性的可能。不同於過去的居民國與常設機構的來源國，是一個使

用者創造價值後，在使用者所在國形成的新關聯性。 

 以上三個企業特徵，從價值創造過程的觀點，各自形成不同的國際稅收爭議，

下一章我們將討論目前對這些爭議的因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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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稅收規則對電商跨境所得的對應策略 

第一節 國際稅收規則之常設機構標準 

第一項 國際稅收分配公平原則—關聯性與所得分配 

影響跨境企業活動的稅務處置的規則主要是由國內稅法、租稅協定與其他國

際法規組成，但這些規則是建立在更基礎的原則之上。這些國際稅法的原則內容並

無成文規定，但學者認為應包含國家課稅管轄權獨立原則（國家課稅主權原則）、

國際稅收分配公平原則、涉外納稅人賦稅公平原則、國際稅收中立性原則、以及國

際稅捐效率原則70。其中，對於跨境企業營業所得的課稅管轄權之分配，最主要的

原則為國家課稅管轄權獨立原則以及國際稅收分配公平原則兩者71。由於各課稅管

轄區具有獨立主權，各國在國際法上享有相同地位，因此各國在行使主權時不得干

涉另一主權國之主權行使，此即主權平等原則，而基於各國主權平等原則，各國於

國際租稅事件之課稅管轄權理當進行公平而合理之分配72。 

在主權平等原則下，跨國企業所得便會涉及來源地國（來源地國對境內來源所

得之課稅管轄權）與居住地國（企業居住國對居民全球所得之課稅管轄權）兩個主

權間課稅管轄權的劃分問題。 

目前國際稅法認為所得來源地的課稅管轄權應優先於居住地的課稅管轄權，

但來源地課稅管轄權的行使，必須判斷企業為了獲取該所得而在來源地國進行之

經濟活動是否足以正當化來源地國之課稅行為。此經濟活動之判斷標準即為來源

地國對非居民企業所得課稅之關聯性規則。 

                                                      
70 陳清秀，前揭註 1，頁 2-5。 
71 劉劍文，前揭註 2，頁 17。 
72 柯格鐘(2017)，〈國際租稅之原理原則與實際計算〉，《月旦法學雜誌》，268 期，頁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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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性規則用於判斷某特定國家是否對企業所得是否具有課稅管轄權，在課

稅權確立後，下個問題便是要決定該國可對企業所得的那些部分課稅，此規則稱為

所得分配規則，OECD 的分配規則是基於常規交易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 ALP)

來設計73。 

 總而言之，國際稅法中的國際稅收分配公平原則，在實作上便是以關聯性規則

以及所得分配規則來實現居住地國與來源地國間稅收分配的公平。 

第二項 課稅管轄權之常設機構原則 

在跨國經濟活動的營業行為中，其營業所得之課稅權歸屬於哪個國家是國際

稅收分配公平原則要處理的主要課題。前述討論認為，根據國家課稅管轄權的獨

立原則，國家可以因為兩個原因而取得跨國經濟行為所得的課稅管轄權，其一是

以該企業的國籍或所在地的身分而取得對該企業跨國經濟行為獲利的課稅管轄

權，另一個則是以對該企業經濟獲利有貢獻而取得的課稅管轄權。前者稱為居住

地原則，後者稱為來源地原則。 

學者認為，關於屬地因素連結的來源地國課稅原則，體現的是租稅法中的量

益課稅原則，係指應該依照納稅義務人受益程度分配負擔之稅捐，故其境外所得

之課稅權應歸屬為該所得提供經濟活動協助之國家；而關於屬人因素連結之居住

地國課稅原則，體現的是量能課稅原則，係指應該依照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來

分配稅捐，而基於其全球所得課稅原則，不論境內境外皆應計入課稅範圍，故其

居民身分所屬之國家對其境外所得具備課稅權74。 

在此進一步檢視這兩個管轄權的內涵，居住國對此經營行為之所得的課稅權

                                                      
73 常規交易原則或營業常規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為 OECD 目前採用之原則。意即公司

與相關企業之交易價格，經比較公司與無相關聯的第三方公司之交易價格，需落於常規交易範 
圍。 
74 柯格鐘，前揭註 72，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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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非經濟對價的身分(或居住位置)而取得，而來源地國則是依據被使用的公

共服務取得課稅權；換句話說，居住國並無對此經濟行為提供服務，而來源地國則

對其商業行為提供具有促進功能的服務，此時若將課稅權交給居住國，來源地國會

蒙受實際的損失(被使用的服務)；若將課稅權交給來源地國，居住國會損失的是一

個身分的宣告。從量益原則來說，在兩個管轄權衝突時，課稅權應交給來源地國比

較符合公平的觀點：誰貢獻，誰課稅。換句話說，來源地優先與量益原則具有一致

性，通常來源地國提供與產生所得有關的部分較多(或是全部)的貢獻。故提供經濟

行為協助所引起的費用，應該由來源國取得課稅權作為提供這些經營行為協助的

補償，因而對跨境營業所得的課稅權應以符合量益原則的來源地國課稅原則為優

先。 

現行租稅協定對於來源地規則優先原則，體現在OECD租稅協定範本第7條75規

定上：「（一）一方締約國之企業，除經由其於他方締約國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外，

其利潤僅由該一方締約國課稅。該企業如經由他方締約國課稅，依本條第2項規定。」

換言之，締約國一方企業的營業所得原則上由居住地國課稅，除非該企業經由在該

締約國之另一方的常設機構進行營業活動。但即使如此，該締約國之另一方也僅可

對歸屬於該常設機構之所得課稅。由此可知，前述討論中的關聯性，在目前國際租

稅協定中乃是以常設機構為判斷標準。 

 作為判斷是否具備關聯性的門檻的常設機構，主要論述是來自 1923 年專家委

員會提交給國際聯盟一份針對雙重課稅的報告，這份報告聚焦於雙重課稅的後果

以及在來源地國與居住地國之間課稅管轄權分配的理論探討76。報告引用了經濟忠

誠的概念作為判斷企業經營所得的課稅權歸屬的標準。其標準以企業進行全部或

部分營業的固定營業場所，或雖無固定營業場所但有代理人有權代表該企業簽訂

                                                      
75 內容譯自 OECD 租稅範本 2017 年版，下載來源：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taxation/model-
tax-convention-on-income-and-on-capital-2017-full-version_g2g972ee-en#page57 
76 Arivd A. Skaar (1991),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Erosion of a Tax Treaty Principle. New York: 
Kluwer Law Inernational., 76(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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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並經常使用此權力，作為明確的界線。報告認為這兩種標準足以彰顯企業在來

源地國具有充分程度的經濟存在，並可確保來源地國可對該非居民企業實施課稅

管轄權77。 

學者陳清秀在其文章中引用德國學者的觀點78，認為採用常設機構標準的人視

營業活動為經由各項生產因素加以綜合而構成。如果只是單一因素的滿足尚無法

構成事業的活動，必須等到在一個國家繼續性的對外從事固定的經濟活動而構成

綜合性各項因素時，意即有固定營業場所時，其營業所得才構成該國家境內來源所

得。此外 Avi-Yonah 在文章中也認為常設機構標準只是一個可接受的妥協結果，因

為 20 世紀初期的科技限制與交易型態，如果要在某個國家完成顯著的商業運作

(significant business operations)，就會需要一個物理性的據點79。因此常設機構並非

直接代表經濟忠誠的來源地，而是當商業運作達到一個水準時在當時科技條件下

必然會伴隨的附帶現象，真正代表經濟忠誠的是此常設機構所負擔的功能—大量

且持續的商業交易。從來源地原則的關聯性角度來看，採用常設機構標準其實是簡

化討論的困難，畢竟在 20 世紀初期，這是最簡便的方式。 

第三項 數位化環境的挑戰 

經濟數位化的出現，使原有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最明顯的是，跨國納稅人即使

在來源國沒有任何實體不構成常設機構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遠程運作提供數位

化產品或服務並取得營業利潤，這便是跨境而無實體的規模經濟現象。如果按照現

行國際稅收規則，跨境納稅人雖然在來源國獲得了營業利潤，但因為不構成常設機

構，而其收入又無法被視為可進行扣繳的投資所得，因而市場所在國雖在經濟活動

上與該企業進行持續且頻繁的交易行為，讓該企業取得高額利潤，但卻無法以來源

                                                      
77 OECD, supra note 4, para. 35, at 26-27. 
78 陳清秀，前揭註 1，頁 216。引自 Mössner, Steuerrecht international tätiger Unternehmen, 2. Aufl., 
1998, S. 91. 
79 Avi-Yonah, International Taxation of Electronic commerce, 52, Tax Law Review 507, 535 (1997). 



doi:10.6342/NTU202003355

51 
 

國身分對該非居民企業在交易中取得的所得執行課稅管轄權80。除此之外，使用者

參與是否對企業的獲利具有價值，是否是企業獲利的重要因素，如果是，那麼這部

分的貢獻該如何納入現行課稅管轄權的歸屬標準，這些都是目前租稅協定的管轄

權規範不能妥善處理的問題。這也是為何 OECD 會在 2018 年期中報告提出價值創

造原則，試圖對實施近百年的常設機構原則進行調整的原因。本文將在下一節說明

企業的數位化特徵對國際稅收的關聯性以及所得分配造成的影響，並在隨後的內

容介紹並評論價值創造原則在對應經濟數位化衝擊時，如何建立關聯性標準。 

第二節 數位化特徵對國際稅收的衝擊 

第二章談到對數位化企業內涵理解程度的演變過程時，介紹了 2015年在BEPS

行動方案 1 的最終報告，對數位化經濟中與國際稅收規則高度相關的特性，列舉

並說明移動能力(mobility)、對資料的高度依賴(reliance on data)、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多邊商業模式(multi-sided models)、容易獨占或寡占(tendency toward 

monopoly or oligopoly)、以及企業環境的高度波動性(volatility) 等六項特徵的現象

與對國際稅收的影響81。而到了 2018 期中報告時，OECD 重新標示出在數位化市

場中最明顯的特徵，包括跨境而無實體之規模經濟(cross-jurisdictional scale without 

mass)、高度依賴包含智慧財產權的無形資產(reliance on intangible assets, inclu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以及數據及使用者參與結合智慧財產權之綜合效應(data, user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synergies with IP)。在上一節的結論中本文也強調強調數據及

使用者參與結合智慧財產權之綜合效應這項特徵在高度數位化企業中更為明顯。 

同為 OECD 對數位化經濟特徵的描述，可以看到在 2015 年指出的特徵較偏向

網際網路這項技術的特點，而 2018 年的期中報告則拉高到整體經濟環境的變動，

                                                      
80 何楊(2020)，〈經濟數字化背景下的國際稅收變革：理論框架與影響分析〉，《國際稅收》，5
期，頁 48-49。 
81 OECD, supra note 4, at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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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 2018 期中報告中，數位化經濟一詞改為經濟數位化，來強調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深入生活層面的現象。 

在本章第一節中談到現行國際稅法中以物理實體常設機構為基礎的關聯性標

準與所得分配規則在數位化環境中的困境，本節將基於第二章的討論，對 2018 期

中報告提出的經濟數位化的三項特徵，說明該特徵對關聯性標準與所得分配產生

衝突之處，作為解釋目前各種因應數位化環境的策略設計緣由以及判斷各個策略

是否可行的基礎。 

第一項 跨境而無實體之規模經濟的衝擊 

第一款 跨境而無實體之規模經濟之說明 

因為無須大量設備而擴大規模的現象造成企業模式的增加正影響課稅權利的

分配，藉由降低可以被確認對跨國企業的所得具有課稅權利的國家數量。例如，在

許多例子中，無須大量設備而擴大規模的現象會導致跨境活動的獲利不被市場國

家課稅的所得持續增加的比例，包括外國企業在該市場國家具有重要顯著的經濟

存在的情況。這些影響可能強化根源自既有稅法規則在數位時代的適用問題，這些

規則主要依靠實體因素來界定可課稅的存在與分配所得82。 

這個特徵對關聯性的影響是十分直觀的。基於網路傳輸速度的持續提升以及

電腦效能的進步，企業在經營商業活動時，可以大幅降低在市場地區的實體設施，

因而採用實體存在或代理人為關聯性標準來建立課稅管轄權的方式將失去對來自

該經濟活動產生的所得的課稅管轄權，因此不被市場所在國家課稅的所得將越來

越多，造成國際稅收分配失衡的爭議，這個現象隨著數位化經濟的進展而日趨嚴重。

這個因為無實體存在而造成關聯性判斷標準在適用上被質疑的問題，很明顯是來

                                                      
82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131-134, at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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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現行的關聯性規則對實體存在的要求，因此許多對應的調整措施都試圖降低或

避開實體存在的條件。 

第二款 跨境而無實體之規模經濟之衝擊 

第一目 對於關聯性的影響 

由於數位化技術的進展，企業不再需要在市場所在國建立物理實體存在，而營

業代理人的功能也可由互動式網站完成，因此對於以物理實體存在做為主要建立

關聯性的現行常設機構原則，造成極大的衝擊。由於缺乏物理實體存在，因而弱化

來源地國的課稅管轄權，造成市場所在國家在稅收上的損失。對關聯性而言，這是

最大的衝擊來源83。 

第二目 對所得分配的影響 

目前所得分配方式在 OECD 租稅協定範本中原則上採用常規交易原則，也就

是將常設機構視為獨立交易之第三人，要求各國於常設機構的利潤，應該以常設機

構為一獨立企業或類似條件下從事相同或類似活動，以完全獨立方式得到之利潤

相同。因此，即使根據 BEPS 在 2015 年的最終報告的建議，將常設機構的範圍擴

大，在境內對數位化經營之企業以數位經濟存在的標準構成常設機構，但以獨立企

業原則進行所得分配時，由於歸屬該常設機構之所得有限，最終在所得分配上依舊

沒有實質效果84。 

                                                      
83 吳京翰(2019)，〈從歐盟數位服務稅檢視台灣跨境電商所得稅制度〉，《月旦會計實務研究》

202007 第 19 期，頁 28-29。 
84 陳衍任(2018)，〈數位經濟下的跨境利潤分配〉，《月旦會計實務研究》，201807 第 7 期，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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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無形資產依賴的衝擊 

第一款 無形資產依賴之說明 

2018 年 OECD 期中報告指出，許多電子商務公司以及高度數位化企業，在其

經營行為中大量運用智慧財產權(例如軟體程式及大數據運算)來維持交易平台的

運作85。對無形資產持續增加的依賴也可能加劇對現有國際稅法框架的挑戰。BEPS

行動方案 8-10 有效的處理了無形資產所得在配置上與應該價值創造地一致的問題，

方案特別強調必須以實際經濟活動(例如，行動方案 5，行動方案 8-10)以及採用更

整體的方式來審視跨境交易。但對於要如何分配來自無形資產的所得給跨國企業

集團中的不同部分仍是非常困難的。在高度數位化的跨國商業集團的運作中，無形

資產帶來之利益及價值往往十分龐大，BEPS 在行動方案 8 中認為，擁有無形資產

的法定所有權並不使其享有利用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所有利潤，而是該由執行重要

功能(DEMPE: Development, Enhancement, Maintenance, Protection, Exploitation)86、

控制重大風險、以及貢獻資產的關聯企業來取得與其價值貢獻相符合的收益87。同

時，對於數位公司的某些重要數位資產的擁有與管理的地點可能並非總是可清楚

區分的(例如，不同類型的知識基礎的資本)。而且無形資產可以很容易的在跨國企

業集團中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實體存在的關聯而移轉(例如，對無形資產的風險控制

功能、或是研發、增強、維修、保護與開發，DEMPE)，因此企業獲利依賴無形資

產的程度越高，企業就越有動機將無形資產的所得，藉由功能配置安排到低稅地區

的相關機構，跨國企業如果可以藉由功能配置確保所得歸屬在低稅率管轄區，那麼

稅基侵蝕的風險就可能隨著跨國企業集團對無形資產依賴的程度而加劇。 

                                                      
85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30-32, at 24. 
86 DEMPE 係指無形資產之發展（Development）、價值提升（Enhancement）、維護

（Maintenance）、保護（Protection）及開發利用（Exploitation）。 
87 OECD, Aligning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with Value Creation, Actions 8-10,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at 60-61 (2015).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241244-
en.pdf?expires=1586965774&id=id&accname=guest&checksum=46962F3C01E154522E5D43E1E6E60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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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無形資產依賴之衝擊 

第一目 對於關聯性的影響 

在關聯性部分，這個特徵與其說是影響關聯性規則，不如說是利用了現行以物

理實體存在為標準的關聯性規則。由於無形資產是高度數位化企業重要的價值來

源，因此跨國企業集團可以將主要利潤的分配要素，藉由調整集團成員的功能，將

主要功能轉移到低稅率地區的集團成員，藉此享受超額利潤。因此在關聯性上，這

個高度依賴無形資產特徵藉由上一個無實體存在特徵在集團成員進行功能轉移，

獲取稅收的額外利益。 

第二目 對於所得分配的影響 

無形資產的擁有者與管理者很難清楚的分辨，並且基於其無形特質，集團企業

可以將重要功能或是對利潤分配的重要要素轉移到對集團有利的課稅管轄區，因

而讓現行所得分配規則面臨易受操弄的挑戰。 

第三項 數據與使用者結合智慧財產權之綜合效應的衝擊 

第一款 數據與使用者結合智慧財產權之綜合效應之說明 

在數位化企業與其顧客持續互動的關係下，可能產生新的稅收挑戰，尤其是在

兩者的互動被視為是公司價值創造的來源的情況。這就是說，如果有大量積極線上

使用者創造實質內容與數據的基礎，被視為對一個企業的價值創造有貢獻，又必須

與用來分析與處理這些內容與數據的演算法及其他無形資產作區別。這可能對關

聯性與所得分配的規則都提出挑戰，在企業利潤的價值由某個特定國家的使用者

所創造時，在現行國際稅收規則下該價值會被認為是歸屬於企業所在的國家，因為

現行的國際稅收規則尚未將價值創造原則納入課稅管轄權的框架中。尤其是當開

發使用者內容與數據的高度數位企業在創造該內容與數據的主動使用者的所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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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或僅有極少的實體存在時(從人員或有形資產的角度)，目前的國際稅收規則

尚未能有效處置這種情況，因而讓現有的關聯性規則在稅收公平分配原則上面臨

困境88。正如第二章指出，這些挑戰的影響程度與這些企業模式大量使用數據與使

用者參與的程度有關，而目前企業由使用者參與及使用者數據中獲利的規模，正因

經濟環境持續數位化而增加。 

簡言之，在許多網路商業模式中，數據與使用者的參與可能被視為該企業的價

值來源之一(例如臉書或 Instagram)，使用者的數量及活躍程度是該企業獲取收益

的重要因素89。因而，A 國的使用者在 B 國企業的平台上創造的價值，根據現階段

的稅收架構下，若該企業在 A 國沒有實體存在或實體存在不足以達到關聯性標準，

則其價值所產生的所得將由 B 國取得課稅管轄權，因而使得價值創造與課稅權不

一致。 

這個不一致的現象是來自國際稅法的規則無法辨識高度數位化企業營運模式

中創造價值架構，現有的國際稅收框架無法掌握這些特徵，因而造成所得被課稅地

點與價值創造地點不一致的結果。這樣的問題必須經由對現行的國際稅收規則的

調整來解決，包括以價值創造原則重新審視關聯性規則與所得分配規則90。 

第二款 數據與使用者結合智慧財產權之綜合效應之衝擊 

第一目 對於關聯性的影響 

這個特徵主要是強調，使用者的主動參與本身即為高度數位化企業價值創造

的重要要素。基於課稅地點應與價值創造地點一致的原則，使用者所在國因為對價

值創造具有重要貢獻，便取得具有課稅權的關聯性。因此使用者參與的特徵對關聯

性的影響在於，可能會出現新的關聯性標準，添增現行規則適用上的困難。 

                                                      
88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35-40, at 24-26 
89 Id. paras. 151-153, at 56-57. 
90 Id. paras. 371-372, at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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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對於所得分配的影響 

如果在所得分配時考量使用者參與的貢獻，同樣會面對使用者所在地並無物

理實體存在的問題，另外該如何計算使用者參與的貢獻也是實務上的難題，最後新

的關聯性標準下，對目前具有課稅權國家的稅收是否在分配上會受到損害，也是需

要關注的問題。 

第四項 因應措施的選擇與考量 

2013 年法國數位經濟稅收工作小組報告中，直言不諱地談到「即使一個公司

在一國僅擁有數位存在，該國仍可能成為項所得的來源國」，由此對數位存在主張

實體課稅管轄權91。美國學界也有觀點認為，可將一個公司利用數位化方式在一國

開發市場的行為視為合法的收入來源作為主張課稅管轄權的理由92。 

從前述的三個特徵產生的關聯性與所得分配問題，可以將目前國際的改革方

式區分為幾個個方向： 

(一) 建立新的關聯性判定標準：這個方向的重點在於，必須修改現有的所得稅相

關的國際稅收規則，以確保數位企業與傳統企業繳納相同的稅收，使稅收與價值創

造相匹配。在關聯性的部分，可以採用諸如顯著經濟存在（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SEP）或數位存在（digital presence）的方式。OECD 在 2015 最終報告

中提出判定 SEP 應考慮收入因素、數位化因素、用戶因素、以及以收入因素為基

礎的綜合性因素等四項指標93。並且根據顯著經濟存在的規範，修訂 OECD/UN 的

租稅協定範本，將顯著經濟存在概念引入租稅協定範本。可以選擇從 OECD 租稅

                                                      
91 Pierre Collin & Nicolas Colin, (2013), Task Force on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t 63. Report to 
the Minister for the Economy and Finance. 載於：

https://www.hldataprotection.com/files/2013/06/Taxation_Digital_Economy.pdf 
92 劉奇超、羅祥丹、劉思柯、賈茗鑠(2018)，〈經濟數字化的稅收規則：理論發展、立法實踐與路

徑前瞻〉，《國際稅收》，4 期，頁 36。 
93 OECD, supra note 4, para. 302, at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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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範本注釋的第 5 條的解釋進行修改。不過 2017 年版 OECD 的稅收協定範本注

釋並未對第 5 條第 42.2 段、第 42.4 段關於電商的規則作出調整，也未修訂構成範

本第 5 條第 1 段下的常設機構對實體經營場所的要求94。另一種方法是增加新的

協定條款，在第 5 條下加入新的段落，或直接設計獨立的顯著經濟存在條款。例

如，綜合考察一國國內與某企業訂立商業合同的用戶數量、該企業在該國經營持續

時間跨度及其在該國的總收入，以此替代固定營業場所規定。  

 另外還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上一章的討論中談到，來自使用者創造的價值貢

獻所產生的新關聯性問題。數據以及使用者參與是數位化企業參與市場經營的核

心競爭力要素，但對於數據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價值創造中的地位，各方尚有分歧。

數位經濟工作小組（TFDE）認為，客觀存在的原始數據資料本身並無價值，創造

價值的是企業對數據資料的加工處理活動，同時有一些國家也認為在設計數位化

稅收規則時不應特別強調用戶參與的貢獻，但歐盟並不認同數位經濟工作小組的

看法，在其呈交給歐盟的數位服務稅報告中堅持使用者創造的價值（user value 

creation）是價值創造的重要投入，應在所得稅框架下予以考量95。OECD 也在 2018

期中報告指出，數據與使用者是如同企業供應鏈中其他因素（如電力）同等重要的

投入，如製造類企業的製造活動可以創造價值，但不能否定原材料本身的價值。雖

然數據只在輔助商業決定的一刻實現其轉換為經濟價值的變遷，但在此之前的收

集、儲存、分析、形成有用資訊等環節結合了輔助商業決定功能，形成一個完整的

價值創造循環，與數據相關的所有活動及數據本身都應作為獨立的價值創造要素

並作為利潤歸屬依據96。然而，當數據和使用者參與依附於無形資產之上，現行國

際稅收標準僅考慮無形資產的價值，而忽略了數據和使用者參與度的價值，因而不

僅低估了使用者所在國在課稅管轄權的關聯性，也影響後續利潤歸屬的分配結果。

                                                      
94 OECD 租稅協定範本 2017 年版，來源參考 https://www.oecd.org/ctp/treaties/model-tax-
convention-on-income-and-on-capital-condensed-version-20745419.htm 
95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i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i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 2018, at 4. 
96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158-160, at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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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議題需要更廣泛的尋求國際共識，並且謹慎的處理新關聯性—使用者所在國

的課稅管轄權，出現後對現有國際稅收體系的影響。 

(二) 有針對性地對數位服務或遠距服務採用針對特定交易的課稅方法（利潤分割

法）或其他徵稅方式（公式分配法）。在數位化經濟環境中，大量交易涉及難以估

值的無形資產（包括使用者資料和使用者內容等），且由於數位化經濟具有壟斷性

市場的特性，同時各企業的營運模式差異極大，因而很難有可對比的交易對象，使

得常規交易原則在轉讓定價與利潤歸屬方面的應用必須重新檢視。這產生了重新

設計新的利潤歸屬規則的必要。學者整理目前的構想認為可分為兩類97，一是以利

潤分割法或公式分配法為基礎，直接按比例劃定市場國的稅收份額，例如將三分之

一的利潤劃歸市場國；二是基於價值創造過程，根據市場國的貢獻（如用戶貢獻度）

歸屬利潤，將數據本身與企業對數據的加工處理活動分離計算，但如何識別原始數

據與企業活動之間的價值關係仍有待討論。由於利潤分配的方式影響深遠，因此與

使用者參與的價值一樣，在確定採用的方案前都需要各國參與協調討論。 

 換言之，一方面是尋求常設機構以外的方式來建立新的關聯性標準，另一方面

則是對新關聯性標準尋求對應的利潤分配方式。 

第三節 以價值創造原則重塑國際稅收規則的方向 

OECD 自 2015 年發表 BEPS 行動方案最終報告後，於 2016 年建立關於 BEPS

的包容性架構，對經濟數位化的稅收挑戰不斷進行研究，試圖找出具有共識的可行

方案。但由於各國在數位化程度的差異，因此至今仍難達成共識。與此同時，各國

基於自身的利益，開始採用單邊措施對跨國經營的數位化企業課稅，在試圖推動這

些措施來增加稅收時，雖然也會注意是否能保持稅捐中立性與公平原則，然而單邊

措施數量的增加本身便會造成重複課稅的風險，影響數位化經濟的發展。因此越來

                                                      
97 劉奇超、羅祥丹、劉思柯、賈茗鑠，前揭註 92，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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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國家參與 BEPS 包容性框架，希望能依該框架設定的目標在 2020 年時就經濟

數位化引起的課稅管轄權議題達成具有共識的政策，作為經濟數位化對稅收挑戰

的最終解決方案98。 

 OECD 在 2019 年發布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項目公開諮詢文件：對應經濟

數位化的稅收挑戰」99(下稱 2019 公開徵詢文件)，一方面對成員國說明對課稅管轄

權的劃分方式與防止稅基侵蝕問題所設計的相關規則架構，一方面也希望各界人

士就政策與技術層面提出建議，作為 2019 年 3 月召開會議的前期準備。並強調文

件內容所列舉的提案並非 BEPS 包容性框架之成員或 OECD 財政委員會之共識意

見100。文件指出，課稅管轄權的劃分與防止稅基侵蝕這兩個問題，即為現階段對經

濟數位化的兩大方針，方針一是針對關聯性規則的修訂與利潤重新分配，方針二則

是防杜稅捐侵蝕的問題。 

關於課稅管轄權劃分的部分，主要是針對如何將課稅管轄權分配給與數位化

交易活動價值創造高關聯的市場所在國，文件提出了使用者參與(user participation)、

行銷性無形資產(marketing intangibles)、以及顯著經濟存在(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t)三個提案101。這三個提案各自以不同的關聯要素來建立經濟活動與營收創

造的連結，並因應個別的關聯性要素而提出不同的利潤分配方式，但目的都是試圖

建立課稅權與價值創造地點一致的結果，同時也都捨棄物理實體存在的要求。本節

將簡述三項提案的規則，說明價值創造與這三個提案的關係，並對提案之效果與影

響進行分析。 

  

                                                      
98 朱炎生，前揭註 34，頁 5-6。 
99 OECD, supra note8. 
100 朱炎生，前揭註 34，頁 6。 
101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 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 2019(on 9 October – 12 November), para. 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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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使用者參與提案 

第一款 提案說明 

第一目 價值創造來源 

使用者參與提案認為使用者的積極與持續參與是經營社交媒體平台、搜尋引

擎以及線上商城這類高度數位化企業能創造價值的主要原因。使用者的活動及參

與有助於企業品牌的創建以及有價值數據的生成，而達到一定規模的使用者也有

助於建立行銷力量102。這個說法很明顯是來自使用者參與的價值創造貢獻，試圖為

使用者創造的價值建立課稅權的關聯性。 

這類以使用者參與來創造價值的企業，其價值創造方式無法在現有物理實體

為關聯性標準的國際稅法架構下體現，因而造成以使用者參與為基礎來創造價值

的企業，其所得的課稅權並不會歸屬於使用者所在國。 

第二目 適用對象 

以價值創造的類型說，使用者參與最適合採用價值網路模式分析，主要為多邊

平台型態的企業。使用者提案認為若要讓價值創造地與具有課稅權的國家相一致，

關聯性標準應該加入使用者參與的要素，但僅限於特定類型企業的所得，例如社交

媒體平台、搜尋引擎以及線上商城這類高度數位化的經營模式的企業，價值創造關

鍵在於連結各類使用者。對於比較傳統的企業應維持原來的關聯性標準103。 

第三目 關聯性規則的修訂 

關聯性標準應該加入使用者參與的要素，但僅限於社交媒體平台、搜尋引擎以

                                                      
102 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 Project, 2019, (Paris: OECD, 13 February – 6 March 
2019), para. 18, at 9. 
103 Id. paras. 20-21,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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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線上商城這些特定類型企業的所得。由於這類型的企業其價值創造要素來自連

結使用者，企業再藉由使用者間的間接網路效應與非中立價格結構從中獲利，因而

使用者所在國可以據此聲稱該國在企業的價值創造上具有貢獻而理應具有至少部

分的課稅管轄權。此提案便希望保證使用者所在國有權對從事上述商業模式的企

業所得課稅，不需要該企業在使用者所在國具有諸如固定營業場所等物理實體存

在。但對於與顧客保持比較傳統的互動關係的企業，其課稅關聯度與所得分配規則

並不需改變。 

第四目 利潤分配方式 

在確定如何分配相關所得給使用者所在國時，應當超越常規交易原則，採用新

的非常規或剩餘利潤分割法。先從企業全部利潤中扣除根據常規交易原則分配給

企業常規活動的利潤，計算出非常規或剩餘利潤，再根據相關的訊息來確定百分比，

也可以依據事先約定的百分比，將剩餘利潤的部分歸屬於使用者參與的價值創造

活動，最後根據協商的分配指標對企業擁有使用者的所在國家間進行相關利潤的

分配。考慮到計算可歸屬於使用者參與的非常規利潤額度的困難，提案建議採用固

定的公式來估算全體使用者與各國使用者對企業的價值104。 

第五目 使用者參與提案之小結 

這個提案需要做的是修改對應的課稅關聯性規則，讓使用者所在國具有剩餘

利潤的課稅管轄權。提案認為數據和用戶是某些高度數位化企業價值創造的關鍵

組成部分，應修訂利潤分配規則，將一定數量的利潤分配給這些企業的活躍且參與

度高的用戶群所在的管轄區，而不管這些企業在這個管轄區是否有實體存在。同時，

為了減輕企業的行政成本，提案建議可以設定合適的營業收入門檻，將對象進一步

限縮於營業規模超過特定標準的跨國大型企業。 

                                                      
104 朱炎生，前揭註 3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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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使用者參與提案之反思 

使用這參與提案在建立關聯性時，認為使用者積極且持續的參與是數位化交

易中價值創造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者所在國因對價值創造具有貢獻而有權對相

關的數位化交易之收入課稅，為該交易收入之課稅主體。 

但提案表示，只有社交媒體平台、搜索引擎以及線上商城這類高度數位化企業

的使用者的積極與持續涉入才具有創造價值的貢獻，與顧客保持比較傳通關係的

企業，其使用者並不具備這樣的貢獻。因此只有上述高度數位化的企業才屬於納稅

主體，對上述使用者所在國納稅。 

從價值創造原則來說，使用者參與提案可以直接套用價值網路的分析，以間接

網路效應與非中立價格結構作為多邊平台類型的企業的價值核心要素，因而建立

了使用者在企業價值創造上的重要性，合理化使用者所在國參與特定類型企業跨

國所得課稅權分配的權力。但這個過程仍引發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 

首先，由於使用者參與採用價值網路的價值分析，因此必然只適用於特定經營

方式的企業，也因此在使用者提案中強調其課稅對象是社交媒體平台、搜索引擎或

是線上商城這類經營方式的企業所得，這就必然造成稅收不中立的問題。有學者認

為這會造成幾個問題105：首先是造成高度數位化企業面對新的課稅關聯性，多了使

用者所在國對其所得的課稅權，增加了高度數位化企業的行政負擔。其次是因為加

入使用者所在國的課稅權，因此間接造成數位化程度不同的企業在居民國的居民

課稅管轄權的行使有不同效果。從實施的效果看，這個提案有利於高度數位化企業

的使用者所在國(增加課稅權)、一般數位化企業的居民國(不用分割課稅權給使用

者所在國)、以及一般數位化企業(不用額外負擔使用者所在國的課稅權，而高度數

位化企業需要)。  

                                                      
105 同前註，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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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樣的設計，在高度數位化企業，一般數位化企業以及傳統企業之間會造

成稅收的差別待遇，其中高度數位化企業比其他企業要面對額外的使用者參與產

生的使用者所在國的課稅管轄權，消費者所在國的所得分配會被稀釋。 

 其次，使用者參與可以分為積極參與以及消極參與，但在使用者參與提案中並

沒有明確的區分。如果要根據貢獻程度計算所得分配，這將會造成極大困擾，這或

許是使用者提案不採用常規交易原則進行所得分配，而是對扣除現行常規所得分

配後的剩餘利潤，採用公式計算或事先約定方式進行分配。但由於是剩餘利潤，因

此現行規則下有課稅權的國家並不會受到影響，而是屬於使用者參與提案中的企

業有較高的稅捐負擔，另外使用者所在國則有機會取得剩餘價值的分配。但由於是

剩餘利潤，因此實際上使用者所在國可能取得的稅收收入並不會太高。 

 另外，仍要談到對於使用者參與在價值創造上的地位，究竟是價值創造的核心

要素之一，還是僅是企業創造價值的原料，仍有不同的意見。而最後，也是最重要

的一點，這個提案以價值網路的價值分析模型，提出了新的課稅管轄權來源，不同

於來源地管轄權居民國管轄權，使用者所在國由於其國民對跨境企業所得有貢獻

因而具備課稅管轄權。這個論述與過去從量益原則出發的來源地管轄權在幾處上

並不一致，如果被接受為建立管轄權的關聯性標準之一，對現行國際稅法架構將有

極大的衝擊。這個立場是否成立還需要看各國在後續討論的協商結果。 

第二項 行銷性無形資產 

第一款 提案說明 

第一目 價值創造來源 

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認為一個跨國企業集團可以在遠端或極有限的當地實體

存在的條件下進入一個國家，發展以使用者及顧客為基礎的行銷性無形資產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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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類型的行銷性無形資產。並且認為在市場性無形資產與市場所在國之間具有內

在功能連結。這個內在功能連結可以從兩個方面說明106： 

(一) 諸如品牌或商標名稱這類的行銷性無形資產，是反應在顧客心中的偏好態度，

因而可被認為該品牌或商標名稱已經建立在市場所在國。 

(二) 諸如顧客數據、顧客關係、或顧客名單這類的行銷性無形資產，是來自針對未

在市場所在國的顧客或使用者，因此也同樣支持這類無形資產在市場所在國具有

一定的處置行為。 

因此，本提案主張應當以內在功能連結為基礎，修改移轉訂價規則與租稅協定

規則，將行銷性無形資產以及相關的風險歸屬於市場所在國，讓市場所在國有權對

企業全部所得中可歸類為行銷性無形資產及相關風險的非常規或剩餘所得之全額

或部分課稅。其他不屬於行銷性無形資產的部分則稱為交易性無形資產，則依據

2015 年行動方案 8-10 的建議，根據現有常規交易原則下的移轉訂價原則分配給跨

國企業集團的各相關機構。 

第二目 適用對象 

行銷性無形資產的意義是採用OECD在移轉訂價指導原則的定義，指該無形資

產與行銷活動有關，有助於產品或服務的商業開發或是對產品能產生重要的提升

價值。在其脈絡之中，行銷性無形資產可能包括商標、名稱、顧客名單、顧客關係、

以及專屬市場，也包括用於或有助於行銷及銷售貨物及服務給顧客的顧客數據107。

在這裡可以看到，這個提案將無形資產切出一個行銷性無形資產的類型，這個類型

並不包括傳統智慧財產的部分。在該提案中將傳統的智財-例如引擎專利或醫藥專

利-稱為交易性無形資產(trade intangibles)。本提案認為區分出行銷性無形資產有助

                                                      
106 OECD, supra note 102, para 31, at 12. 
107 Id. at 11,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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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降低BEPS行動方案的顧慮，因為BEPS行動方案8-10雖然在無形資產的議題上有

顯著的進展，但市場性無形資產仍可能藉由位於市場國之外的決策功能而對所得

歸屬進行轉移108。 

 本提案的適用對象除了包括社交媒體平台、搜索引擎、線上商城這類高度數位

化企業外，也適用於以遠距方式或在市場當地有限度實體存在的，但卻能建立並維

持大量客戶群的企業。但提案本身也意識到，內在功能連結要作為關聯性的基礎並

不結實，因此也保留企業在市場所在國之外以決策功能而轉移歸屬於行銷性無形

資產的所得。本提案依其計算剩餘利潤的方式也同時具有防止稅基侵蝕的功能。 

第三目 關聯性規則的修訂 

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認為一個跨國企業集團可以在遠端或極有限的當地實體

存在的條件下進入一個國家，發展以使用者及顧客為基礎的行銷性無形資產或其

他類型的行銷性無形資產。 

因此，本提案主張應當修改移轉訂價規則與租稅協定規則，將行銷性無形資產

以及相關的風險歸屬於市場所在國，據此使得市場所在國有權對企業全部所得中

可歸類為行銷性無形資產及相關風險的非常規或剩餘所得之全額或部分課稅。 

第四目 利潤分配 

對於如何將非常規或剩餘所得在行銷性無形資產與其他所得要素之間進行分

配，提案提出了兩種選擇方案。一是採用正常交易的移轉訂價原則，先確定行銷性

無形資產的範圍，再對這些行銷性無形資產及相關風險估算以現行規則進行分配，

以及將其分配到市場所在國的這兩個結果的差異，最後根據其數額的差異對行銷

性無形資產的定價進行調整；二是對剩餘利潤分割法進行修正後運用，先確定相關

                                                      
108 Id. para. 35, a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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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的範圍，確定常規功能及其數額，從總利潤中扣除常規利潤，據此計算出非常

規或剩餘利潤，再對剩餘利潤進行分割109。 

第五目 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之小結 

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認為顧客對該企業的態度以及顧客資訊均是由企業在市

場上的主動經營創造獲得的。跨國公司通過遠程或有限的本地存在進入一個管轄

區，經營建立創建了當地顧客、使用者以及其他行銷性無形資產和市場所在國之間

內在功能連結，這個內在功能連結對企業在當地的經營利潤是有正面貢獻的，因而

屬於價值創造的要素之一。此類行銷性無形資產及與此資產相關的風險應當屬於

該企業在市場所在國的經濟活動，不論對企業有利或不利接與市場所在國息息相

關，因而這個與市場所在國的內在功能連結提供了市場所在國可修改當前的移轉

訂價和租稅協定，讓市場所在國有權對行銷性無形資產及對應風險相關的所得課

稅的合理性。從價值創造原則來說，不論是價值鏈、價值網路、或是價值群，只要

該企業在經營上會面對最終消費者，都具備與市場所在國建立內在功能連結的可

能。 

第二款 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之反思 

行銷性無形資產並不強調使用者參與的影響，而是強調企業積極介入市場所

在國後，讓使用者的內在心理對於品牌以及企業形象的具有一定的認可程度，而在

過程中企業形成與顧客與使用者的關係，企業取得的顧客與使用者的名單及資料，

都是有價值的資訊，而這便是企業在市場所在國具有的特定關聯，提案稱之為內在

功能連結。而這個內在功能連結如果在價值創造上具有重要關鍵地位，則該市場所

在國便具備了課稅管轄權的可能性。因此，行銷性無形資產在提案中對行銷性無形

資產概念的重新建構，試圖將其與特定市場所在國之間建立聯繫，讓市場所在國成

                                                      
109 朱炎生，前揭註 34，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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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銷性無形資產相關利潤的課稅主體。也就是說，這個提案的關聯性規則是以前

述的內在功能連結為基礎，將相對應的行銷性無形資產的相關利潤歸屬於其市場

所在國。 

 學者認為，對納稅主體而言，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與使用者參與提案不同，並

不強調使用者的極參與，因此不論是社交媒體平台、搜索引擎或是線上商城這類高

度數位化企業，或僅是藉由線上平台零售商品或勞務，都可適用本提案。但由於提

案以使用者與市場所在國的內在功能連結，因此提案僅適用於對終端消費者提供

銷售廠商。與使用者提案相比，行銷性無形資產同樣對數位經濟稅收採取區隔態度，

使用者參與提案從使用者的貢獻出發，將使用者積極參與可創造價值的高度數位

化企業與其他企業區隔，產生不同的課稅管轄權分配結果；而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

則以企業與顧客關係作為區隔，對於直接面向顧客的銷售廠商採取不同的課稅管

轄權的劃分方式。另外，由於強調面向顧客的所產生的市場所在國關聯性，因此這

個提案有可能適用於非數位化但直接面對顧客的企業。從而這個提案可能會在不

同銷售對象的企業間產生差別待遇，只有面對消費者的企業需要負擔這個提案的

稅捐義務，因而可能造成該企業的居民國的課稅管轄權在行使上與其他企業之居

民國課稅管轄權有差異。從實施效果來看，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有利於終端消費者

的市場所在國(取得課稅管轄權)以及非消費品的數位化產品與勞務的提供國(不會

被市場所在國分割課稅管轄權)，同時對非面向終端消費者的企業也較為有利(不需

要負擔市場所在國的稅捐義務)110。 

雖然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從建立關聯性的原則來看只適用於面向終端消費者

的企業，但也可以反過來說，只要是面向終端消費者的企業都有可能與市場所在國

具有內在功能連結。內在功能連結的概念中並不必然與數位化技術有關連，因此這

個提案在應用面上比使用者參與提案的對象更廣泛。 

                                                      
110 同前註，頁 10-11。 



doi:10.6342/NTU202003355

69 
 

行銷性無形資產的關聯性是建立在內在功能連結上，從價值分析的角度來說，

要如何說明這個內在功能連結是企業創造價值的重要因素是有困難的。如果要擴

大到品牌形象都可視為價值創造的要素，進而讓市場所在國具有課稅權，這將對現

有稅收規則有極大衝擊。因此這個提案在所得分配上與使用者參與提案一樣都是

對現行規則分配後的剩餘利潤進行分配，因此對現行規則影響有限。而剩餘利潤要

如何在各個市場所在國之間分配，提案建議採用協定的分配指標進行，例如以銷售

額度做為分配比例。如果以企業的銷售額來分配所得，則背後的意義顯示其價值創

造的貢獻最終仍以企業銷售數量為指標。這與使用者參與不同，使用者參與在分配 

上新增了使用者貢獻這個要素，而行銷性無形資產在剩餘利潤部分已銷售額為分

配比例則在概念並未與現行所得分配概念有差異，都是以經營行為為基礎。 

 市場所在國的內在功能連結從台案的說明來看似乎可以是為是一種類似顯著

經濟存在的實質經濟關聯的擴充，提供給市場所在國在不具備常設機構標準時作

為剩餘利潤課稅權的基礎，而由於內在功能連結在論述上略顯薄弱，因此即使市場

所在國想藉此以來源地國的身分對非居民企業營業所得執行課稅權，仍被侷限於

剩餘利潤的分配。 

 另外要注意的是，這是針對面向消費者的經營模式，因此 B2B 並不被包含在

內。換言之，在價值創造中輸入供應商由於不與終端消費者交易，因而不會是用此

提案，但其餘三種類型都有適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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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 

第一款 提案說明 

第一目 價值創造來源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源自於 BEPS 行動方案 1 的建議，從實質經濟關聯的角度

出發，希望能對數位化企業在一國的境內中缺乏物理實體存在卻依然可以持續不

斷的參與該國的經濟活動，因而實質上符合經濟忠誠原則的經濟關聯的情況，提出

可觀察的標準與建立合理的論述，補充現有常設機構標準之不足，而該可觀察的標

準即為構成顯著經濟存在之標準。提案以持續取得收入為基本要素，提出一系列與

取得收入相關的判斷標準，根據這些標準決定該企業是否在境內具有顯著經濟存

在。 

在BEPS行動方案1的最終報告中已經提出了顯著經濟存在的概念，並且將這個

概念作為對應數位化經濟挑戰的選項之一。本提案以此為基礎，認為經濟數位化和

相關技術的進步讓企業可以深入參與一國的經濟生活而無須具有顯著的物理實體

存在，因而造成現行的課稅關聯性規則與所得分配規則失效111。 

第二目 適用對象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主張如果相關的經營要素可以證明一個非居民企業通過數

位化技術而與某國家保有持續的營利活動，那麼便可據此認定該企業在該國家具

有顯著經濟存在，並且為了簡化課稅行政成本，可以根據不同的交易類型設置合適

的起徵點112。換言之，只要相關要素可以證明非居民企業的某項收入之經營活動與

顯著經濟存在具有關聯，該管轄區便可對該項交易之所得課稅。 

                                                      
111 OECD, supra note 102, para. 50, at 16. 
11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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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關聯性規則的修訂 

BEPS在最終報告中對顯著數位化存在提出了幾個可能的判斷標準。諸如與用戶

關係超過六個月，並於用戶所在地國有實體存在；透過當地語言的網站或當地供應

商、銀行或其他設施，向該國客戶銷售商品服務；或是有系統地蒐集該國顧客資訊

作為銷售商品或勞務之用113。而在本提案中則提出6個更明確的判斷標準，認為顯

著經濟活動應包括114： 

(一) 存在一定使用者及數據輸入； 

(二) 課稅管轄區內提供一定數量的數位數據； 

(三) 以課稅管轄區內的貨幣交易或交易總金額達一定程度； 

(四) 以課稅管轄區內的語言呈現網站內容； 

(五) 該企業對消費者負有交付商品之義務或具有提供售後服務或維修等義務； 

(六) 以線上方式或其他方式持續進行銷或促銷活動 

因此顯著經濟存在並不針對特定企業型態或銷售內容，只要在某國境內具備符

合顯著經濟存在標準的企業，都對該國負有納稅義務，為納稅主體，而該國即為這

些企業相關所得的課稅主體。 

 從納稅主體來看，顯著經濟存在提案並不以企業的數位化程度作為是否課稅

的區分，因而不會像使用者參與提案與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對不同的企業有不同

的課稅標準，產生違背中立原則的疑慮。也不會有新的課稅管轄權的出現，對現行

                                                      
113 黃士洲(2016)，〈我國如何面對 BEPS 最終報告建議-以跨境電商稅務挑戰為主〉，《財稅研究》，45 卷 4
期，頁 24。 
114 OECD, supra note 102, para. 51,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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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稅收原則衝擊不大。產生的影響主要是對一些目前歸屬於居民國的營業所

得的課稅權以實質經濟活動的角度劃分給來源地國。 

第四目 利潤分配方式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主張分配方式採用 BEPS 行動方案 1 建議的比例分攤法，

也就是先確定稅基，再確立分割稅基所需的分配因素，給予相對應的權重後分割稅

基。稅基通常根據該集團在特定課稅管轄區產生的收入(銷售額)按跨國企業集團之

全球利潤率來確定。稅基的分配因素包括銷售、資產和員工。若是使用者參與能創

造價值之企業，分配時還須考慮使用者因素115。 

為了簡化利潤分配的操作，提案也主張採用其他簡化的利潤分配方式，例如

BEPS 行對方按最終報告建議的修訂後核定利潤法，對非居民企業在一國的顯著經

濟存在視同該企業之有形存在，並將推定的費用比率應用於該企業與該國境內顧

客交易產生之收入，從而推定淨利潤116。 

 提案同時建議可以採用預扣所得稅方式徵收稅款，亦即針對構成顯著經濟存

在之企業，以收入總額為基礎按照一個較低的稅率由付款人在支付給企業的款項

中預先扣繳相應的稅收。 

第五目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之小結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中建立關聯性的原則，比較貼近實質經濟活動的概念而不

太需要採用價值創造原則作為合理性的建構。對於數位化技術下的商業行為應該

擴大常設機構的定義，從實體與人員存在的需求放寬到以經營活動行為為標準，已

經是一個具有共識的趨勢，僅在於實施方式上有不同意見。例如顯著經濟存在是作

為現有常設機構標準的補充，還是取代現有常設機構標準；或是對構成顯著經濟存

                                                      
115 Id. para. 52, at 16. 
116 Id. para. 53,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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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標準在細節上有爭議。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是採取補充的立場，認為若非居民企業在來源地國不構成

常設機構時，才進一步討論是否構成顯著經濟存在。在關聯性的部分，這個提案可

以視為承襲了原來經濟忠誠原則的立場，可以與現行的國際稅收規則對接。但在利

潤分配的方式上，由於缺乏常設機構作為歸屬對象，現行的常規利潤分配方式有應

用上的困難，因而提案建議採用公式照比例分配的方式，以減輕執行上困難與成本。

但這樣的方式與目前國際採用的常規分配原則不同，如果採用這個提案的建議，勢

必要全面重建現有的分配方式，因而會在執行層面上遇到各國利益衝突的對抗。 

第二款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之反思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在課稅管轄權的關聯性部分與現行原則相近，主要是將經

濟關聯從實體存在擴充到實質存在的標準，與現行國際稅收結構在概念上無衝突。

在提案中採用顯著經濟存在是以企業在該國不具備顯著有形存在為前提117，表示

顯著經濟存在主要是補充常設機構原則的不足，在無實體存在的前提下，再提供可

能建立關聯性的規則予以補充。換言之，若根據現行規則認定在該國具有常設機構，

則不需考慮顯著經濟存在的有無。但反向思考這個設計會發現，如果該企業已經在

來源地國具有常設機構，則不會採用經濟顯著存在的標準，這提供了跨國企業進行

稅捐規劃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非居民企業如果具有常設機構，而許多所得在現行

常規分配原則下並不歸屬於該常設機構，則依此提案來源地國將失去對這些所得

的課稅權。 

 而對於所得分配的問題，就像前述討論所說，顯著經濟存在提案建議的按比例

分攤法不同於目前國際稅收規則中各國分配跨國企業集團所得的方式，對於各國

在現行規則下的稅收利益會有極大的衝擊，難以輕易取得共識。 

                                                      
117 Id. para. 51, at 16. 



doi:10.6342/NTU202003355

74 
 

第四項 小結與評論 

 上述三項提案的比較可知，各項提案的目的都是想擴大使用者與市場所在國

的課稅權，以並且試圖降低稅捐侵蝕的風險。但根據各自重視的價值創造來源，

其建立關聯性的方式以及所得分配的設計並不相同，因而與現行規則的童也有差

異。整體來說，使用者參與提案與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對現行規則影響較小，相

對的對於擴大使用者或市場所在國的課稅權效果也較小，對於同時是數位化產品

與服務企業居民國以及同時具有企業與消費雙重身分的國家較為偏好的方式，因

為影響小，比較不會在稅收上出現劇烈波動。但顯著經濟存在提案則對現行規則

有較大衝擊，但能夠較大範圍的擴大使用者與市場所在國的課稅權，因而在數位

化市場中為消費國的國家對此方案較為偏好。本文總結三項特徵造成之挑戰以及

提案設計的對應方式，整理如下： 

使用者參與提案：使用者參與提案為了呼應前述經濟數位化的「數據及使用者

參與結合智慧財產權之綜合效應」這個特徵，將高度數位化企業的使用者所在國以

價值創造上具有重要貢獻而建立課稅關聯性，這個關聯性僅適用於高度數位化企

業。但為了避免現行具有課稅權的國家在稅收上造成損失，因此採用扣除常規利潤

後的剩餘利潤分配法。這個提案實際上並沒有解決跨境交易無實體存在的問題，只

是讓高度數位化企業在剩餘利潤分配時增加一個課稅主體一起分配。但卻因為適

用對象僅限於高度數位化企業，因而引發中立性的疑慮。此外，也要注意使用者所

在國有可能與企業營收來源不同，例如社交平台的廣告客戶所在國(消費國)有可能

並不是社交媒體的使用者所在國。 

批評者則認為，使用者參與不應該當成價值創造的要素，而是應該視為企業與

使用者的交易，認為使用者僅是高度數位化企業與使用者的交易，不可視為企業價

值創造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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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這個提案處理的議題可以對應到「高度依賴無形資產」

的特徵，不過提案中將無形資產區分為交易性無形資產與行銷性無形資產，以減少

對現行移轉訂價規則的衝擊。這個提案在關聯性上以面向消費者企業與市場所在

國具有內在功能連結為基礎，認為行銷性無形資產在扣除常規利潤後，應該將剩餘

利潤依協商後的方式(例如固定比例)分配給符合內在功能連結標準的市場所在國，

這個關聯性的標準可能以終端消費的銷售額為指標。這樣的設計也對「跨境而無實

體之規模經濟」這個特徵造成的關聯性問題提供解決方向。在適用對象上，並沒有

以數位化程度作區隔，因其關聯性的基礎是來自企業與市場所在國的內在功能連

結，依據該定義，此提案適用的對象可能可以擴張到所有面向消費者的企業。在所

得分配上提供了市場所在國對對企業的課稅分配權力，直觀來看最能對應目前市

場所在國無法以來源地國行使課稅管轄權的困境，但由於採用剩餘利潤分配法，因

此能讓市場所在國取得多少所得分配不無疑問。 

 批評者主要是對於關聯性的基礎有疑慮，認為內在功能連結並沒有足夠充分

的基礎支持。 

顯著經濟存在提案：本提案試圖提供與現行關聯性規則相符的設計，藉由對經

濟關聯解釋的擴充，顯著經濟存在提案認為以經濟忠誠的觀點來說，一個在某國家

境內有持續且大量銷售活動的企業，只因為缺乏物理實體存在就認定該企業沒有

介入該國之經濟生活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提案提出了一些企業的經濟活動標準，認

為企業若符合這些標準便可認為該企業在境內構成經濟存在具有足夠的關聯性讓

該國取得課稅權。這個提案試圖全面解決「跨境而無實體之規模經濟」特徵的問題，

不論企業的型態與經營模式為何，只要在特定國家中符合提案中經濟活動的標準，

便構成顯著經濟存在，該國便可取得課稅權。因此市場所在國稅捐流失的問題便可

解決。在這樣的設計下，該提案建議所得分配以經濟活動中不同功能對價值創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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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進行加權後進行比例分配。這樣的分配規則對於現行規則下已經具有課稅權

的國家在稅收上可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許多國家對此抱有疑慮。 

批評者認為，提案的設計是企業在該國境內無常設機構存在時，才進行顯著經

濟存在的檢視，作為物理實體存在標準不適用時的補充。因此如果已經具有常設機

構，提案就不再考慮顯著經濟存在。在這樣的設計中，如果企業在一國內已經具常

設機構，但該常設機構能分配到的所得與該企業在該國境內收入不相當，此時由於

不考慮顯著經濟存在，因而依舊會產生稅收損失，也留下讓企業進行規稅捐規避的

空間。如果不以目前無常設機構存在為前提，則可避免這個漏洞，但若配合提案建

議以功能加權後按比例分攤的分配方式，對目前國際稅收的重新分配將會有極大

的變動，這可能是該提案的疑慮。 

第四節 長期解決方案：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 

第一項 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 

第一款 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的背景 

 OECD 自 2015 年發布 BEPS 行動方案最終報告以來，為了確保 BEPS 行動計

畫執行的成效，OECD 建立了包容性架構(The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要求

該架構下的成員有執行 BEPS 行動方案的義務。這幾年陸續發表了 2018 年期中報

告以及 2019 年的 2 月的公開諮詢文件，在 2019 年 6 月時，G20 通過包容性架構

下的工作計畫，計畫包含兩大方針，方針一是針對關聯性規則與利潤重新分配；而

方針二則是處理其餘 BEPS 的議題。之後 2019 年 10 月 OECD 秘書處提出的「一

致性徵稅方法提案」（Unified Approach，簡稱一致性方法提案），便是為了落實方

針一的目標所提出的文件118。 

                                                      
118 魏世和編譯，前揭註 35，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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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BEPS 行動方案在聖彼得堡獲得 G20 領導人的批准時，俄羅斯總

統普京宣稱這是一項對「國際稅收規則的百年重塑」。但 BEPS 在 2015 年的最終報

告內，除了行動方案 1 之外，主要的焦點都在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進行修補、調整

與完善，對於國際稅法中的關聯性與所得分配問題並無重新建構的更動。而行動方

案 1 雖觸及了國際稅收規則框架中的課稅管轄權問題，但也因牽涉過大，在最終

報告內並未達成共識，僅提出衡平稅、數位顯著存在等建議。OECD 在 2019 年提

出的兩方針工作計劃，試圖在方針一中對常設機構原則進行調整，對實施百年的國

際稅收規則進行結構上的變更，在既有的來源地管轄權與居民國管轄權之外加上

市場所在國管弦全，因而被稱為 BEPS2.0 時代的開啟。如果說 2015 年最終報告的

BEPS 行動方案主要是避免跨國企業以稅捐規避的手法造成各國課稅管轄權在稅

基上的流失，保障居民國與來源地國的利益，那麼兩方針計畫影響的對象就從跨國

企業的稅捐規避進入到國與國之間的稅收利潤分配，讓市場國取得部分的利潤分

配，同時也影響了其他國家的稅收利益119。 

在一致性徵稅方法提案中，OECD 強調如果要在 2020 年底完成具有共識的解

決方案，就必須在 2020 年 1 月取得各國對於一致性徵收稅原則在大綱上的共識，

同時認為解決前述使用者參與提案、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以及顯著經濟存在提案

間對課稅關聯性與所得分配設計的落差是達成共識的前提。否則許多國家將因為

稅收利益問題而各自實行單邊稅務措施，進而損害國際稅法架構，對全球投資與經

濟成長造成傷害120。一致性徵稅方法提案的目的，在使跨國企業消費者或市場所在

的國家或地區，能擁有相當的課稅權並且取得利潤部分分配，確保在無實體存在的

企業模式下市場國仍可取得符合價值創造原則的稅收，並希望尋求各國在這些目

標上的共識，藉以重新回復被數位化經濟破壞的國際稅收公平原則。 

                                                      
119 韓霖(2019)，〈OECD 應對數字化稅收挑戰的工作計畫：簡介與觀察〉，《國際稅收》，2019 年 8
期，頁 23。 
120 OECD, supra note 9, para. 7,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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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1 月 29 日到 30 日舉行的 OECD/G20 的包容性架構會議後，於 31

日提出聲明，聲明包含附件一及附件 A 與附件 B，附件一為「關於方針一之一致

性徵稅方法大綱」(Outline of the Architecture of a Unified Approach on Pillar One，簡

稱一致性方法大綱)。聲明強調，包容性架構成員已經同意以此大綱為基礎，進行

後續討論121。一致性方法大綱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討論提議，主要是指明 OECD 目

前對於經濟數位化的環境下，國際稅收方法在關聯性與所得分配上要如何因應挑

戰的方向。其中有許多部分只有討論建議。為了瞭解目前國際在此議題上的最新趨

勢，底下是本文對一致性方法大綱的整理。 

第二款 一致性方法大綱內容簡述 

第一目 一致性方法大綱說明 

 一致性方法大綱的目的，是希望能藉由課稅關聯性規則的調整，來擴充市場所

在國或使用者所在國的課稅權，以面對經濟數位化下創新的企業模式在現有國際

稅收規則下稅收分配不公的問題。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大綱以三種可能會分配到市

場所在國的營業利潤來進行規劃，這三類利潤被稱為金額 A、金額 B 與金額 C122： 

金額A：是一種市場所在國的新課稅權，在扣除集團企業全球視同常規利潤(deemed 

routine profit)之後，剩餘的部分即視為剩餘利潤(deemed residual profit)，將這些剩

餘利潤依據公式或其他方式分配給取得新課稅權的市場國家123。這種新的關聯性

規則適用於無物理實體存在的企業模式，特別是自動化數位服務。金額A反映的是

一個企業經由遠端但主動且持續參與市場所在國的經濟生活，因而構成一致性方

法大綱中對於經濟數位化稅收挑戰的重要設計。 

金額B：基於常規交易原則，以在市場所在國發生的例行性行銷與分銷活動為基礎

                                                      
121 魏世和編譯，前揭註 35，頁 21。 
122 OECD, supra note 9, para. 10, at 8. 
123 OECD, supra note 101, para. 30,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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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固定報酬。只有在市場所在地具有據點時，才能以常規交易原則等現有方式

課徵金額B之稅收。 

金額C：這部分包括的是企業在市場所在國家取得超過例行性經濟活動的額外利潤。

因而市場所在國家要求在扣除數額B的固定報酬後，增加另外的所得課稅。金額C

的範圍還需要進一步討論，被認為是方針一中是否能達到共識的關鍵要素。 

 上述三種金額，在設計上課稅的範圍是不相同的。其中金額B與金額C是以原

有的國際稅收規則(常設機構原則建立課稅權與常規交易原則進行所得分配)，來決

定在市場所在國的課稅數額，設計上的重心在改善現有的常規交易原則的應用。而

與建立新的課稅權有關的關聯性規則與採用公式作為所得分配方式的部分則僅限

於金額A124。因此一致性方法大綱主要的討論是圍繞著金額A的新關聯性規則的設

計與理論基礎，以及如何建立金額A的課稅門檻，我們在此也以金額A為重心說明。 

第二目 金額 A 的新課稅權 

 一致性方法大綱解決經濟數位化經濟對稅收挑戰的方式，是將扣除常規利潤

後的剩餘利潤分配給市場所在國或使用者所在國。為了避免對小型企業與創新企

業造成不利影響，在設計上主要是針對大型跨國企業集團，這也是目前認為對消費

者市場在稅收上影響最大的來源。一致性方法大綱強調，金額 A 的設計有三個重

點：在指標上要簡單明確；要避免雙重課稅；要能與金額 B 與金額 C 採用的常規

交易原則共存。底下將說明金額 A 的適用對範圍與關聯性的理論基礎125。 

(一) 適用範圍 

 在數位化技術不斷更新的環境中，企業的獲利模式也隨之改變，因此在課稅權

的關聯性規則上以及應稅利潤的分配方式上，不應該堅持以生產有形實體商品的

                                                      
124 OECD, supra note 9, para. 11, at 8-9. 
125 Id. para.13,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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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營模式為基礎的所設計常設機構原則。面對企業在市場所在國，可以藉由網

際網路，無須在當地具有基礎設備或員工運作的情形下，進行主動且持續經營行為，

現行 OECD 與 UN 租稅協定範本的第 5 條(常設機構)、第 7 條(營業利潤)與第 9 條

(關聯企業移轉訂價)，都無法合理的反應企業在市場所在國進行的相關經營活動。 

 一致性方法大綱的金額 A 便是對這種稅收不合理的現象進行調整，將企業在

特定市場所在國的部分的剩餘利潤分配給市場所在國。這個方法與常規交易原則

不同，常規交易原則是基於在市場所在國境內進行的例行性行銷或分銷等活動做

為分配依據，但金額 A 則採用公式進行分配。此外，金額 A 不會在應稅所得上增

加新的數額，僅是將企業獲得利潤中，應被課稅而未被課稅的部分進行課稅權的分

配。 

 因此，金額 A 面向的課稅範圍是以可以在無實體存在的情形下，持續且顯著

參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進而產生對企業有實質利益貢獻的企業模式。一致性方

法大綱將之歸納為兩種類型： 

(1) 自動化數位服務(automated digital services) 

 提供自動化數位服務的給全球範圍大量顧客或使用者的企業，通常可以藉由

遠端服務，在各市場所在國提供顧客服務，而無須(或是只要極少)當地設備便可完

成。這類企業通常可以利用使用者或顧客的網路效應獲得利益，並且藉由網路持續

與顧客及使用者互動的過程持續創造價值。也可能藉由長期收集使用者在線上的

活動與相關的數據而獲得利益，而顧客也有可能長期且密集持續的在企業的平台

上與企業提供的內容互動。這些特徵在某些數位服務企業中比其他企業更明顯126。 

                                                      
126 Id. para. 18, at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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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這類企業的經營模式包括線上搜尋引擎、社交媒體平台、線上商城、數位

內容串流、線上遊戲、雲端運算服務、以及線上廣告服務127。這部分是以四種典型

企業類型中的多邊平台為主，企業的價值在於連結使用者，這與使用者參與提案的

內容較為相近。 

(2) 面向消費者企業(consumer-facing business) 

 除了上述提供數位服務的企業模式外，還有一些企業是藉由直接或間接銷售

貨物與服務來產生利潤。這是一個範圍龐大的群體，其中也包括了數位化程度相對

較低的傳統企業。例如製造實體商品，經由物理管道銷售與運送產品，利用電視對

顧客進行廣告的企業。但越來越多這類型的企業開始使用數位技術來跟顧客建立

互動，與個別顧客建立更緊密的持續關係，或是以網際網路進行有針對性的市場行

銷與品牌行銷。也可能會收集並且使用顧客的數據來強化行銷，特別是銷售關聯性

產品與使用線上平台為主要銷售方式的企業。 

 由於可以由遠端完成上述與顧客的互動，這些企業在網際網路的發展謝越來

越容易在無實體存在的情況下，進入市場所在國進行各種有經營效益的活動，來提

高其產品的銷售或對顧客行銷128。 

 屬於這類企業的經營模式包括個人電腦產品(包括軟體、家用設備、以及手機)；

衣服、化妝品以及奢侈品；品牌食品與點心；包含餐廳或旅館的授權模式；以及汽

車。一致性方法大綱認為這部分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以確定上述一些關鍵詞語的

定義129。這部分的論述與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有關，主要是談以面對市場所在國時，

企業與市場所在國具有來自消費者內在狀態的內在功能連結，據此讓市場所在國

                                                      
127 Id. para. 22, at 10-11. 
128 Id. paras. 19-20, at 10. 
129 Id. paras. 28-29,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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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企業之行銷型無形資產之獲利與風險相連結，因而對該類企業之所得具有課

稅權。 

(二) 門檻：金額 A 的計算方式以及徵收門檻如圖一所示130。為了確保企業的服從

成本與國家的稽徵行政成本能跟試圖得到的稅收好處符合比例原則，新的關聯性

規則將以多重標準作為徵收的門檻。首先，為了將金額 A 的課徵對象限制在大型

跨國企業集團中，所以設定了一個總營收門檻，這個門檻可以採用像是 BEPS 行動

方案 13 中要求的國家別每年營收及稅負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採用像

歐盟數位服務稅的 7.5 億歐元為門檻。 

在總收入超過門檻後，可以在對金額A的範圍內的累計收入設定第二個門檻，

要求該跨國企業集團在金額A的類別的收入達到一定水準。此時指示處理屬於金額

A的總額。 

再下一步是檢視要以新關聯性規則分配的總利潤超過特定金額。 

最後金額A以公式進行的稅基計算以及新關聯性規則的應用都會再產生個別

的門檻。整個操作流程以圖一說明。 

(三) 關聯性標準 

 對於符合上述特徵的跨國企業集團，新的關聯性規則將基於與市場所在國具

有顯著與持續性的指標來建立。在建立新規則時一致性徵稅大綱特別注意兩點：一

是應該盡量避免對現行課稅或不需課稅的規則造成額外的影響，因此應採用獨立

規則進行，對於金額 A 的部分與其他所得採分離處理；二是盡量降低新關聯性標

準在使用上的遵守成本與行政負擔，簡化申報登記流程。 

                                                      
130 Id. para. 35, at 12; Id. Anne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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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致性方法大綱提議以在市場管轄地區內，符合上述定義的年度收入是

作為企業在市場所在國具有重大且持續涉入的主要證據。同時也建議根據市場的

規模來設計課稅門檻131。 

 對於自動化數位服務這個類別企業的建立關聯性的標準，一致性方法大綱認

為收入數額是唯一的標準。因為在數位化時下，無實體卻具規模以及大量依賴無形

資產這兩項特徵，讓自動化數位服務的供應通常涉及與顧客間維持持續且主動的

關聯，即便是在遠端提供服務也相同。因此對於自動化數位服務企業而言，在市場

所在國可能完全沒有實體存在的需求，因而要論述該企業與市場所在地具有經濟

關聯的方式，以收入額度作為關聯強度似乎是最為合理的方式。這個部分主要的依

據應該是來自顯著經濟存在的觀點，以收入因素作為建構關聯性的指標。 

 對於面向消費者類型的企業，就需要考慮不同類型企業的運作方式。例如跨境

銷售實體貨物到市場所在國，如果企業在市場所在國並無實體存在(例如常設機構)，

則該銷售本身並無建立持續且顯著的關聯。除非企業在市場國的活動具有額外要

素，例如該企業於市場所在國中具有實體機構或是直接對對市場所在國播放有針

對性的廣告。對這個類別會設計許多不同的門檻，主要是為了避免讓一般銷售所得

進入金額 A 的範圍，同時也要避免或降低企業納稅時的額外成本，尤其是對那些

在市場國沒有實體存在也沒有自海外鎖定該市場的跨國企業集團132。這個部分主

要是依據行銷性無形資產中論述中提出的與市場所在國具有內在功能連結的觀點，

依此建構新關聯性的標準。 

 一致性方法大綱特別強調，金額 A 的關聯性設計會盡量避免對現有的關聯性

規則產生影響，因此新的關聯性規則是專屬於新課稅權使用，也不可以被用於建立

其他稅收的基礎，不論是對所得稅或非所得稅133。 

                                                      
131 Id. para. 36-38, at 12-13. 
132 Id. para. 39, at 13. 
133 Id. para. 40,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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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性方法大綱承認目前對面向消費者企業的部分還有很多不明確的部分，

下階段的工作是設計更明確且有效率的規則來收集各市場所在國的收入，這是為

了建立在市場所在國建構關聯性的收入門檻以及將利潤分配給市場所在國的準備。

這部分會將自動化數位服務與面向消費者企業在市場所在國的行動差異計入，這

在對不同交易提供來源規則時特別重要，例如鎖定使用者的線上廣告服務的收入

與從其他數位服務的消費之間的差異在規則設計上有何不同，也需要指明產品經

由中介商銷售到最終顧客前各種收入的來源。這些都與金額 A 最終的門檻設計與

所得分配設計有關134。 

(四)稅基與實施門檻135 

 金額 A 的計算是以跨國企業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的利潤為指標，一致性方法

大綱經過討論後，認為採用稅前淨利潤作為金額 A 的計算是較佳的指標。因為在

多數情況下，這個指標最接近公司所得稅，並且每年都會持續提供。同時這些規則

為了能兼顧虧損的部分，這些規則將會包含盈虧互抵的規則。要是納稅人在不同企

業線或不同區域中的獲利有極大差異時，企業可能需要提供個別報表，並且包括非

金額 A 課稅範圍內的營收，作為檢視之用，但這部分仍在討論中。對於圖一中的

各重門檻的規範 OECD 仍在徵詢各方意見。 

 金額 A 的計算是以公式進行，首先會計算出將要分配給有權徵稅的市場所在

國的剩餘利潤，因為金額 A 只適用於超過常規利潤的部分。之後金額 A 的數額可

以根據範圍內的企業，其活動在數位化程度上的差異進行加權。由於面對市場規模

差異極大的多國家，對於金額 A 的獲利程度以及歸屬到市場所在國的剩餘價值的

比例都需要進一步的協商。此外，對所有範圍內的企業，在分配利潤給金額 A 內

                                                      
134 Id. para. 41, at 13. 
135 Id. paras. 43-46,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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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所在國時，是應該全體採用相同比例，還是根據關聯性規則的理論，對從市

場所在國取得不同價值創造的企業採用不同的比例也是需要討論的。 

總而言之，金額 A 的稅基並非以常規交易原則的方式計算，而是採公式分配

方式。公式的計算牽涉到市場國之間的分配，也牽涉到不同程度數位化的加權，這

對將來各國在金額 A 的稅收利益上影響極大，因此目前在一致性方法大綱中尚未

提出確定的計算方式，而這也是在 2020 年底前需要努力徐求共識的方向。 

第三款 對一致性方法大綱內容小結 

第一目 金額 A 的新課稅關聯性規則 

新的關聯性規則不再拘束於現行的常設機構原則中物理存在的限制，只要市

場所在地區對企業創造價值有貢獻，則市場所在國便可以參與金額 A 的利潤分配。

根據一致性方法大綱的設計，之後對跨國企業所得具有課稅管轄權的國家，將在傳

統國際稅法中的居民國與來源地國之外，再增加一個對價值創造有貢獻的市場國。 

 根據金額 A 的設計，因經濟數位化而獲得新關聯性課稅權的市場國，其分配

的利潤是對扣除常規利潤後的剩餘利潤進行分配，以這個角度來說，即使具有價值

創造的貢獻，具有常設機構的來源地管轄權依舊優先於市場管轄權。這樣的設計可

能是為了避免對現有國家的稅收利益造成損害，但很可能造成市場國取得的剩餘

利潤有限，沒有實質的效果。 

 金額 A 在設計時，是以顯著經濟存在這個提案為基礎，試圖建立指標合理化

市場國家對特定數位化企業的課稅管轄權。而其適用的企業類型包含自動化數位

服務以及面向消費者企業兩種，其中自動化服務的概念與列舉的企業類型接近使

用者參與提案的範圍，而面向消費者企業的接近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因此可以說，

金額 A 的課稅關聯性標準是將使用者參與、行銷性無形資產以及顯著經濟存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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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提案結合，以顯著經濟存在的設計，但採用使用者參與及行銷性無形資產的理論，

整合形成金額 A 的規則。 

第二目 金額 A 的公式分配方式 

 由於金額 A 的分配公式尚未確立，因此不易進行評析。不過根據金額 A 在稅

基計算時的門檻設計，加上是以扣除常規利潤後的剩餘利潤進行分配，可預期在金

額 A 的部分能取得的稅收不會太高。如此，根據金額 A 對其關聯性的說法，符合

金額 A 的企業比較依賴使用者參與或行銷性無形資產創造價值，而這部分屬於剩

餘利潤，佔較低的比重(根據目前金額A的多重門檻來看，很難有太高的稅收利益)；

而高度數位化企業中屬於常規利潤的應該是簡單而低價值相關的活動，但在分配

時這類傳統價值創造活動卻有較優先且較高的利潤分配。這樣的結果在價值創造

原則下並不合理，但可能是基於減輕對現行國際稅收架構的衝擊，因此 OECD 從

2019 年的三項提案到一致性方法大綱中，幾乎對新興的所得都採用剩餘利潤的方

式課稅，這是為了取得共識的妥協，但與價值創造原則卻有一定的矛盾。 

第二項 對一致性方法大綱內容之評論 

 一致性方法大綱對國際稅收的改革，即使是小心翼翼的採用不觸及現有稅收

利益的剩餘利潤分配方式，仍是對現行國際稅收框架的大變革。因此在 2020 年 1

月的大綱內容中，有許多重要的細節都還沒確定，尤其是金額 A 的稅基計算，例

如分銷方式的計算規則。另外對於金額 A 涵蓋的企業類型，在定義上也還有模糊

之處，不過如果一致性方法大綱最終採用類似歐盟數位服務稅的門檻，例如 7.5 億

歐元的總收入，將可以有效的去除許多有衝突的營業內容，專注於可能被列入的企

業的經營方式，做出更具體的定義。雖然目前包容性架構下的成員超過 135 個136，

但最終主導仍是以 G20 為首的成員，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於一致性方法大綱通

                                                      
136 參考 OECD 官方網站，http://www.oecd.org/tax/beps/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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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對這類國家(包括我國)有可能產生較為不利的後果，這也是我國應該關注的

理由之一。 

第一款 市場所在國的管轄權基礎 

在方針一的規劃中，會從現有的屬地管轄權和屬人管轄權之外，出現了一個新

的課稅管轄權概念，即市場管轄權（market jurisdiction）的概念。市場管轄權這個

概念在 OECD 的 2019 公開徵詢文件中出現，但僅作為一個消費地課稅權的名詞，

文件中並沒有明確定義，對於一個新興的課稅權，OECD 尚須等待各國充分討論形

成共識後才有可能給予進一步的說明，而這也是目前一致性方法大綱努力的方向。

市場所在國要對企業經由網際網路介面由遠距商品和服務提供取得的營業利潤進

行課稅，必須在理論上的合理性和稽徵行政上的可行性兩方面取得解決方案。在經

濟數位化背景下，跨境企業在市場所在國並沒有實體，一般基於公共產品和服務對

價的量益原則在適用上有困難，而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的觀點為市場國的徵

稅權提供了理論支撐。市場所在國是消費者以及多數使用者的所在地，也是企業實

現價值的需求端。例如，使用者參與的行為，通過主動或被動參與企業平台經營的

過程，提供了數據資訊和創造內容兩方面的貢獻。歐盟認為使用者的貢獻主要是三

個部分，分別是增強網路效應、提升數據分析效益、以及產生數位化內容。而英國

對 OECD 提出的使用者參與提案則強調，數據和使用者是高度數位化企業價值創

造的關鍵部分，因此應修訂跨境利潤分配規則，將一定數量的利潤分配給這些企業

活躍且參與度高的用戶群所在的課稅管轄區，不論這些企業是否在這個課稅管轄

區有實體存在137，這也是市場所在國課稅管轄權最簡單的說明。 

從一致性大綱的說明，市場所在國可能有兩個原因具備管轄權，其一是來自顯

著經濟存在觀點，由於企業在市場所在國進行大量的經營行為，因此雖然沒有實體

                                                      
137 何楊，前揭註 80，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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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但只要交易達到一定水準(例如總收入門檻)，便可支持該企業已經實質具備

與市場所在國的經濟關聯，市場所在國因而取得課稅管轄權。這個觀點下不需區分

交易內容；其二是以行銷性無形資產及使用者參與兩個觀點，前者與市場所在國具

有內在功能連結產生價值貢獻，而後者則以使用者積極與消極參與提供的數據與

內容作為價值創造的支持，讓市場國因此取得課稅管轄權。但以這個觀點建構的關

聯性，原則上須符合與市場所在國具有內在功能連結的企業或是使用者參與對該

企業經營之價值創造具有貢獻的企業類型為課稅範圍，這個論點目前有許多爭議，

包括使用者參與是否可視為價值貢獻來源以及內在功能連結論點的合理性薄弱的

問題，也因此一致性方法大綱採用剩餘利潤來做為這個部分的課稅對象。 

 無論是跨境商業的運作模式，還是現行國際稅收規則，主要都從供給端（企業）

的角度進行設計，並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138。如果認為數位經濟的需求端

（消費者/ 使用者）創造了價值而對其徵稅，那麼，是否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也應

該考慮消費者與使用者的價值貢獻呢？如果沒有更加嚴謹的界定，那麼價值創造

產生的課稅權在失去常設機構的限制後，會不會讓市場所在國的課稅轄權取代現

有的來源地管轄權，進而大幅擴張來源的的課稅權？那麼以價值創造為課稅管轄

權的依據，可能會造成不同課稅管轄權的國家對課稅權的擴大解釋而造成濫用的

結果 

第二款 利潤分配的問題 

市場國要行使課稅管轄權，還需要解決稽徵程序上可行性的問題。目前已經有

些國家實施單邊數位稅收政策，可作為提供稽徵程序的實施參考。例如採用預扣所

得稅的扣繳方式，對遠程數位商品和服務收入總額課徵衡平稅或數位服務稅等。然

而在 2015 年 BEPS 行動方案 1 的最終報告中，OECD 已經明確指出對上述這些

                                                      
138 廖益新(2017)，〈數字經濟環境下營業利潤課稅權的分配〉，《廈門大學學報》，4 期，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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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邊做法都不贊同139。 

一直以來，強調以價值創造要素（如銷售收入、資產、雇員人數、無形資產等）

進行利潤分配的公式分配法一直是跨境稅收規則改革中討論的重要議題，例如用

公式分配法全部或部分代替常規交易原則等，這可以有效地減輕價值創造中各功

能在貢獻比重上的計算困難。但由於國家之間對各要素比重產生的稅收利益的爭

議以及由於數位化企業運行模式差異過大，在操作上具有複雜性等原因，公式分配

法始終沒有成為具有國際共識的跨境利潤分配原則140。 

按照一般性方法大綱的公式分配法，跨國公司的利潤將被分為常規利潤和剩

餘利潤兩個部分。對於常規利潤和剩餘利潤的一部分，在現有規則下將課稅權分配

給功能和經濟活動發生地；而剩餘利潤的另一部分，將按照公式分配法分配給市場

所在國。剩餘利潤分配是整個一致性方法大綱中方針一的核心之一，採用這個方案

可以解決遠端數位化商品和服務銷售營業利潤的課稅公平問題。另外，由於購買商

品與服務的使用者相對於企業而言在所在地上較具穩定性，因此消費地點被人為

操縱的可能性較低，因此以使用者或消費者所在地為基礎的公式分配還可以改進

現行國際稅收制度中利潤轉移扭曲問題141。 

一直以來，公式分配法之所以沒有成為普遍適用的規則，是因為其缺點也很明

顯，公式分配法在不同國家之間推廣時需要各國耗時耗力的劑型協調，這個國際協

調過程由於涉及稅收利益，因此將會耗時耗力。方針一的建議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

是一種測試，如果採用全球公式分配法，則各國為了稅收利益必然在公式中的權重

有不同利益觀點的爭論，試圖為該國稅收取得最大化利益，這必然會延遲全球取得

共識的時間。 

                                                      
139 OECD, supra note 4, para. 357, at 136. 
140 何楊，前揭註 80，頁 50 
141 同前註，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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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移轉訂價的利潤分割法中已經有了常規利潤和剩餘利潤之分，但是方

針一對於剩餘利潤的定義與轉讓定價利潤分割法並不一致。根據 OECD 跨國企業

與稅務機關轉讓定價指南會根據貢獻的相對價值分配受控交易中的所有剩餘利潤。

在確定相對貢獻時，需要將這些相對貢獻轉化為分配利潤的比率，而在確定相對貢

獻時仍是採用常規交易原則142，而方針一對剩餘利潤的分配則是依據公式直接分

配的方案。 

最後要強調，方針一涉及的自動數位服務和面向消費者的行業並不限於高度

數位化企業。在報告中金額 A 只排除了個別行業，範圍不僅包括 B2C，也包括了

B2B。這是一致性方法大綱與使用者提案及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有差異的部分。而

面向消費者的行業除了高度數位化企業外，還包括一般的服裝、食品等傳統行業。

因此將來是否可能因一致性方法大綱的實施，而造成各國以此為基礎大幅擴張課

稅權的可能，這也是目前要取得共識的困難來源之一。 

  

                                                      
142 同前註，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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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金額 A 之檢測流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 OECD. Statement by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the 

Two-Pillar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nnex B (Jan. 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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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短期單邊措施與區域方案 

各國對應經濟數位化在所得稅收上的挑戰，可以分為短期策略與長期策略來

說明，短期策略一般是單邊政策，目的是盡快減緩稅收流失的現象。目前已經有一

些國家實施，例如印度的衡平稅、英國的利潤移轉稅、或是歐盟提出數位經濟公平

稅草案的等等；而長期策略則希望可以建立國際共識，以租稅協定的方式時，減少

單邊政策造成的衝突，主要的代表是 OECD 的一致性徵稅方法大綱。本文將先以

印度衡平稅與歐盟的數位服務稅為短期策略的討論對象，說明其策略設計的差異，

再以歐盟數位經濟公平稅中試圖建立數位常設機構的方案為區域性規範的設計，

從其中理解從單邊措施過渡到區域性政策的差異，比較在歐盟中各國對於一體性

方案在立場上會出現的爭論，藉以探討經濟數位化稅收政策挑戰上各國態度，作為

後續我國設計相關政策時的參考。國際稅收政策需要修改已經是沒有爭議的選擇，

但要如何修改，由第三章提出的修改方向與 OECD 的長期方案，可以知道不同立

場的國家有不同的偏好，而本章則偏重各國對高度數位化跨境企業的稅收議題尚

未有共識之前，在設計短期單邊策略的該重視的議題。 

第一節 短期方案的背景 

第一項 短期單邊策略的現況 

引進短期單邊措施可能會造成國際稅收規則的動盪，但面對數位化企業造成

的國家稅收流失，許多國家有強烈的動機去執行單邊措施以確保數位化企業在他

們國家的稅捐負擔，能與該企業藉由這些國家的居民或經濟環境創造的價值貢獻

相符合。 

從前一章的討論可知，許多國家認為使用者參與對特定數位化企業是價值創

造的關鍵來源，使用者對平台提供內容的貢獻，主動參與而建立的網路效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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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主動與持續涉入而提供企業數據的過程，根據價值網路的分析，對多邊平台

企業而言都是創造價值的核心要素。這些國家認為國際稅法規則需要納入價值創

造來源，對稅收制度進行改革，才能在課稅目的上有效對應這些高度數位化企業在

不同國家間分配該企業所得的方式。 

然而在目前全球對改革措施無法達成共識的情形下，許多國家認為在應稅所

得與價值創造之間具有不匹配的現象，這個不匹配的現象對國際稅收體系的公平、

持續以及公眾接受度都提出了挑戰。由於在全球各國間要達成作為國際稅收規則

基礎的共識並提出可行方案所需要的時間難以忍受，許多認無在稅收上蒙受損失

的國家認為有必要考慮更快速的因應策略(例如對特定數位化交易的所得課稅)，以

補償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因目前國際稅收規則無法因應高度數位化企業經營方式，

無法辨識該國在高度數位化企業利潤的價值而對該國在稅收上造成的損失。藉由

短期單邊策略的實施，各國可以最難被現有國際稅收規則辨識的跨境所得提出具

有針對性的課稅規定，以此減低其稅收上的損失，靜待具有共識的全球解決方案。

這些採用短期單便措施的國家承認，對特定的數位化企業營業收入課稅有一定的

爭議，不過他們認為這些挑戰需要與沒有行動的而產生的負面後果做權衡，並認為

至少有一些稅收上的負面結果會被這些短期措施減緩143。 

歐盟認為數位服務稅能加強價值創造地和稅收的聯繫，因為現行國際稅收框

架僅以實體存在作為徵稅權分配的依據，顯然無法適應數位化經濟發展需要，因而

對國際稅收帶來挑戰。歐盟委員會提出，要確保在數位化經濟的加速發展，稅捐制

度必須在公平和效率維持一定平衡。因此，數位服務稅的核心理念就是加強使用者

價值創造地和課稅主權間的關聯144。 

143 OECD, supra note 6, para.408, at 179-180. 
144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for Europe, 2015, at 8. 載於：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5DC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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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數位經濟稅收中最困擾各國的問題，就是一國之非居民企業要在該國創

造何種程度的價值或達到何種程度的市場參與度，該國才能對非居民企業進取得

課稅權。如果要在價值創造地對數位化企業的所得課稅，就必須要先確定該價值是

什麼，以及如何對其進行評量，然後才能決定何處為價值創造地。歐盟成員對於這

個議題有不同的看法，法國、德國、義大利與西班牙都要求歐盟提出短期的因應策

略，希望能以數位化企業在歐盟範圍內的營業額為基礎，以類似 BEPS 建議的衡平

稅進行課稅(也不排斥歐盟提出長期解決的策略)，這項要求在歐盟中獲得六個成員

國的支持145。2017 年在塔琳舉行的非正式歐洲經濟暨財政事務理事會會議(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Council, ECOFIN)中，部分國家則強烈反對針對數位

經濟改變現行稅收框架，認為現有國際稅收制度在運作上並無太大問題；而另外有

些國家則偏向以現行公司稅收框架為基礎，尋求全面的解決方式。最後各國部長的

共同聲明中承諾要迅速推動相關意見的討論，預期在 2017 年 12 月的 ECOFIN 理

事會期間形成共識146，這表示歐盟要對來源地國的關聯性標準重新界定，修改現有

的常設機構標準，並作出能符合價值創造觀點的所得分配規則。同時歐盟還試圖將

數位化商業機構的概念納入共同統一公司稅基中(CCCTB)147。由於各會員國對此

極為關注，歐盟在 2018 年隨即提出兩項數位稅的立法，分別是對企業所得稅中數

位經濟活動的一般性規定，以顯著數位存在(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 SDP)作為

對現有稅收規則的補充，希望能從根本上解決數位化經濟的國際稅收問題；以及以

OECD 提出的衡平稅為基礎的數位服務稅作為短期單邊措施148。 

145 劉奇超、羅翔丹(2018)，〈經濟數字化的歐盟稅收規則：方案設計與政策評析〉，《國際稅收》， 
1 期，頁 39。 
146 格奧爾格‧科夫勒、甘特‧邁爾、克里斯托弗‧施拉格（著），陳新（譯）(2018)，〈數字經濟稅

收：”權宜之計”還是長效解決？〉，《國際稅收》，2018 年 2 期，頁 8-9。 
147 同前註，頁 9。 
148 陳佳(2020)，〈歐盟數字服務稅指令的規則分析及制度啟示〉，《南方金融》，524 期，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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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ECD 試圖提出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以及歐盟試圖建立區域性的多邊協定

時，許多國家已經採取了短期單邊措施，其中最有名的是印度的衡平稅以及澳大利

亞與英國針對規避常設機構徵收的移轉利潤稅，此外義大利也針對數位位化交易

實施扣繳稅149。 

第二項 短期策略風險 

並非所有國家都認為有必要實施短期措施來因應目前經濟數位化的國際稅收

問題，例如歐盟組成的數位化經濟稅收專家組委員會在 2014 年度的報告便主張要

為新創辦的創新型公司，尤其是數位化企業改善稅收環境。而針對「數位化應稅存

在」這個概念，該報告宣稱委員會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認為並不存在正

當的理由要對當前數位化活動在稅收上實施根本改變150。 

而有些國家則認為「無需實體之規模經濟規模」、「高度依賴無形資產」、或是

「使用者與數據之綜合貢獻」這些特徵雖然足以提供實行短期措施的基礎，但也擔

心如果實施短期措施，有可能造成一些風險與負面結果，OECD 在 2018 期中報告

指出有下列幾點最令人擔心的風險151： 

(一) 對投資、創新與成長的影響：實施短期措施對特定勞務供應的課稅，將會增加

資金成本，降低投資動機，因而對成長有負面效果，執行針對數位部門的措施會提

高在這些企業中創新投資降低的風險。雖然此影響與投資的資金有關，但如果沒有

適當的約束，那麼以總收入為稅基的措施會因為獲利損失而對創業及其他成長中

的小型公司造成高於大型企業的不利益，對成熟而有獲利的現有大型公司提供競

爭優勢，造成進入數位經營領域的障礙。 

149 格奧爾格‧科夫勒、甘特‧邁爾、克里斯托弗‧施拉格弗（著），陳新（譯），前揭註 146，頁 39-
42。 
150 同前註，頁 39。 
151 OECD, supra note 6, para. 407, at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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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整體福利的影響：以總收入基礎的稅捐產生的影響等同於對進口課稅。這

表示會對公司進項的選擇產生扭曲，因而扭曲其生產。換句話說，如果引進針對數

位化企業的新增課稅，有可能造成生產下降，或是需要更多的資源來維持相同程度

的生產，因而會對經濟的整體利益有負面影響。 

(三) 稅捐轉嫁：依據銷售者與顧客對價格的敏感度，以及市場的結構，租稅歸屬有

可能全部或部份以較高價格的形式轉嫁給當地的顧客。這表示較無經濟能力的顧

客可能會停止購買特定勞務，或是轉移到購買其他較低稅負的勞務，此現象若出現

便表示該稅收的負擔已經轉移到顧客身上。如果是在 B2B 的交易，雙方對價格的

敏感度相同，比較不易轉移，則該稅捐負擔將會造成較高的輸入成本。因此即使一

些並不在課稅範圍內的小型企業，也會因為稅捐負擔的轉嫁或是輸入成本的提高

而受到影響。 

(四) 過度課稅的可能：一個國家可能要求對居民與非居民都實施這個課稅措施，

並限制其扣抵機制。這可能造成過度課稅的問題(例如對某些電子勞務的付款可能

同時要被短期措施課稅並同時被課徵公司所得稅)，因而與引進此措施的目的背道

而馳。短期措施原來目的是針對跨境數位交易在現行規則下，那些在有經濟活動的

市場所在國不會被課所得稅的跨國企業，但短期措施卻可能造成這些企業要面臨

雙重課稅的風險。 

(五) 實施短期措施的潛在困難：一旦引進一個新稅種，通常很難廢除。並且在實施

該措施後，通常需要時間來觀察效果與進行修正，這樣的行政成本，會令人質疑是

否值得引進一套全新的規則與相關行政程序僅為了在一段有限的時間運作。 

(六) 遵守成本與行政成本: 短期措施可能提高企業的遵守成本與政府的行政成本，

這與實施短期措施能得到的實質稅收多寡有關，尤其在短期措施中，這些企業的遵

守成本可能高於國家採用短期單邊措施得到的稅收。此外執行短期措施的國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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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面臨對非居住者企業的交易與收入正確性的審計與證明的困難，因而在稽核程

序上的成本高於實際取得的稅收。 

總而言之，短期措施中過度課稅的風險的程度可能與許多因素有關，包括稅的

範圍、稅率、登記門檻、在電子勞務上的花費是否可作為企業花費扣抵、以及在這

個稅的範圍外的其稅捐負擔與行政花費。同樣的，遵守成本與行政成本可以藉由讓

報繳方式與其他稅收機制一致 (例如與跨境電子勞務供應的加值稅相同的方式)，

以及藉由確保與其他國家採用類似措施而最小化。因此 OECD 於 2018 期中報告提

出了短期措施的指導建議，希望各國在基於自身經濟情況設計短期措施時，仍與其

他國家的政策維持一定的交集，盡量避免各國差異造成的不便與衝突。 

第三項 短期措施實施之指導 

第一款 遵守國際義務152 

一個國家課徵任何新稅都必須符合其現有的國際義務，各國必須考慮他們與

其他國家簽定的租稅條約內容，並評估短期措施會產生的各種衝擊。 

首要條件是臨時措施不能違背租稅協定，短期措施要課徵的新稅必須符合

OECD 租稅協定範本的規定。根據現行常設機構原則，各國對非居民企業的遠距數

位交易通常無法取得所得稅的課稅權。因此，如果短期措施的課稅內容落入將面臨

違反租稅協定的風險。 

租稅協定範本第 2 條涵蓋的稅捐範圍，通常是針對供應商而非供應。換言之，

如果短期措施對電子勞務課徵消費稅，則並非是對租稅協定範本涵蓋的所得稅，例

如： 

  

                                                      
152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413-431, at 18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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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特定定義的類別或是電子勞務的類別課稅，並且是加諸於供應，無須參考

供應商的經濟或稅捐地位，這比較偏向消費稅而非所得稅； 

(二) 以固定稅率徵收，其計算是藉由參考為這些勞務付出的報酬，而非供應商的

淨所得或來自此供應的所得； 

(三) 對在同一筆付費上的所得稅，不可扣抵，或是選擇其他類型的減免，這也可以

區分該短期措施課徵的稅收與所得稅的關係。 

 短期措施是否是屬於某個租稅協定的範圍是由其內容而確立的判斷，不是由

法條名稱或政府自行決定，必須由各國基於該短期措施的特徵與相關租稅協定的

規範來決定。一個不被包含在租稅協定的範圍的稅種，就不可以在該國對居民納稅

人所課的所得稅做扣抵，也不要求可以在該國任何租稅協定內扣抵。一旦有上述行

為，該短期措施有可能侵蝕租稅協定簽約國的稅收。 

 原則上，消費稅並不會被 OECD 租稅範本涵蓋，但某些數位服務的消費稅，

可能類似對權利金或技術服務費採用的總額扣繳所得稅，這部分在設計課稅規則

時應特別注意。 

第二款 暫時性153 

任何短期措施都應該以作為暫時因應方案的規劃下被引進，一旦全球對數位

化的稅捐議題達成了共識並開始實施全面一致的規範時，這些短期措施就該停止，

因為此時因該國在數位化企業上的稅收損失而實施短期措施的理由以不復存在。

同時在包容性框架會員中也一致認同，一個全球性全面的解決方案是優於個別實

施的單邊措施或區域中實施的單邊措施。 

                                                      
153 Id. paras. 432-433, at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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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針對特定類型企業154 

短期措施應該盡量鎖定在高度數位化企業，這些企業跨越多國並具有無須大

量設備便具有大規模的特徵，同時高度依賴使用者參與以及網路效應。由於這些短

期措施並不試圖提供全面性的解決方案，因此短期措施不應該試圖涵蓋數位化企

業中的所有交易。短期措施不應該包含實體貨物的供應，供應實體貨物的企業模式

並不在實施短期措施的國家宣稱造成其稅收損失的範圍內。因此短期措施應該限

制於特定的數位交易範圍，而不應適用於所有由網路提供的服務。過於寬鬆的電子

勞務定義會包含數位化程度差異極大的企業，而對於在獲利方式與數位化程度差

異很大的企業進行數位服務的消費稅課徵，將會對經濟產生混亂及無法預測的衝

擊，可能會傷害數位服務供應的成長與創新。 

一個對所有電子勞務的廣泛的短期稅收措施可能造成不可控的結果，可能會

造成在遵守與行政成本上的無法預期以及額外稅捐規劃的機會。例如，如果某個特

定的服務可以同時採取網路以及非網路方式提供服務，那麼課徵上需要判斷該服

務是否藉由網路提供給顧客時，將會造成行政上的困難。對所有電子勞務廣泛的課

稅可能造成根據供應方式是否為實體或數位形式而有不同的稅務對待。例如，對所

有線上勞務課稅，但不對貨物的線上銷售課稅，這將會造成對音樂、軟體、影片、

與其他著作權的線上交易課稅，但不對同樣產品以實體形式的交易課稅。這可能會

造成違反中立原則的問題。 

一些國家認為短期措施可以聚焦於網路廣告與數位服務平台，因為這些國家

認為這類的電子勞務企業是典型遠端運作並且高度依賴無形資產、數據、使用者參

與、以及網路效應的數位化企業，並且相信其價值是在市場所在國境內所創造。這 

  

                                                      
154 Id. paras. 434-445, at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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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使用者參與對企業價值具有重要貢獻相符，是價值網路中對數位化經濟提供

新課稅權的主要論點，可以為短期措施在實施上提供一定的合理性。 

第四款 最小化過度課稅155 

短期措施的關鍵重點是平衡因數位化經濟而興起的稅收不公平議題與避免因

短期措施課徵新稅而對企業過度課稅的風險。此短期措施的稅率與範圍對達成上

述平衡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短期措施的課稅範圍越寬鬆就越可能造成對特定納

稅人過度課稅，因而有害短期措施的合理性。而且這個措施的稅率應該設定在低稅

率，以符合適用企業的邊際獲利，減低企業過高負擔。 

如果短期措施以消費稅的形勢對總銷售金額課稅，就可能造成經濟上的雙重

課稅。經濟雙重課稅可能來自於同時適用於居民與非居民的短期措施的消費稅，該

消費稅因不能在同一筆收入的公司所得稅上扣抵因而該筆收入同時承擔總收入的

短期措施課稅與淨所得的公司稅；另一種雙重稅的情況發生在對某數位服務供應

課徵消費稅後，該數位服務又夠成為另一收入的供給，又再次被課徵同一類型之消

費稅。這個連鎖問題的程度要看稅的設計，包括稅的範圍，稅率，登記門檻。處理

這種連鎖效應的方法是當供應商可以證明該數位服務會被用於另一個可課稅的供

應時，對消費稅提供豁免，不過，國家在這類機制的經驗顯示在實務上很難應用(例

如在零售稅的情境下)，容易提供造假機會，同時也可能無法處理來自連鎖效應的

雙重課稅問題，並可能使得稅的設計變得進一步且過度複雜。  

  

                                                      
155 Id. paras. 446-449, at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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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最小化對企業創新以及小企業的影響156 

短期措施的設計也同時要謹慎地避免對以數位化技術產生的企業創新造成過

度影響，因為數位化對經濟成長與生產力有正面的影響，一旦受到限制將造成整體

利益的下降。而短期措施可能造成特定企業難以運作，特別是對剛起步的企業以及

小企業，其財務上的限制比對大型成熟企業更嚴重。另外小企業也可能間接地被影

響，因為一旦在大型企業被短期措施課稅，其稅捐負擔可能轉嫁給小企業，或造成

對應成本提高而讓使用同類型貨物或服務的小企業的成本一併提高。小企業如果

是數位勞務的重要使用者，這些風險就可能會因以總收入額為基礎的課稅而被加

重。 

因此必須了解這些短期措施對企業會產生遵守義務成本並間接的產生經濟負

擔。在企業創新的早期階段，這些成本可能是龐大的，但從其中產生的稅收卻是微

小的。進一步說，儘管盡量努力確保臨時措施的設計容易實施與管理，並且避開對

新創公司、企業創新與小公司的負面影響。 

因此短期措施需要設立一個門檻，這個門檻的設計必須避免對新創，企業創新，

以及小公司造成抑制。越小的公司越沒有能力去承擔遵守成本，有能力在網路廣告

與中介市場承受消費稅通常只有高收入的大型企業。符合這個原則的方式就是對

該集團整體採用總收入門檻並結合在該國當地的銷售門檻。只有在數位勞務的提

供者同時超過這兩個門檻時才被要求註冊稅籍，並納入短期措施課稅對象。 

總收入門檻提供了沒有顯著全球存在的企業一個明確規則。讓較小的企業在

進入當地市場時不需要在每個課稅主權中追蹤其銷售水準來判斷是否要面對該國

的短期措施的課稅。同樣的，這也讓稅捐機構的稅務行政較簡便。國家可以只關注

在收入門檻以上的國際企業，例如國對國的報告的門檻(Country by Country (CbC) 

                                                      
156 Id. paras. 450-456, at 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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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雖然 7.5 億歐元的國別報告中的集團收入門檻並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設

置，但這金額具有一個已知標準的好處，對行政機構簡化行政程序以及讓納稅人有

遵守標準上比較方便，也提供那些經營上沒有達到這個門檻的企業在面對各國短

期措施規定上有明確性。 

總收入門檻與當地銷售門檻結合，可以排除那些在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市場的

電子勞務的供應處於低水平的電子勞務供應商，這些企業因為在當地的行政與遵

守成本相較於企業在該國的收入過高而使得當地國家對其課稅失去正當性，因為

低水平的銷售額顯示企業在該國只有極少或可忽略的使用者參與及網路效應。 

第六款 最小化成本與複雜度157 

對企業與稅捐機關來說，遵守成本一直都是設計稅捐政策的關鍵因素。尤其是

對短期措施而言，因為這是暫時性的，因此行政成本與複雜度應該盡可能最小化。

與行政管理有關的部分應該在設計階段被完成，並在評估措施流程時給予足夠重

視。 

特別是對電子勞務以消費稅形式實施的短期措施，需要在規則上有共同立場

來決定該電子勞務供應內容是否是在該課稅主權國境內發生。有一套持續且明確

的方式來判斷電子勞務的提供地，可以有效的降低不確定性、成本以及行政無效率

的問題。否則若是短期措施的國家有不同的供應地規則將會導致行政上的不確定

性以及無效率問題。在這類臨時措施中用來判斷供應地的適當規則會與該措施涵

蓋的數位交易類型有關，目前短期措施主要針對兩類交易收入實施，分別是線上廣

告與數位交易平台，以下分別說明： 

 

                                                      
157 Id. paras. 457-463, at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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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有針對性的線上廣告 

在線上廣告的例子中，有一些理由可以支持把這些供應視為在該廣告鎖定的

國家中的供應：其一，實質上廣告內容是在該國境內提供，該國的人民極為被傳輸

該廣告並觀看該廣告(終端使用者)之所在，而非購買該廣告勞務的購買者的所在；

其二，以內容傳遞處作為供應地點，也同時表示該類消費稅不能僅僅靠著經由在一

個沒有對電子勞務課消費稅的國家內的實體取得廣告勞務就避開該消費稅。這些

廣告提供者通常會知道觀看該廣告內容的 IP 位址，同時會有一些關於使用者的其

他資訊(例如，可能是觀看的主要地點)，因而有助於判斷使用者的地點。 

第二目 數位交易平台的付費顧客所在國 

雖然由平台創立的虛擬市場地點沒有物理存在，但有一種對其佣金課稅的論

點是，因為該佣金是從市場的銷售賺取的，而該市場是實質銷售發生之處，因此雖

然在特定情況中對平台交易判斷貨物或勞務的實質供給的發生地點是困難的，但

如果以消費者的地點作為銷售發生地是可靠的替代。在平台交易服務的例子中，顧

客會被視為平台交易的簽約者。在旅館訂房網頁的例子中，給平台業者的佣金通常

由旅館給付，因此這個服務會被視為是提供給旅館。與此相似的是，與貨物銷售有

關的情況，在其中銷售者對每筆銷售付佣金給電子交易平台，此平台將被視為是提

供給貨物的銷售者(在此例子中，貨物供應商的居住國將有權對收取貨物或勞務供

應商金的平台課稅)。 

第四項 實施現況 

OECD 在 BEPS 最終報告的內容對於數位化經濟在所得稅的挑戰上有提供三

個選項，一是從關聯性著手，將來源地管轄權的關聯性規則擴展到顯著經濟存在158；

其次是針對數位交易徵收扣繳稅，對居民向非居民企業線上購買產品與服務者，對

                                                      
158 OECD, supra note 4, paras. 277-278, at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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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支付費用的徵收扣繳稅，可視為基於收入總額的最終扣繳稅，也可視為是基於顯

著經濟存在的一種稅收稽徵方式159；最後則是選擇引入衡平稅，這個方式可以避開

在顯著經濟存在下進行利潤分配時可能面臨分配所得額度極少的問題，並在減少

稅收流失的同時還可以保障外國與本國供應商享有平等待遇160。這幾個提案在各

國設計短期措施中都有部分被採用，尤其是衡平稅的方式，是主要短期措施的設計

方式。 

在 OECD 與歐盟試圖尋求多邊解決方案，甚至是全球性的解決方案時，許多

國家已經採取單邊行動，試圖盡快解決稅收流失的問題。最有名的例子當屬印度對

非居民企業因提供印度企業線上廣告而收取款項的 6%作為衡平稅。歐洲大多數的

國家則以前述歐盟的數位服務稅為參考，提出不同稅率但對象大致相同的課稅措

施。而亞太地區則因各國經濟條件不同，因而有各種不同的短期措施，包括我國在

民國 107 年提出的電子勞務所得稅規定。從國際稅收的角度來看，各國採用不同

的單邊措施對企業的數位化經濟活動課稅，必然會增加稅收的不確定性，破壞競爭

環境的公平，並且重新開啟稅收濫用的風險161。 

目前國際間亞太與歐洲地區的實施現況可以從表四與表五看到，依據其採用

的方式，這些單邊措施的內容可以歸類為兩種層面162： 

第一個層面是以關聯性的角度著手，試圖建立新的關聯性標準，讓市場國得以

對無實體的數位化經濟活動取得課稅權，主要措施是引入顯著經濟存在或顯著數

位存在。例如印度便是以廣告交易的收入總額作為課稅判斷標準； 

                                                      
159 Id. paras. 292-297, at 113-114. 
160 Id. paras. 302-305, at 115-116. 
161 格奧爾格‧科夫勒、甘特‧邁爾、克里斯托弗‧施拉格（著），陳新（譯）(2018)，前揭註 146，頁

9-10。 
162 張明(2019)，〈經濟數字化稅收問題的發展歷程與最新進展〉，《商訊》，2019 年 19 期，頁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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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層面是從課稅方式著手，面對在境內無實體存在的經濟活動，解決市場

所在國該如何對數位化企業的所得課稅問題，主要的措施是以扣繳稅的方式處理

(如果該措施以具有顯著經濟存在為前提，扣繳稅可視為徵收方式，但也有學說認

為這是將數位交易視為權利金的概念)，衡平稅也可視為其中一種方式。例如泰國、

印度以及歐盟。 

本章後續將分為介紹印度的衡平稅以及歐盟的數位經濟公平稅指令草案中的

數位稅與數位常設機構兩個方案。數位稅是以印度衡平稅為參考的短期措施，而數

位常設機構則是試圖在歐盟境內提供一個區域性的一致性徵稅方法與短期措施之

間，希望作為後續提供我國現行規定修改調整的參照。再以 OECD 兩方針建議以

及歐盟數位經濟公平稅為長期方向的代表，檢視目前國際稅收在經濟數位化議題

上的趨勢發展的路徑中提供我國目前政策設計與修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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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亞太地區短期措施實施現況 

轄區 措施 狀態 重要特徴 

印度 - 衡平稅 - 目前適用 - 適用於來自海外的數位服務 

- 向接受服務方徵稅；平台作為扣繳義務

人 

- 顯著經濟存

在 

- 立法階段 - 適用於符合當地收入門檻/用戶門檻的海

外數位服務提供商 

- - 自 2019 年 3 月公眾諮詢核定和公式利

潤歸屬規則 

台灣地區 - 數位服務所

得稅 

- 目前適用 - 對海外提供的數位服務徵收所得稅 

- 扣除成本的淨稅基，核定利潤率或貢獻

率 

- 代扣代繳(平台) 

澳大利亞 - 轉移利潤稅

及反常設機

構避稅措施 

- 可能引入數

位服務稅 

- 目前適用 

- 2018 年進

一步諮詢 

- 針對轉移到海外的利潤適用 40%處罰稅

率 

- 僅限於跨國公司和集團內交易 

- 最低門檻與經濟實質測試 

印度尼西

亞/泰國 

- 視為常設機

構 

- 政策討論，

似乎未取得

進展 

- 增值稅措施

取得進展 

- 將向印尼(或泰國)提供數位服務的供應

商視為構成常設機構 

韓國 - 數位稅 - 政策討論 - 評估歐盟式的數位服務稅和轉移利潤稅

制 

紐西蘭 - 數位服務稅 

- 轉移利潤稅 

- 政策討論 - 2019 年 5 月的討論文件 

馬來西亞 - 銷售與服務

稅 

- 2020 年生

效 

- 和數位服務稅的影響一致 

引自：張明，經濟數字化稅收問題的發展歷程與最新進展，商訊，2019 年，19 期，頁

13-15。來源為 IBFD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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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歐洲地區短期措施實施現況 

轄區 稅率 生效日期 法律

狀態 

集團收

入門檻 

國家

門檻 

範圍 說明 

法國 3% 2019 年 1

月 

法律

草案 

7.5 億

歐元 

2500

萬歐

元 

與歐盟相同—在

線廣告、出於廣

告目的銷售用戶

數據、通過平台

進行中間活動 

若 OECD 同意實施”數

位稅”，那麼法國將僅

僅取消數位服務稅。

法國已有視聽稅。 

奧地

利 

5% 2020 年 部分

通過 

7.5 億

歐元 

2500

萬歐

元 

在線廣告 與現有稅率為 5%的傳

統廣告稅相似。即使

OECD 達成全球共

識，稅收可能保持不

變 

義大

利 

3% 2019 年 6

月 

(已推遲) 

已通

過 

7.5 億

歐元 

550

萬歐

元 

與歐盟相同 取代從未生效的 2017

年提出的網路稅 

西班

牙 

3% 2019 年 部分

通過 

7.5 億

歐元 

300

萬歐

元 

與歐盟相同 已將日落條款從最終

法案中刪除。對於偽

造用戶地理位置行

為，將按營業額的

0.5%處以罰金 

英國 2% 2020 年 4

月 

 5 億英

鎊 

2500

萬英

鎊 

與歐盟相同 安全港低利潤公司。

英國已出台轉移利潤

稅(DPT)以及域外的特

許權使用費稅 

捷克 7% 待定 提案 7.5 億

歐元 

待定 待定  

波蘭 3% 2020 年 提案 待定 待定 與歐盟相同 在 2019 年 6 月提出詳

細提案 

荷蘭 5% 待定 提案 待定 待定 與歐盟相同 反對提案 

匈牙

利 

7.5% 已生效 已生

效 

NA 30 萬

歐元 

在線廣告 應歐盟要求修改了

2014 年的法律 

斯洛

伐克 

21% 已生效 已生

效 

NA NA 交通運輸與住宿

中介 

淨利潤基礎的虛擬常

設機構 

德國 15% NA 暫行 NA NA 在線廣告 預提稅提案 

引自：張明，經濟數字化稅收問題的發展歷程與最新進展，商訊，2019 年，19 期，頁

13-15。來源為 IBFD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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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短期措施之理論、立法與實施 

第一項 衡平稅的基礎 

 經濟數位化在國際所得稅收領域中帶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關聯性、數據價值

以及所得分類三個方向。不論是短期措施或長期解決方案，在立法設計上都需要考

量上述三個問題。目前各國對數位化企業造成的稅捐流失現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是具有顯著經濟活動卻無實體存在，因而不具備課稅權的問題，而這部份與租稅協

定中的常設機構定義及利潤分配規則相關163。數據創造的價值在短期措施中，被認

為可能以經濟活動地及價值創造地的觀點作為常設機構定義的補充或替代164。

OECD 在 BEPS 行動方案 1 的報告中建議可採用顯著經濟存在作為對居民徵收衡

平稅的措施，以確保外國和本國企業享有平等的待遇，藉由有針對性的消費稅的徵

收，可以解決外國企業與本國企業在稅收待遇上的不平等；同時基於政策目地，衡

平稅可以被建構成不同方式，用來對在該國有顯著經濟存在的非居民企業徵稅165。 

 顯著經濟存在要作為一個新的關聯性標準，必須要建立非居民企業在該國的

特定指標作為判斷該居民企業是否在該國存在應稅實體。OECD 對此提出幾個可

能的因素166： 

(一) 收入因素：將數位化交易範圍、遠端交易總收入和強制登記制度等指標作為

衡量一個非居民企業是否從一個國家持續產生收入的考量； 

  

                                                      
163 OECD. supra note 4, para. 256, at 101. 
164 Id. para. 267, at 104. 
165 Id. para. 302, at 115-116. 
166 Id. paras. 277-282, at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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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化因素：將是否取得當地域名、是否建立當地數位平台以及提供當地付

款選擇作為標準； 

(三) 使用者因素：以月度活躍使用者數量、線上訂立契約數量、以及數據收集情形

作為重要判定指標； 

(四) 結合收入與其他因素：有時總收入並不足以證明非居民企業定期及持續的參

與另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這時可以考慮採用顯示與相關國家經濟間有目地且持

續的相互交流的數據，並結合使用者因素作為指標。OECD 強調非居民企業在該國

產生收入的活動及顯著經濟存在間必須建立關聯，至於那些因素要與收入因素結

合來判斷是否有顯著經濟存在，則根據各國經濟屬性來決定。 

如果採用新的關聯性指標，那麼同時要對所得分配方式進行修訂，否則根據現

有的分配規則，即使顯著經濟存在建構了關聯性，對缺乏固定場所與人員等實體存

在的企業，將會因為無法將實際意義的收入歸屬於新關聯度標準下的顯著經濟存

在而形同虛設。OECD 對修改方式的建議如下167： 

(一) 部分比例分配：將企業的利潤依據事先確定的公式計算得出分配給顯著經濟

存在的金額，或是根據個案具體情況根據可調整的分配因素計算分配給顯著經濟

存在的金額。必須事先確定被劃分的稅基、劃分稅基的分配要素、以及確定分配要

素內容。這個偏向功能分析的方法與目前多數國家採用的常設機構利潤歸屬方式

不同。OECD 雖然列舉出這個選項但並不建議各國採用。 

(二) 修改的核定利潤法：核定利潤是目前常用的方式。如果納稅人的收入與費用

很大程度發生在境外，實務中經常採用核定利潤方式來避免要依據納稅人帳面資

料計算利潤的困難。因此對於顯著經濟存在，將顯著經濟存在地視為非居民企業實

質經濟活動地的位置，依據推定費用來計算核定淨所得。由於對應要素過於複雜，

                                                      
167 Id. paras. 284-291, at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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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建議可以對企業進行分類，對各類企業確定各自的特定利潤率，一般認為核

定利潤率是相對易於管理與並可有效增加稅收收入。 

第二項 印度衡平稅之說明 

第一款 理論與考量 

由於要建立具有共識的顯著經濟存在的關聯性規則以及對相關利潤歸屬建立

所得分配規則，OECD 在 BEPS 最終報告中提出對具有顯著經濟存在的非居民企

業徵收衡平稅的選項。印度電子商務稅收委員會(CTEC)綜合考量該報告後，認為

顯著經濟存在可以補充印度所得稅法案內商業連結(business connection)的概念，作

為確認收入視同來源於印度的標準，但目前不適合引入雙邊稅收協定。為了同時兼

顧簡單與可行的原則，最終 CTEC 選擇以收入因素作為主要指標來確認非居民企

業在印度是否構成顯著經濟存在，以「單筆交易額達到 10 萬盧比或是在一個年度

內一位付款人付給單一對象超過百萬盧比」作為構成顯著經濟存在的標準168。 

 OECD 對於該如何對經濟數位化模式的收入課稅，提出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方

案是將課徵範圍侷限在特定類型的數位化經營交易，按企業向該國課稅與使用者

收取的總收入課稅；另一種方案則是偏重於顧客與使用者的貢獻價值，例如針對國

內顧客與使用者被收集的數據或用量來進行課稅。前者可能對實體經濟有不公平

的稅收待遇，而後者則可能在估算數據的價值上有困難，也難以確立該數據是否能

視為來源於該國的收入。不過 CTEC 認為現階段可行的方式，應該是在不修改租

稅協定的前提下以國內法課徵衡平稅。並且引用 OECD 報告中的論述，「在現實中

廣告顧客的所在地與貢獻數據的使用者所在地往往是一致的，因此使用者數據的

價值就在於能從該國取得的廣告收入中得到體現」，藉此強調使用者與消費者的數

                                                      
168 " No Equalization Levy will be charged for payments below the threshold limit of Rs. one lakh for a 
single payment, or Rs. ten lakhs of total payments made in a year by a payer to a single party." 引自

https://incometaxindia.gov.in/news/report-of-committee-on-taxation-of-e-commerce-feb-2016.pdf，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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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在確定經濟活動發生地與價值創造發生地的重要性，將課稅範圍設定為通過線

上廣告與相似服務取得的收入169。 

徵收衡平稅有可能發生對同一筆收入課徵企業所得稅的同時又課徵衡平稅的

重複課稅風險，因此在設計上可以選擇僅針對在收入來源國不課稅的企業所得稅

課徵衡平稅，或是允許在收入來源國同事需要繳納兩種稅的納稅人可以將衡平稅

從企業所得稅中抵免。為了減輕重複課稅的風險，印度政府考慮過三種解決方式：

一是豁免已經繳納衡平稅特定交易的收入，二是從總收入中扣除已經繳納衡平稅

的收入，三是對該納稅人的總應納稅款給與稅收退還。最終選擇第一種豁免方案，

對已繳衡平稅的收入不再徵收企業所得稅的方式來減輕重複課稅的風險170。 

 在稅率的設置上，印度政府對非居民企業所得稅課徵的稅率為 40%，在租稅

協定中的權利金或技術服務費為 10%-15%的扣繳稅稅率。CTEC 一開始就將稅率

設定在 6%-8%之間，理由有三171： 

(一) 為了確保不繳納印度所得稅的非居民企業與印度居民企業在實際上有接近的

稅捐負擔，因此衡平稅採用類似核定利潤的課稅方式，但由於設計上缺乏有效救濟

制度，因此為了不對非居民企業造成過重的稅捐負擔，CTEC 認為應採用較低的稅

率。不過即使有救濟制度，參照 OECD 的建議，低稅率可以避免對該類型企業產

生過大衝擊，造成全體生產下降，短期措施在採用收入總額為稅基時，也不應設置

過高的稅率； 

(二)衡平稅不同於權利金的扣繳所得稅，數位化企業通過特定服務取得收入過程為

經營行為中有經營成本存在，由於不允許稅前扣除也無法在企業之居民國抵免(非

所得稅)，所以不宜設定過高； 

                                                      
169 羅翔丹、劉奇超、李垚林、張懷文(2018)，〈印度均衡稅：理論闡釋、立法實踐與政策思考〉，

《國際稅收》，2 期，頁 37-39。 
170 同前註，頁 38。 
171 同前註，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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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為一種新開立的稅種，對市場活動者的利潤水平與決策都會造成影響，應給

予企業適應的時間，不宜一開始採用過高稅率。 

 為了降低遵守成本以及提高課徵效率，印度的衡平稅採用扣繳方式徵收，由於

衡平稅的納稅人在印度境內並無常設機構，因此付款人若在前一年度內就特定服

務向同一非居民企業付款超過 10 萬盧比或對同一非居民企業之總付款超過 100 萬

盧比，則該付款人應為扣繳義務人，須按照 6%的稅率扣繳衡平稅172。 

第二款 立法規定 

第一、納稅範圍 

根據印度的財政法案，非居民企業從事特定服務，其付款方為下列兩類時將適

用衡平稅：付款方為進行商業活動或專業活動的印度居民，以及在印度境內設有常

設機構的非居民企業。而特定服務內容之規定為線上廣告，包括提供所有數位化廣

告位，或為線上廣告提供的所有設施或服務(含中央政府規定的其他相關服務。根

據這個規定，非居民企業中，作為廣告購買者與廣告平台間橋樑的網路廣告代理商，

以及播放廣告直接向廣告客戶收費的網路平台都是屬於提供特定服務的內容。因

此在對象上印度的衡平稅僅限於 B2B 的範圍，亦即只對企業的交易課徵衡平稅。

但由於印度當局曾經指出，只要符合法定要件的服務所取得的收入，無論該收入在

付款方或收益所有人的帳戶上以何種名目設立，均應繳納衡平稅，根據印度對衡平

稅的解釋，外界擔心衡平稅的課稅範圍可能會逐步擴大到與線上廣告相關的支持

功能173。 

                                                      
172 同前註，頁 37。 
173 同前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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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課稅門檻的規定為，付款方在前一年度內就特定服務向同一非居民企業支

付額度超過 10 萬盧比或在一年內付款方向同一收款方支付課稅範圍內交易總額超

過 100 萬盧比，兩者其中一種達到標準則為衡平稅課稅對象。。 

第二、稅基與稅率 

衡平稅的應納稅額為上述符合法定課稅範圍內的特定服務的總收入額。稅率

為 6%。 

第三、稅款的扣抵 

為了減輕重複課稅的風險，印度政府的解決方式是豁免已經繳納衡平稅特定

交易的收入，對已繳衡平稅的收入不再徵收企業所得稅。 

第四、稅款徵收方式 

印度的衡平稅系採用扣繳方式徵收，由於衡平稅的納稅人在印度境內並無常

設機構，因此付款人若在前一年度內就特定服務向同一非居民企業付款內容達到

顯著經濟存在之標準，則該付款人應為扣繳義務人，須按照 6%的稅率扣繳衡平稅

174。 

第三項 歐盟數位服務稅之說明 

第一款 理論與考量 

在 OECD 的 2018 年期中報告中描述，目前世界國家對應經濟數位化在稅收問

題上的挑戰時，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國家認為經濟數位化帶來的問題僅限於

高度數位化商業模式，因此只需要在現有的國際稅收基礎上針對性的改進即可解

決問題；第二類國家認為，現行的國際稅收制度已經無法適應快速變化的經濟數位

                                                      
174 同前註。。 



doi:10.6342/NTU202003355

114 
 

化模式，需要重新制定國際稅收框架以解決經濟數位化大來的挑戰；第三類國家認

為採用 BEPS 行動方案後以足夠應付該問題，無須進行額外改革。 

歐盟的觀點與第一類觀點立場相近，認為應該進行適度調整。因此在 2018 年

3 月時由歐盟委員會提出了兩項數位稅的立法提案，第一個提案是對企業所得數中

數位化經濟活動的一般性規定改革方案，以通過顯著數位存在對現有稅收制度進

行補充，試圖從根本上解決經濟數位化的國際稅收問題，屬於長期策略；第二個提

案是數位服務稅，以 OECD 的衡平稅為原型對特定數位服務課徵 3%的數位服務

稅，屬於短期措施。 

 數位服務稅在設計上，首先要處理關聯性的問題。由於適用於無常設機構的非

居民企業，因此在關聯性上以價值創造為核心，試圖加強價值創造地與稅收的關聯

175。歐盟委員會以使用者參與作為數位服務稅的價值論述基礎，強調使用者參與可

以通過兩個途徑創造價值，一是從使用者在數位介面上的活動所產生的數據，被企

業用來對使用者發送廣告，或是有償的被傳輸給第三方；二是使用者在多邊平台的

數位介面上積極持續的參與，也會創造價值176。 

從源頭上看，數位服務稅是國際社會自 20 世紀末開始關注電子商務稅收政策

以來，在電子商務交易上的貿易淨流出國為了減輕稅收損失而提出的對應方案。為

了因應電子商務以及經濟數位化的稅收挑戰，實務與學界先後提出各種稅收改革

方案，包括改革常設機構定義、扣繳所得稅，以及完善反避稅措施等方案。在這些

方案中，與數位服務稅的誕生最具直接關聯性的，當屬 2013 年法國數位經濟稅收

工作組中的提議以及 BEPS 的 2015 年最終報告。雖然兩份報告都沒有明確提出數

位服務稅的概念，但前者提議對企業收集、管理和商業開發法國用戶個人數據的行

                                                      
175 陳佳，前揭註 148，頁 53。 
176 管彤彤(2019)，〈數字服務稅：政策起源、理論爭議與實踐差異〉，《國際稅收》，11 期，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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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徵收一種特定消費稅，而後者則提議可採用衡平稅方式作為短期措施。這些提

議不僅為後來法國政府提出正式數位服務稅方案奠定了基礎，而且也推動了歐盟

數位服務稅方案的討論。2017 年 9 月，法國聯合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一同發佈

「關於對數位化經營企業徵稅的聯合倡議」（Joint Initiative on the Taxation of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建議歐盟對數位化企業在歐盟境內經

營的收入課徵衡平稅。2018 年 3 月，歐盟委員會通過「關於對提供特定數位服務

收入徵收數位服務稅的統一標準」，正式提出數位服務稅，作為解決經濟數位化稅

收挑戰的臨時措施177。 

綜觀各國有關數位服務稅的討論和論證，可以發現現有的數位服務稅方案多

以使用者參與作為理論基礎，認為使用者在數位化經濟活動中以提供數據的方式

創造了價值，因此使用者所在國有權對這部分價值課稅。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各國

多以使用者參與作為數位服務稅的理論依據，但國際社會對於使用者參與的價值

創造機理的認識尚不完全一致。例如，歐盟委員會的數位服務稅提案和英國的數位

服務稅諮詢文件，皆以使用者參與在特定數位化商業模式下的價值創造為論點，但

兩者在說明使用者參與如何創造價值時論點並不相同。歐盟委員會認為，使用者參

與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創造價值：一是使用者在數位化界面上的活動所產生的數據，

這會被用於向相關使用者發送特定廣告內容，或者被有價值的傳輸給第三方；其二

是使用者在多邊平台上積極且持續參與也會創造價值，例如從平台下載資訊或向

平台傳輸資訊，或者通過平台開展直接或間接的貨物或服務交易。而英國認為，使

用者參與主要通過四種渠道創造價值，分別是提供數位內容、積極參與平台建設、

直接與間接網路效應、以及提供評論協助建立品牌價值178。 

  

                                                      
177 同前註，頁 58-59。 
178 同前註，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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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際稅收政策改革呈現出將跨國企業通過跨境數位經營活動獲取的

利潤分配給向市場所在國的趨勢。使用者參與理論的分析結果符合這一趨勢，因此

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採用，作為短期措施的理論基礎。 

第二款 立法規定 

第一、納稅範圍 

根據數位服務稅指令，數位服務稅的是一種有針對性的稅種，對以使用者參與

過程提供的資料與內容來創造價值的高度數位化企業的所得課稅的稅種。因此數

位服務稅徵收的範圍中涉及的數位服務必須有使用者參與，並且使用者參與必須

是企業經營活動的重要核心，該企業依此獲取企業經營之所得。數位服務稅指令正

向列舉了兩類屬於課稅範圍的數位服務：一是在數位介面上投放以使用者為目標

的廣告，以及在使用者使用介面時收集使用者數據；二是為使用者提供數位服務，

提供使用者可以相互交流或交易的平台服務。值得注意的是，數位服務稅的規定中，

並沒有境外的要求，因此上述的規定也適用於歐盟境內179。 

另外，根據數位服務稅指令的規定，上述收入的計算是以使用者參與的行為作

為價值創造的貢獻，因此計算歐盟境內的總額時，是以收到服務時使用者的所在地

在歐盟境內為計算基準，支付費用的方式與地點不影響總額計算。 

第二、起徵點 

根據數位服務稅指令，數位服務稅的徵收對象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企業在相

關財政年度的全球收入總額超過 7.5 億歐元，這個條件限定了納稅人為在全球具有

龐大市場的大規模企業，可以避開對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的衝擊；二是該企業在歐

                                                      
179 陳佳，前揭註，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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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境內獲得的應納稅總收入超過 5000 萬歐元，這個條件進一步將納稅人侷限於在

歐盟境內有重大數位足跡(Significant Digital Footprint)的企業180。 

第三、稅基與稅率 

數位服務稅應納稅額是納稅人提供特定數位服務稅的收入扣除增值稅和其他

稅費後的淨值，應納稅所得與納稅人整體的損益情況以及實際利潤率無關。這樣可

以避免造成數位服務稅被租稅協定涵蓋或造成租稅協定中稅基被侵蝕的風險。 

如果數位服務稅位於不同歐盟國家或非歐盟管轄區內，其應納稅收入應在各

國間進行分配。在設計分配原則時，數位服務稅指令主要是考慮應稅服務的性質。

如果應稅服務是在使用者介面上投放廣告，則應當根據使用者設備上出現廣告的

次數比例對應納稅收入進行分配。如果該平台服務是以用戶線上交易為基礎，則根

據納稅期間使用設備完成交易的使用者數量比例來分配；若平台服務不涉及線上

交易時則以納稅期間該成員國持有帳號之數量進行分配。最後，若應稅服務為傳輸

與收集使用者的數據及資訊時，則根據納稅期間產生數據與資訊的使用者數量比

例進行分配181。 

歐盟的數位服務稅採用 3%的比例稅率，應納稅額是以企業在歐盟內提供應稅

服務所獲得的所有銷售收入扣除增值稅和其他稅費後的淨值(歐盟來源收入)，根據

上述分攤方式計算後各國分配到的稅額，乘上稅率而得。 

第四、稅款的扣抵 

歐盟在數位服務稅指令中建議成員國允許企業對其境內的企業所得稅應稅所

得中扣除數位服務稅作為成本。但由於數位服務稅的收入歸屬與企業所得稅的歸

                                                      
180 同前註，頁 55。 
181 張安潔編譯(2018)，〈簡介歐盟數位經濟公平稅指令草案〉，《經貿法訊》，233 期，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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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並非同一國家，因而可能造成某些國家稅收減少。因此歐盟僅將此成本扣除作為

建議提議，並非規定182。 

第五、扣繳方式 

依據歐盟規定，納稅人只能在一個成員國註冊，通常是在該納稅人的第一個應

納稅期內負有納稅義務的成員國註冊(若有多個則可選擇其一註冊)，如此可能造成

歐盟各成員國無法全面掌握納稅人訊息，造成稅收上種種不便。因此「數位服務稅

指令」提供了一站式服務機制(One-Stop-Step, OSS)，讓在數個成員國有繳納數位服

務稅義務的納稅人選擇一個成員國作為一站式服務國，進行數位服務稅的資訊交

流。納稅人在選定一站式服務國後三個納稅期間內不得更改，同時仍對所有應繳納

數位服務稅之國家負有納稅義務183。 

第四項 印度衡平稅與歐盟數位稅之評析 

 不論是印度實施的衡平稅還是歐盟提出的數位服務稅，兩者的設計都是來自

BEPS 建議的衡平稅概念，而主要的爭議是在這個課稅的內容是否會被租稅協定的

第 2 條涵蓋產生違背租稅協定的後果，以及其設計與價值創造間的關聯是否具有

充分的正當性。底下是對於這兩個短期措施的評析。 

第一款 直接稅與間接稅的爭議 

將來對經濟數位化模式下，採用類似衡平稅或數位服務稅方式為短期策略的

國家，都只能將該稅收定義為間接稅，才能正當化該稅收，否則必然面臨與現行租

稅協定衝突的後果，歐盟數位服務稅與印度衡平稅所針對的數位化企業往往不在

使用者所在國具有常設機構，如果數位服務稅屬租稅協定所涵蓋的稅種，便是違反

了常設機構原則。印度政府與歐盟委員會將衡平稅與數位服務稅定性為間接稅，正

                                                      
182 陳佳，前揭註 148，頁 55。 
183 同前註，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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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避免稅收協定帶來的這一障礙。但如果衡平稅與數位服務稅不是直接稅，那

麼租稅協定將不適用於此稅種，因而在確保該國稅收權益時，又同時避開承擔解決

稅收協定中雙重課稅問題，甚至也無須與他國在此議題上協商。若衡平稅實質上是

屬於租稅協定範本中第2條第4款的「所有與協定規定的稅種相同或實質相似的稅

種規定」，那麼印度衡平稅與歐盟稅務服務稅的課徵意味著國內法優先於租稅協定

的適用184。一直以來，國際上對於衡平稅的討論主要是在其性質問題，是直接稅還

是間接稅？在判斷稅種是直接稅還是間接稅時，主要可從四個方面考察185： 

(一) 從徵收的角度來說，衡平稅接近以交易總額的固定比例或定額徵收的間接稅； 

(二) 從徵收對象來說，間接稅並不要求課稅對象具有持久性或永續性，而是對特

定情形或偶然發生的行為課稅，印度衡平稅的課稅對象是特定情形下B2B的交易，

因而接近間接稅。但歐盟的數位服務稅就比較傾向具有持久性，是持續經營行為的

收入，比印度的衡平稅的設計偏向直接稅； 

(三) 從稅制設計來看，直接稅是可以依據納稅人的情形調整(例如企業所得稅可以

扣除成本與費用)，而間接稅僅以應稅行為是否發生為標準，依此觀點衡平稅更接

近間接稅； 

(四) 從稅捐負擔來說，對所得或財產課稅一般視為直接稅，其納稅人與實際稅捐

負擔者通常一致，而間接稅的納稅人並非稅捐負擔者，這被視為區別直接稅與間接

稅的最重要依據。衡平稅由服務的付款方在提供付款時代為扣繳，而服務賣方最終

收到的是價款扣除衡平稅後的餘額，稅捐負擔最後落在賣方而非買方，依此觀點衡

平稅更接近直接稅186。而歐盟採用一站式的方式扣繳，由企業彙整資料向歐盟某一

成員國報繳數位服務稅，從設計上偏向直接稅。 

                                                      
184 羅翔丹、劉奇超、李垚林、張懷文(2018)，前揭註 169，頁 40。 
185 同前註。 
18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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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四個角度的討論，在課稅交易的範圍與扣繳方式上，印度衡平稅比歐盟

的數位服務稅更偏向間接稅的結構，而歐盟的數位服務稅則比較容易在實質上被

視為直接稅。 

印度強調從立法程序來看，印度的衡平稅是在財政法案中獨立一章實施的國

內法，而不是對所得稅法案的修訂，因此衡平稅並非所得稅，不適用租稅協定。歐

盟同樣將數位服務稅定位為間接稅，以此避開租稅協定的問題。歐盟委員會在數位

服務稅草案中指出，數位化企業的價值經常是從演算法、使用者數據、銷售功能以

及知識等要素組合後所創造的。使用者通過網路活動提供數據，被企業用於發布定

向廣告或其他商業用途，從而獲取利潤。但該利潤在分配稅基時，往往沒有分配給

使用者所在國187。因此歐盟主張使用者所在國應針對使用者創造的價值部分徵收

數位服務稅。並且強調2018年期中報告認為OECD制定的租稅協定範本強調的是供

應商（supplier），而非供給本身（supply）。由於數位服務稅更加關注供給而非供

應商，而且其核心在於供給的性質和價值，因此數位服務稅並非租稅協定範本涵蓋

範圍188。 

有學者認為，儘管數位服務稅不像所得稅對淨所得徵稅，但各國普遍適用遠低

於所得稅稅率的數位服務稅稅率，仍可以認為是考慮成本扣除要素，因而衡平稅與

數位服務稅應屬與所得稅相同或實質相似的稅種，根據租稅協定範本第 2 條第 4 

款，應屬稅收協定調整範圍內的直接稅189。 

衡平稅及數位服務稅屬何種性質的稅種，以及是否為租稅協定所涵蓋，已經不

只是理論上的爭議，更直接關係到衡平稅與數位服務稅在國際稅收的租稅協定體

系下的合法性，是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 

                                                      
187 管彤彤，前揭註 176，頁 61。 
188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420-422, at 182.  
189 管彤彤，前揭註 176，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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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是否符合價值創造原則 

 自從 BEPS 方案在 15 個項目的最終報告中，提出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及

價值創造地課稅的價值創造原則後，在 2018 年期中報告更進一步指出經濟數位化

對價值創造的影響，強調包容性框架後續的任務是在具有共識的基礎上，提出符合

價值創造原則的利潤分配方式190。目前國際間對於價值創造原則已經沒有爭議，但

對於價值創造這個概念要如何反應在稅收上，仍有極大的分歧。也就是說，賦予價

值創造地課稅權是廣為接受，但那些要素是價值創造要素，該以什麼指標計算，在

數位企業中各要素的權重該如何決定，都還沒有共識。例如，即便承認使用者所在

國由價值創造原則中取得課稅權，在認定使用者參與的價值貢獻程度上，各國仍未

有共識。這個問題不僅取決於對經濟數位化本身的理解，也取決於不同國家的利益

訴求。 

歐盟委員會在 2018 年 3 月的數位服務稅提案中指出，數位經濟中的價值往往

是由演算法、使用者數據、銷售功能和知識的組合創造出來的，使用者通過網際網

路活動提供數據，這些數據被用於發佈有針對性的廣告或其他商業用途，從而獲取

利潤，但這些利潤通常不會在使用者所在國被課稅，而是在數據得以加工的國家被

徵稅，這意味著在針對此類利潤進行稅基分配時，使用者的價值往往沒有被考慮在

內191。據此，歐盟主張使用者所在國，應當針對使用者創造的價值部分徵收數位服

務稅。目前推出衡平稅與數位服務稅的國家或地區，均強調使用者在價值創造中的

貢獻，因此使用者所在地的國家有權徵稅。然而，對於使用者通過使用者參與的方

式提供的數據本身，是否創造了價值、如何創造價值，以及創造了多少價值，目前

並無共識。在市場所在國普遍強調數據價值的同時，也有人認為，使用者的參與數

                                                      
190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381-386, at 169-171. 
191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T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 COM(2018)148, at 2.引
自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sites/taxation/files/proposal_common_system_digital_services_tax
_21032018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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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只是加工成產品的原材料，其本身並不產生主要價值，企業分析和加工數據的活

動才是賦予這些數據價值的核心。目前對數位化背景下使用者價值貢獻的認識，是

判定數位服務稅是否符合價值創造原則的前提，這直接關係到數位服務稅的正當

性問題，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僅取決於對經濟數位化本身的認識，更取決於不

同國家的利益訴求192。 

第三節 區域方案：歐盟數位經濟公平稅指令草案 

第一項 背景說明 

在上一節中對短期措施的說明中指出，自 2017 年開始歐盟的成員國有許多國

家對數位經濟企業開始課徵間接稅。隨著單邊政策的盛行，歐盟的稅收框架受到的

影響也越來越大，歐盟對數位經濟的課稅態度趨於強硬。2017 年 10 月 26 日歐盟

委員會整合多方意見後提出將採用短期策略和長期方案結合的兩步驟對應經濟數

位化課稅問題，並就具體方案向公眾徵詢意見193。2017 年 12 月 5 日，ECOFIN 通

過在 9 月 21 日公報基礎上修訂的「應對數位經濟利潤徵稅的挑戰」提案。提案強

調完善經濟數位化直接稅政策的緊迫性，強調以稅收中性原則為基礎對現行常設

機構、移轉訂價(獨立交易原則)、利潤歸屬等傳統課稅規則進行修訂。提案建議引

入虛擬常設機構定義，允許各成員國在不違反歐盟法律框架下實施短期應對措施，

例如歐盟十國宣言中提出對數位化經濟企業來源於歐盟內的營業額課徵衡平稅。

在 2018 年 3 月 21 日，歐盟執行委員會公布了歐盟數位經濟公平稅(Fair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指令草案。草案在目的中強調，要確保企業在其獲利處納稅必

須要以一致性的規定來執行，才能保證歐盟境內各成員國間的法律確定性，而個別

會員國的短期單邊措施將會對單一市場造成破壞，造成歐盟境內的企業稅捐障礙

                                                      
192 管彤彤，前揭註 176，頁 61。 
193 參見歐盟委員會官方網站：http://ec.europa.eu/info/consultations/fair-taxation-digital-economy_en, 
2017-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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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內容包含前述的短期措施與後續要介紹的區域性長期規劃，強調歐盟境內仍應

採用具有區域一致性的方案來進行課稅，短期措施僅做為過渡手段。草案中的短期

措施為數位服務稅，已經在前一節說明，而區域性的長期規劃，主要在提供一個替

代現有常設機構標準的新規則，稱為顯著數位存在，並且以使用者對價值創造的貢

獻作為對顯著數位存在分配利潤的新分配規則195。為了方便區分，本文以數位服務

稅代表歐盟數位經濟公平稅指令草案中的短期措施，以數位常設機構草案代表歐

盟數位經濟公平稅指令草案中的區域型長期方案。 

數位常設機構草案中強調，如果能以「共同企業所得稅稅基計畫」（Common 

Consolidated Corporate Tax Base；CCCTB）的方式來解決歐盟境內經濟數位化下的

稅收問題，會更公平也更有效率，但在目前 CCCTB 的規範內，無法對數位經濟企

業的課稅問題提出整體性的解決方案。因為 CCCTB 主要是針對大型跨國企業，同

時 CCCTB 規定常設機構的定義必須以現行國際規則為主，因此在關聯性與利潤分

配上仍受限於實體常設機構的概念，因而其規範內容無法處理企業的數位經濟活

動。所以如果要在 CCCTB 中解決企業數位活動的課稅問題，就必須把數位活動的

課稅關聯性的規則加入196，但如此就回到如何在數位化環境中建立關聯性的問題。

數位常設機構草案認為目前主要革新需求是在常設機構定義的更改與利潤分配規

則的設計，由於 CCCTB 的架構高度依賴現行國際規則，無法對經濟數位化的稅收

問題提供整體架構上的改革，所以歐盟最後決定以另立個別獨立指令方式來處理

常設機構規則與所得分配規則的修改197。  

 在常設機構概念修改的部分，數位常設機構草案以顯著數位存在為補充，成立

顯著數位存在的三個門檻，各自對應到不同的數位活動，共同構成企業在一個管轄

                                                      
194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Taxation of a 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 COM(2018) 147 final (Mar. 21 2018), at 4. 
195 劉奇超、科爾曼‧茉莉、張春燕（著），屠琳舒（譯）(2018)，〈歐盟數字經濟公平課稅方案的總

體思路、核心理念與政策要領：一個全景式分析框架〉，《國際稅收》，10 期，頁 40。 
19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94, at 3. 
197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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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中的數位足跡。顯著數位存在的設計必須能反應該企業對使用者數量、使用者

積極參與、以及使用者貢獻上的依賴，同時也能反應使用者為企業創造的價值。設

計的指標必須可以符合不同企業模式，數位企業經營模式的差異極大，有些企業雖

然只有少量的使用者，但因為個別企業使用者可以創造大量的價值，因此仍具有顯

著的使用者貢獻。另外，數位常設機構草案強調顯著數位存在的指標必須能在不同

經濟規模的成員國間進行比對，因此除了課稅門檻作為建立關聯性的標準外，對於

所得分配也採用上述比例做為分配依據198。 

第二項 數位常設機構草案內容 

(一) 適用對象 

 適用對象包括在歐盟境內成立的企業，以及非歐盟境內企業而且該企業之居

民國與歐盟成員間沒有簽署條約內有顯著數位存在定義的租稅協定。這樣的規定

是為了不影響企業所在管轄地區與歐盟簽有包含顯著數位存在定義的租稅協定的

非歐盟境內企業，以避免違反租稅協定。數位常設機構草案中的數位化服務，條文

中定義為以網際網路提供的服務，而提供過程為自動化或牽涉到極少的人工介入。

其服務類型列舉如下199： 

(a) 提供數位化產品，例如軟體，包括變更或更新軟體 

(b) 提供個人或企業在電子網路上呈現，例如網頁或網站 

(c) 從電腦中經由網際網路，對使用者輸入的數據自動產生的服務 

(d) 可以在網際網路放置貨物或服務進行販賣，以線上市場的方式，讓可能的買家

以自動化程序進行標價，並且在過程以電子郵件通知買賣雙方 

                                                      
198 Id. at 7. 
199 Id. Art. 3,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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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網際網路連線公司(Internet Service Package，ISP)，不僅是提供網路連接的功能，

還包括新聞、氣象旅遊情報、地圖、線上資料庫等類似部分 

(f) 這些服務列舉於附件 II200。 

(二) 門檻 

 企業在課稅年度內在一個會員國境內符合下列三個條件之一，則構成顯著數

位存在201，： 

(1) 在課稅期間經由供應數位服務給歐盟會員國之使用者，而在該會員國內取得的

總收入超過 700 萬歐元； 

(2) 企業於該會員國境內，使用該企業提供的數位化的服務者數量在課稅年度間超

過 10 萬人； 

                                                      
200 該附件共列舉 26 內容，(a) website hosting and webpage hosting, (b) automated, online and 
distance maintenance of programmes, (c) remote systems administration, (d) online data warehousing 
where specific data is stored and retrieved electronically, (e) online supply of on-demand disc space, (f) 
accessing or downloading software (including procurement/accountancy programmes and anti-virus 
software) plus updates, (g) software to block banner adverts showing, otherwise known as 
Bannerblockers, (h) download drivers, such as software that interfaces computers with peripheral 
equipment (such as printers), (i) online automated installation of filters on websites, (j) online automated 
installation of firewalls, (k) accessing or downloading desktop themes, (l) accessing or downloading 
photographic or pictorial images or screensavers, (m) the digitised content of books and other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n) subscription to onlin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 weblogs and website statistics, (p) 
online news,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weather reports, (q) online information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by 
software from specific data input by the customer, such as legal and financial data, (in particular such data 
as continually updated stock market data, in real time), (r) the provision of advertising space including 
banner ads on a website/web page, (s) use of search engines and Internet directories, (t) accessing or 
downloading of music on to computers and mobile phones, (u) accessing or downloading of jingles, 
excerpts, ringtones, or other sounds, (v) accessing or downloading of films, (w) downloading of games on 
to computers and mobile phones, (x) accessing automated online games which are dependent on the 
Internet, or other similar electronic networks, where players are geographically remote from one another, 
(y) automated distance teaching dependent on the Internet or similar electronic network to function and 
the supply of which requires limited or no human intervention, including virtual classrooms, except where 
the internet or similar electronic network is used as a tool simply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z) workbooks completed by pupils online and marked automatically,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來源參照: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sites/taxation/files/proposal_significant_digital_presence_annex_2
1032018_en.pdf 
201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94, Art. 4.3,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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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該會員國境內簽訂數位服務提供的企業合約，在課稅年度內超過 3 千份。 

 門檻設計中，總收入門檻可以確保企業規模夠大，足以負擔企業遵從成本；使

用者人數則是作為使用者貢獻的價值指標；企業合約的數量則可以顯示企業在該

地區經濟活動的強度，比使用者人數更能顯示市場地區的價值貢獻。 

(三) 稅基與稅率 

 數位常設機構草案的第 5 條是規範利潤如何分配到顯著數位存在的方式，條

文中強調分配方式是基於功能分析達成，藉由評估個別或獨立企業在相近情況下

完成相近活動的獲利來決定獲利歸屬202。分析時將以企業經由數位化介面進行的

經濟重要活動作為分析內容，而條文中認為經濟重要活動是關於企業無形資產的

開發、強化、維護、保護以及利用203。對於何謂經由顯著數位存在以數位介面完成

的經濟重要活動，條文列舉如下204： 

(a) 收集、儲存、處理、分析、使用以及銷售使用者的數據； 

(b) 收集、儲存、處理以及產是使用者創造的內容； 

(c) 販售線上廣告空間 

(d) 讓第三方可以在線上商城創造內容 

(e) 任何未列於上述(a)到(d)的數位化服務 

 數位常設機構草案規定對於利潤分配方式，建議應採用利潤分割法(profit split 

method)，除非納稅人可以提出被國際認可的其他替代方式，否則皆應接受此分配

方式。分割利潤的因素可能包括來自研究、發展以及行銷的費用205。草案目前尚未

                                                      
202 Id. Art. 5.2, at 17. 
203 Id. Art. 5.4, at 17. 
204 Id. Art. 5.5, at 17. 
205 Id. Art. 5.6,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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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利潤分割方法的細節，僅說明將利潤分配到顯著數位存在的架構，更明確的細

節將在歐盟會議中討論。 

第三項 評析 

從草案中對數位服務的定義與附件的內容，大致可以看出主要是針對自動化

提供與極少人力參與的服務提供的所得課稅，因此自動化提供服務的定義對顯著

數位存在的適用範圍會有極大的影響。如果將該條件解釋為服務的內容必須完全

(或主要)以自動化方式提供，那麼將會排除許多數位化交易，而大幅縮小顯著數位

存在的適用範圍；如果將自動化條件解釋為本質上屬於自動化過程，但不排斥人工

介入的可能，對人工介入的比例較為寬鬆，那麼顯著數位存在的適用範圍會大幅擴

大，但在草案的文件中並沒有看到對自動化有提出明確的定義。 

另外，草案中強調，規則的設計要確保企業「在其獲利處納稅」206，雖然這也

是目前許多國家提出短期措施所依據的論點，但在 OECD 的 BEPS 報告中，確保

在經濟活動的發生地與價值創造地課稅的說法是針對移轉訂價的有關問題，以此

作為關聯性的理由要更為謹慎。以價值創造的概念來說明經濟數位化下的稅收利

潤分配問題，即使獲得國際共識，也只能將這個概念視為所得分配的一個標準，而

不是高於其他概念的最終標準。在設計以價值創造為依據的課稅關聯性與所得分

配規則時必須釐清，是將價值創造視為一種與國際現行稅收體系不同的新理念，還

是對現行原則的重新解釋。簡單說便是要確定價值創造地點是一個新的來源地標

準還是原有來源地標準的補充207。草案從價值創造的角度，鎖定特定的交易類型，

再以該類型的總收入及使用者人數與簽約數量為門檻，作為課稅的起徵點。換言之，

這表示高度數位化企業的經營內容會與傳統製造業的經營內容有不同的價值創造

模式，因此可以採用不同的顯著存在標準建立關聯性。因此如果要貫徹價值創造的

                                                      
206 “they pay taxes where they make profits”, Id. at 5. 
207 喬安娜·海伊，前揭註 10，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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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這些高度數位化企業在利潤分配上就應該將淨利潤全部放入分配基準。從這

個角度來說，歐盟的數位設機構的設計似乎是這樣執行，是將價值創造視為關聯性

的標準；而 OECD 兩方針的金額 A 採用剩餘利潤進行分配，則比較偏向將價值創

造作為所得分配的擴充。 

另外，目前 OECD 的利潤方配方式是假設常設機構為一個獨立的法律實體，

基於功能、資產以及風險的因素進行利潤分配。而歐盟的方式是根據數據或使用者

相關的活動，將風險與資產的功能分配給顯著數位存在，作為利潤分配的依據。然

而，正如草案中所說，經濟顯著活動是關於企業無形資產的「開發、強化、維護、

保護以及利用」208， 但是「開發、強化、維護、保護以及利用」僅適用於無形資

產，而歐盟在草案中卻將這些功能的分析用於其他類型的經濟顯著活動，雖然條款

中說明會進行適當調整，但在類型不同的活動中，歐盟要如何將這些無形資產的功

能用於使用者參與的價值創造流程進行功能分析，將會是十分大的挑戰209。 

  

                                                      
208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94, Art. 5.4, at 17. 
209 劉奇超、科爾曼‧茉莉、張春燕（著），屠琳舒（譯），前揭註 19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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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電子商務課稅規定與建議 

我國對非居民企業之營利所得的課稅規定，主要是依據內國稅法以及租稅協

定組成，內國稅法以所得稅法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相關條文為核心，租稅協定則以

與 32 國的全面協定及 12 個國家地區的單項/海空運輸協定構成210。 

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

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同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

經營者，若總機構設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僅就其中華民過

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之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亦即就其課稅之客

體範圍採來源地原則211。據此我國對於跨境所得之課稅管轄權，在所得稅法第 8 條

的架構下，採取來源所得課稅原則，以跨境所得是否為我國來源所得判斷是否可對

跨境所得主張課稅權。 

 本文討論之經濟數位化下，非居民企業之營業所得稅收挑戰之相關議題，在所

得稅法上並無相關條文，目前的規範主要是來自財政部發布之函釋進行補充說明，

包括民國 94 年 5 月 5 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09404532300 號令之「網路交易課徵營

業稅及所得稅規範」與 98 年 9 月 3 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09804900430 號令之「中

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由於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在扣繳方式與

來源認定上引發許多疑慮，財政部於在 105 年 12 月 28 日公布「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的修正內容，針對跨境電子勞務的營業稅進行說明，並於 106 年 4 月

24 日發布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10600549520 號令之「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

規範」，自 106 年 5 月 1日生效。而後於 107 年 1 月 2 日發布臺財稅字第 10604704390

號令之「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相關規定」以及臺財稅字第

                                                      
210 財政部租稅協定一覽表，2020 年 6 月 14 日查看。參照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191?cntId=63930 
211 黃茂榮(2001)，〈網上交易之課稅問題〉，《植根雜誌》，17 卷 6 期，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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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704391 號令之「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之修正，

針對原認定原則中第四點、第七點以及第十點進行相關修正。 

 本章以中華民國 107 年公布之「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

相關規定」為核心，討論我國對跨境電子交易所得之課稅方式與目前國際實施的短

期措施及長期方案趨勢之異同，作為對我國相關規定建議之基礎。 

第一節 我國電商稅收規定 

第一項 背景說明 

中華民國94年公布的「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在規範內要求勞

務買受人依法報繳營業稅，但個人相對營業人而言較無納稅實務觀念，且稽徵機關

對此等交易之掌握有其實務困難，故此一責成買受人課徵營業稅之課徵方式不僅

實益不足，亦形成稽徵盲點，對營業稅稽徵體制衝突最甚212。 

此外，如果我國境內個人向境外購物平台或是境外的供應商購買的是標準化

軟體，依據「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係按一般國際貿易

認定，不屬於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但依據「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有

關所得稅課稅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若

利用網路接受境內上網者訂購無形商品，再直接藉由網路傳輸方式下載儲存至買

受人電腦設備運用所收取之費用，屬「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應依同法第3條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網路交易規範與目前相關稅務法規並未

對標準化軟體有一致性的準則。 

  

                                                      
212 張芷(2015)，〈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之研究〉，財政部 103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財政部賦稅署。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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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該規範在規定上與現行制度有諸多不合之處，以及執行面上的困難，因而

財政部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0604704391 號令修正「所得

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 4 點、第 7 點以及第 10 點，並且

在同日發布「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底下簡稱本規定)，

之後在同年 5 月 11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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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要點)，以解決如何認定

跨境電商之我國來源所得以及計稅方式的問題。 

第二項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說明 

第一款 電子勞務之定義 

 本規定首先定義何謂電子勞務，其所稱之電子勞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之 1 規定，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經由網路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使用之勞務。 

(二) 不須下載儲存於任何裝置而於網路使用之勞務。 

(三) 其他經由網路或電子方式提供使用之勞務。 

根據本規定對來源收入認定規定之內容，下載儲存至電腦或行動裝置之勞務包

括電子書、單機軟體等商品；而不需下載之電子勞務則包括線上遊戲、線上影劇音

樂、線上廣告等；第三項則涵蓋銷售有實體使用地點，如住宿、租車服務，但此為

概括條款，根據文字解釋，各種經由網路聯繫的內容皆有可能涵蓋。 

第二款 來源所得 

 在本規定的電子勞務銷售模式中，基於課徵所得稅之目的，將外國營利事業跨

境銷售電子勞務區分為「提供平台服務之電子勞務」與「提供非平台服務之電子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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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兩種類型。並於來源收入認定規則中說明各類型對應之服務內容，依據個別提

供之服務認定是否我國來源收入。 

 在「提供平台服務之電子勞務」部分，其營業內容為建立交易平台供境內外買

賣雙方進行交易，此類業者為擔任有契約第三方之仲介業者，買賣雙方只需其中一

方為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該外國營利事業向買買雙方收取之報酬為我

國來源收入。 

 在「提供非平台服務之電子勞務」部分，其提供之服務可區分為三類： 

(一) 可儲存下載之無形勞務，若該勞務於境外產製完成，則非我國來源所得；但若

需經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事業參與及協助始可提供者，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境內

來源收入。 

(二) 於線上即時使用之無形勞務，具有即時性、互動性、便利性及連續性之電子勞

務，則外國營利事業銷售該類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使用，其報酬為我國來源

收入。 

(三) 銷售有實體使用地點之電子勞務，若勞務提供地或經營地點在我國境外者，

非為我國來源收入。 

第三款 所得計算規定 

 課稅所得額之計算，若無提供相關帳冊資料，則相關費用成本核定淨利率為

30%，而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則以全數在我國境內為 100%以及非全部於我國境內者

為 50%認定。若有相關帳冊則核實認定，或依稽徵機關查得資料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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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課稅所得額 = (我國來源收入-相關成本費用213)x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214。 

因此，如果該外國營利事業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後，其扣繳比例為收入之

6%(30%*20%)。 

第四款 課徵方式 

我國所得稅法對非居民企業之所得，若經判斷為我國來源所得，則對該所得之

課稅採用扣繳制度。本規定在設計上，若外國營利事業獲取之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則後續之課稅方式與所得稅規定相符。 

若買受人為營利事業或機關法人(B2B)，則扣繳義務人為買受人；若買受人為

自然人(B2C)，納稅義務人需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納稅期間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申

報繳納。 

第五款 評論 

第一目 我國來源收入認定規則 

首先，條文中規定，「外國平台業者建置交易平台提供境內外雙方進行交易，

買賣雙方或一方為我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其收入為我國來源收入」

之規定，與我國目前採用之勞務提供地或營業經營地相符。 

                                                      
213 相關費用本的規定：1.可提示帳簿文據供核者，以我國來源收入核實減除相關成本費用計篹所

得額；2.無法提示帳簿文據，但可提供合約主要營業項目，境外交易流程說明及足資證明文件爭

核定其主要營業項目者，以我國來源收入按其主要營業項目適用之同業利潤率標準淨利率計算所

得額(經核定屬經營「提供平台服務之電子勞務」者，淨利率為 30%)。紅色字還蠻符合衡平稅

中，國內外主體一制的部分，去想想；3.不符前兩目者，以我國來源收入按稽徵機關核定淨利率

30%計算所得額；4.稽徵機關查核時計淨利率高於前述 2.及 3.規定之淨利率者，按查得資料核

定。 
214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1.可提示明確劃分境內及境外交易留對其總利潤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

者，核實認定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2.全部交易流程或勞務提供地與使用地均在境內(例如境內廣

告服務)，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 100%；3.不符合 1.及 2.者，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 50%，但稽

徵機關查核實計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高於 50%者，按查得資料核定。 



doi:10.6342/NTU202003355

134 
 

 其次，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 10 點第 4 項規定：「外國營利事業對中

華民國境內之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銷售貨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按一般

國際貿易認定：(一)外國營利事業之國外總機構直接對中華民國境內客戶銷售貨物。

(二)外國營利事業直接或透過國內營利事業(非屬代銷行為)將未經客製化修改之標

準化軟體、包括經網路下載安裝於電腦硬體中或壓製於光碟之拆封授權軟體(shrink 

wrap software)、套裝軟體(packaged software)或其他標準化軟體，銷售予國內購買

者使用，各該購買者或上開營利事業不得為其重置、修改或公開展示行為。(三)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境外利

用網路直接銷售貨物予中華民國境內買受人，並直接由買受人報關提貨。」而在「外

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中規定，提供非平台服務之電子勞

務，若勞務於境外產製完成則非我國來源收入之規定。這兩者在交易本質上是相同

的，兩者皆是境外完成製作，只是本規定完全由網路下載，而中華民國來源認定中

除下載外尚包含實體通路運送。此規定原則上遵守常設機構的概念，在境內無常設

機構且營業行為僅包含運送或傳輸行為時，其經濟關聯度不足以正當獲我國課稅

權，因而認定非屬我國來源所得。 

 第三，對於銷售線上即時使用之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之報酬為我國境

內來源收入之規定，在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中並無直接對應之條文，但以其

強調線上即時使用的文字來看，應是將使用者於線上之行為視為構成營業行為之

部分，因而將其營業行為範圍擴張至境內，從而構成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營業行為，

因而將該所得認定境內來源所得。舉例說明，若使用者下載哈利波特小說電子書至

電腦硬碟，根據上述規定此收入非屬我國境內來源；但若在線上觀看哈利波特小說，

則為我國境內來源。這顯示本規定在判斷上，並非以交易內容為區別是否為境內來

源收入的重點，而是以交易方式是否造成境內使用者構成營業行為之一部分作為

判斷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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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 10 點第 2 項第 2 款，境外營利事業經由

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而實體勞務提供地點在中華民國境外之勞務，非屬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此內容與本規定相同。但應注意，這項規定中實際上包含兩項交易，

一項是境內買受人與提供實體勞務之境外營利事業之交易，另一項則是境外營利

事業若透過平台與境內買受人進行買賣，平台業者與該營利事業間之交易應為本

規定之第 3 點第 4 項，平台業者建置交易平台供境內外買賣雙方進行交易。 

第二目 境內利潤貢獻度 

首先，境內利潤貢獻度之概念類似國際稅收規則上，一筆所得依其在不同課稅

管轄權之經濟關聯，將利潤依比例分配給各主權之利潤分割法，但在我國稅法上並

無對應之規定。所得稅法第 3 條規定總機構位於境內之營利事業就境內外來源所

得課稅；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僅就境內來源所得課稅。與之對應的所得稅法第

8 條則僅有境內來源判斷，並無分配比例規定215，因此這個規定在立法層面上不無

疑慮。 

其次，依 30%之淨利率，對 100%之境內利潤貢獻度以及所得採用 20%扣繳，

最終實質稅率為 6%。這個稅率相較於 20%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看似偏低，但若與國

際現行之數位服務稅或衡平稅相比，則相距不大。筆者猜想，這可能表示立法者在

對電子勞務設立所得稅時，對外國電商交易之所得與我國是否具備足夠關聯性的

論述上仍有疑慮，因此雖名為所得稅，但規範上偏向數位服務稅或衡平稅這類特定

內容消費稅的設計，因而也採用相近的稅率。 

第二節 國際當前策略與國內規定的比較與分析 

 我國目前以「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作為對境外電

                                                      
215 張育寧(2019)，《論數位經濟下的營業利潤課稅：以稅捐構成要件為展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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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務課徵所得稅的規範，前一節就國內法規的角度討論該規定與內相關規定的

一致性與合理性，例如與中華民國境內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的規定是否一致，或規定

中獨創之利潤貢獻比例在國內法規上的適用性。但對跨境所得的課稅，所得稅法第

124 條規定：「凡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所簽訂之所得稅協定中另有特別規定者，依

其規定。」顯示租稅協定在適用上優先於國內法。因此本節將由租稅協定與各國相

關規定的角度，來對「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的設計進

行分析。 

 之前(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引述 OECD 對實施短期措施提供的指導建議，其

中包括遵守國際義務、暫時性、有針對性、避免過度課稅、減少對新創及小企業的

影響以及降低遵從成本。根據這六項指導建議，本文認為在評論因應經濟數位化帶

來的稅收挑戰的制度時，應以下列幾點作為標準： 

第一、該稅收是否為租稅協定範本所涵蓋 

第二、是否具有落日條款或容易修訂 

第三、課稅範圍是否鎖定特定數位服務內容 

第四、是否造成過度課稅的風險 

第五、是否聚焦於大型企業 

第六、稽徵程序的複雜程度 

第一項 是否為租稅協定範本所涵蓋：直接稅或間接稅 

本規定課稅的客體為所得稅，不論是規定名稱還是規定內容都無庸置疑。之所

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對境外所得課稅必須面對租稅協定的檢視。在第四章中

各國對提出的短期措施都極力強調是間接稅(OECD 建議的特定內容消費稅)，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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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希望避開租稅協定的問題。歐盟委員會在數位經濟專家組的報告中聲稱，應該

以增值稅來解決數位經濟帶來的稅收問題，而不是以數位應稅存在的概念216。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無須與現有簽定租稅協定之國家重新檢視相關規定，尤其是常

設機構原則的部分，以現行租稅協定的常設機構原則而言，我國無法取得本規定內

課電子勞務所得稅的課稅權。因此這個討論的重點並非是要確定本規定的課稅稅

種，而是要討論我國在對電子勞務課稅的設計上，應該採目前的所得稅，或是像印

度衡平稅一般，另開特定對象的消費稅作為確保外國與本國企業享有公平待遇的

方式。  

如果要設計為特定對象之消費稅，那麼首先要注意稅基的規定。在 2018 年期

中報告強調，租稅協定範本中強調的是供應商主體，而非供給本身217。換言之，強

調供應商的稅收措施是指與供應商的特點或經濟狀況相關聯的稅收；而強調供給

本身的稅收則是指與供給性質和價值相聯繫的稅收。而印度衡平稅與歐盟數位服

務稅，以總收入為對象，更加重視供給而非供應商，因而可認定其核心在供給的性

質與價值，在國際稅收的觀點上比較不會落入租稅協定的範圍。由此可以看出這兩

個設計都試圖符合 OECD 的建議，以非所得稅的方式設立短期措施，避免該課稅

內容被納入租稅協定範本的規定範圍。 

而一致性徵稅大綱中的金額 A，則是以所得稅的角度設計金額 A，在課徵時以

自動化數位服務與面向消費者企業這兩類企業收入的稅前淨利潤作為指標，作為

起徵門檻與稅額計算之用。這個大綱與前述衡平稅及數位服務稅試圖暫時解決稅

收不公的目的不同，一致性徵稅大綱試圖建議一個長期且具有全球共識，對數位化

企業經營模式下，以不同價值創造模式取得的營業所得課稅。因此設計的課稅客體

為所得稅。 

                                                      
216 Commission Expert Group on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8, May, 2014), at 47. 引自

劉奇超、羅翔丹，前揭註 145，頁 39。 
217 OECD, supra note 6, paras. 420-422, at182. 



doi:10.6342/NTU202003355

138 
 

 總而言之，從 OECD 的建議出發，各國在設計方案時，如果不希望與租稅協

定範本有衝突，其稅基計算皆採用總收入標準，雖然從課稅內容的實質意義仍可能

被視為與所得稅收有重疊之處，但若以所得(利潤)為稅基標準，則形式上必然落入

租稅協定範本的涵蓋範圍，因而產生許多國際稅收上的爭議，或成為徒具形式的條

文。 

第二項 暫時性 

 這個部分主要是強調一旦全球對數位化的稅捐挑戰之因應方式具有共識後，

各國便應該停止各自為政的短期措施，重回全球具有一致性的解決方案。不論是從

經濟交易或是稅收政策的穩定性計明確性來說，這部分都沒有爭議。 

第三項 針對性 

以短期措施而言，其實施的目的主要是針對不具實體存在而實質上有大量經

濟活動的特徵的企業，減少稅基侵蝕的問題。而短期措施僅是過渡性的權宜之計，

並非提供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因此在課稅的範圍上，應該盡可能鎖定這類經營內

容，而非試圖涵蓋所有可能的相關交易。 

例如印度衡平稅的課稅對象，是針對非居民企業在印度境內提供線上廣告與

相關服務之特定服務，而對印度境內的付款方則限定為從事商業活動或專業活動

之印度居民，簡單說印度的衡平稅之課稅範圍是 B2B 的線上廣告。而歐盟的數位

服務稅則是不分境內外企業，其提供以使用者為目標之線上廣告投放與提供顧客

可以線上從事相互交流或交易之中介服務。但兩者皆是以符合規定之交易總收入

為稅基，乘上固定稅率後為其應納稅額。兩者針對的企業經營行為主要都聚焦在提

供有針對性的線上廣告，包括其他諸如匈牙利的廣告稅、英國的移轉利潤稅、或是

義大利的網路稅，其課徵的主要對象都是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提供廣告的收入218。 

                                                      
218 第四章第一節，其中英國的移轉利潤以及義大利的網路稅還包括網路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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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致性課稅方案中的金額 A 其設定為針對淨利潤的所得稅，仍強調就目

前已有的方向，金額 A 將包含兩類數位化程度不同交易模式：自動化數位服務與

面向消費者服務。對於自動化數位服務，金額 A 認為這類型商業模式具備無須實

體而可行規模經濟的特徵，因此認為其收入數額可作為顯著經濟存在的指標219，此

論點與印度之衡平稅概念上相同。而面向消費者企業可對應到行銷性無形資產提

案中，認為該類型企業經營模式之價值創造中，企業與市場國具有內在供能連結，

因而具備課稅關聯性220。 

不論短期措施或長期方案，目前對於數位化企業的課稅，都會價值創造為論述

基礎，建構與現有常設機構不同的關聯性標準，也因此都必須將課稅對象限縮在符

合價值網路分析中，已使用者參與及網路效應為價值創造要素的企業模式。 

第四項 課徵稅率不宜過高 

OECD 認為臨時措施的關鍵目標應該是試圖平衡因數位化經濟而快速興起的

挑戰，以及避免對納稅人過度課稅的風險。此措施的稅率與範圍對達成平衡都是重

要的。尤其是，越寬鬆的措施範圍就越可能造成對特定納稅人過度課稅，因而有害

此措施的原始合理性。而且這個措施的稅率應該設定在低稅率，以符合適用企業的

邊際獲利221。 

印度對分居民企業課徵的稅率為 40%，而其衡平稅課徵之稅率為 6%，相對來

說的確是符合低稅率的要求；歐盟數位服務稅為 3%，從第四章第一節的歐盟地區

實施短期措施的表格來看，只有斯洛伐夫為 21%以及德國為 15%，其餘皆在 7.5%

以下，都符合 OECD 對低稅率的建議。 

  

                                                      
219 OECD, supra note 9, para. 39, at 13. 
220 Id. para. 41, at 13. 
221 OECD, supra note 6, para. 446, at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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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規定以 30%之淨利率及 20%之扣繳，境內利潤貢獻度為 100%的條件下，稅

率為總收入之 6%，與目前各國之措施相當。 

第五項 避免對新創及小型企業造成負擔 

 短期措施實施後，相關範圍內的企業不論在競爭上或行政成本負擔上都會有

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大型成熟企業由於本身的資源以及已經具備的行政能力，會比

小型企業或創新企業更能應對這些負擔；對於處於創業階段的企業或營業額較小

的企業，這些臨時措施可能是一筆龐大的負擔，但實際上能獲得的稅收卻是有限的。

因此必須再去得稅收利益與避免傷害企業創新之間尋求合適的門檻。總收入門檻

提供了沒有顯著全球存在的企業一個明確的判斷規則。這讓較小的企業在進入當

地市場時不需要在每個課稅主權中追蹤其銷售水準，來決定是否要面對臨時措施。 

 不論是直接稅或間接稅，在設計上都有門檻的要求，以減輕對小型企業的負擔。

印度衡平稅針對與印度境內企業交易的境外企業，在前一年度內有單筆交易超過

10 萬盧比(約 1300-1400 美金)或在一年內一個付款方對同一收款方支付課稅範圍

內交易總額超過 100 萬盧比(13000-14000 美金)，則達到在印度境內具有顯著經濟

存在之標準。相比於歐盟各國的設計，印度衡平稅的門檻低了許多，筆者認為這可

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可能是因為從印度國內企業的規模來說，能具備上述交易金額

的賣方可能已經被視為具有相當規模的企業，因而足以承擔此短期措施之行政要

求(扣繳義務人為印度境內企業)；其二是因為印度的衡平稅之課稅對象為境外企業，

印度當局可能並未對短期措施造成小型企業或新創企業經營困難的問題納入考量。

歐盟數位服務稅則以年度全球總收入超過 7.5 億歐元以及在歐盟境內相關交易內

容總收入超過 5000 萬歐元為具有重大數位足跡，具備課稅關聯性之標準。單以全

球交易金額的門檻來說，就可以有效地避開對小型企業或新創企業造成過度行政

負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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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A 採用多重門檻的標準，其設計尚未明確，但就目前已有的方向，可能

會比歐盟的限制更高。金額 A 包含兩類交易模式，對於自動化數位服務，金額 A

認為這類型商業模式具備無須實體而可行規模經濟的特徵，因此認為其收入數額

可作為顯著經濟存在的指標222，此論點與印度之衡平稅概念上相同。而面向消費者

企業可對應到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中，認為該類型企業經營模式之價值創造中，企

業與市場國具有內在功能連結，因而具備課稅關聯性223。 

 但 OECD 對於採用使用者參與之價值創造關聯、面對市場國之內在功能鏈結

之關聯以及顯著經濟存在關聯，這類與現行需具備實體存在之常設機構標準不同

的關聯性規則所創出的新課稅權，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強調金額 A 的關聯性設

計，會盡量避免對現有的關聯性規則產生影響，因此新的關聯性規則是專屬於新課

稅權使用，也不可以被用於建立其他稅收的基礎，不論是對所得稅或非所得稅224。

而金額 A 在課稅時為了避免對各國現有的稅收利益產生損害，因而採用剩餘利潤。

本規定以所得為課稅對象，在設計上並無門檻設計，可能造成行政執行上的困擾。 

第六項 簡化稽徵方式 

 這部分包括判斷交易內容是否落入課徵範圍，以及實際課徵執行方式的簡化。

尤其是對臨時措施而言，因為這是暫時性的，因此行政成本與複雜度應該盡可能最

小化。與行政管理有關的部分應該在設計階段被包含，並給予重要的權重在評估任

何措施流程時。 

 印度衡平稅在這部份的設計上，考量到均衡稅的納稅人在印度沒有營業場所，

因此為了提高爭稅效率減低納稅主體的遵從成本，採用源泉扣繳方式，規定由付款

方負擔扣繳義務，如果扣繳義務人未能足額扣繳，除補繳應納之稅款與利息外，還

                                                      
222 OECD, supra note 9, para. 39, at 13. 
223 Id. para. 41, at 13. 
224 Id. para. 40,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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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繳納與應納稅款等額的罰金225。歐盟的數位服務稅，基於歐盟的經濟架構，特別

設計了一站式服務機制，要求納稅人依據該方案進行繳納。 

第七項 小結 

 根據上述的討論，筆者對於我國目前對於境外數位化企業的課稅規範有下列

幾點建議： 

(一) 應採特定內容之消費稅而非所得稅的設計 

為了避免與國際租稅協定產生適用競合問題，建議針對特定內容採消費稅的

角度進行稅收設計。正如前述討論所說，在所得稅上租稅協定優先國內法規，因而

關於所得稅的設計，在與現行租稅協定不合時，很容易流於形式。 

(二) 對於課稅範圍的規定，應更具針對性 

 整理各國目前的規定，主要是針對社交平台的廣告以及買賣服務的電子交易

平台。第一節中對於「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來源認定

的討論中顯示，規定中判斷為我國來源所得的部分主要是提供買賣的交易平台項

買賣雙方收取的手續費，以及提供線上即時使用的報酬。後者在規定中包括線上廣

告，這也是印度衡平稅與歐盟數位服務稅的主要對象。但在第一節中討論過，提供

影音線上觀看的外國業者，觀看使用者可能並未付費，而是廣告購買者付費(該廣

告未必為我國境內企業，例如國外網路遊戲商向 YouTube 購買廣告時段，針對我

國境內觀看 YouTube 之使用者，播放該公司師遊戲內容，此時買受人為境外企業)。 

 這是因為規定的設計過於複雜，建議參考印度衡平稅或歐盟數位服務稅，以提

供線上廣告為範圍，或以一致性徵稅方案中，金額 A 之自動化服務內容及面向消 

  

                                                      
225 羅翔丹、劉奇超、李垚林、張懷文，前揭註 169，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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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企業為標的，可避免逐條設計在判斷上的複雜程度。而此設計也較能提供符合

價值創造觀點的關聯性設計(使用者參與以及市場之內在功能連結)。 

(三) 稅基應以總收入為對象 

 從特定內容之消費稅的設計觀點，總收入比較不會落入所得的概念。其次，在

稅收行政的簡潔度上，總收入的計算比淨利潤單純。第三，收入是 OECD 建議可

作為顯著經濟存在的考量因素之一，也是相對簡易的判斷方式，採用收入總額有助

於建立該企業在我國境內具有顯著經濟存在之論述。 

(四) 稅率設計可在 3%-6%之間選擇 

 前述說明，我國目前的規定在計算後，其稅率約略等同收入之 6%。因此若採

用總收入為稅基，以 3%-6%之間為稅率(符合目前國際主流範圍)，應可避免各國對

此有過大爭議。除了符合 OECD 建議的低稅率外，也不會與原先所得稅額的設計

有明顯差異。 

(五) 課稅門檻 

 在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中，有規定銷售予我國自然人年銷售額超過

48 萬者應依營業稅法第 28 條之 1 及稅籍登記規則第三章規定，自行或委託報稅之

代理人辦理稅籍登記。但在本規定中並無總收入或淨利潤超過一定數額後才課徵

的規定。這對境外小型企業在行政成本上負擔不低，即使印度的衡平稅也有單一企

業支付同一企業超過 100 萬盧比之門檻規定。因此，建議應設一定門檻免除小型

企業之行政負擔。 

 這部分之設定需根據我國稅捐機構所掌握之資訊而定。若我國稅捐單位可掌

握各企業根據 BEPS 繳納之國別報告書，那麼採用歐盟數位服務稅的設計，以該企

業於境內銷售總額是比較符合顯著經濟存在觀點的做法。如果無法明確掌握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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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境內之銷售情況，則採用印度衡平稅的作法，以國內企業對個別國外企業支付金

額作為門檻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六) 稽徵方式 

 不同於歐盟的狀況，我國對境內無常設機構之分居民企業採用代為扣繳的方

式，與印度衡平稅相似，可繼續採用，維持稽徵方式的一致性。 

第三節 修訂建議 

 根據第二節對本規定的建議，本文試著提出一個規定設計的建議，呈現於表六，

作為從短期措施來看對我國在跨境電商課稅的建議。 

  



doi:10.6342/NTU202003355

145 
 

表六、對我國跨境電商課稅規定之建議 

修正建議 現行規定 說明 

適用範圍規定 

一是在數位介面上投放以

使用者為目標的廣告，以

及在使用者使用介面時收

集使用者數據； 

二是為使用者提供數位入

口，讓顧客可以相互交流

或交易的平台服務。 

 

來源收入認定規則 

(一) 於境外產製完成之商

品單機軟體、電子書等 

1. 經由網路傳輸下載儲存

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使

用，僅改變其呈現方式，

取得之報酬非為我國來源

收入。 

2. 但需經由我國境內個人

或營利事業參與及協助始

可提供者，其取得之報酬

為我國來源收入。 

(二) 線上提供即時性、互

動性、便利性及連續性之

電子勞務： 

以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

供如線上遊戲、線上影

劇、線上音樂、線上視

頻、線上廣告等之勞務予

我國境內買受人，其報酬

為我國來源收入。 

(三) 有實體使用地點之勞

務 

以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

售有實體地點使用之勞

務，如住宿服務、汽車出

租服務等取得之報酬，如

在我國境內者，為我國來

源收入 

(四) 外國平臺業者 

買賣雙方或其中一方為我

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

機關團體，其向買賣雙方

所收取之報酬為我國來源

收入。 

這是歐盟數位服務稅的規

定，一的部分採取使用者

參與的方向建立關聯，但

一定程度上限縮相關交易

在廣告投放的部分，主要

是因為廣告投放就涵蓋了

臉書、Google 這類提供免

費使用的公司； 

二的部分則是包含像亞馬

遜這類協助交易的平台。 

對大型企業課徵特定內容

之消費稅在行政成本與稅

收利益上是較為適合的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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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 現行規定 說明 

收入計算規定 

可藉由電子勞務營業稅的

稅籍登記，對交易內容為

廣告投放以及作為買賣交

易平台收取之報酬的收入

超過 1000 萬之企業課徵特

種數位稅。 

 

課徵稅率 

課徵之稅額=年度總收入金

額*5% 

 

總收入金額指同一公司符

合上述交易內容之收入部

分的總和。 

 

扣抵方式 

若該筆收入已經繳交電子

勞務之營業稅，可提出證

明後從課徵之稅額扣除以

繳納的金額。 

所得「計算」規定 

(一) 相關成本費用之減除 

1. 核實認定：提示帳簿、

文據，核實減除其相關成

本費用。 

2. 按主營業項目之同業淨

利率計算：依稽徵機關核

定之主要營業項目之同業

利潤標準淨利率計算所得

額，「提供平臺服務」

者，其淨利率為 30%。 

3. 依 30%計算：適用不符

合上述規定者。 

4. 依查得資料：稽徵機關

查得實際淨利率高於上開

淨利率者，按查得資料核

定。 

(二) 境內外利潤貢獻程度

劃分： 

除全部交易流程或勞務提

供地與使用地均在我國境

內，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為 100%外，其餘依下列方

式認定。 

1. 核實認定：提示明確劃

分境內外交易流程對利潤

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

者。 

2. 按 50%認定：無法提示

明確劃分境內外交易流程

對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

者。 

3. 依查得資料：稽徵機關

查得實際境內利潤貢獻程

度高於 50%，按查得資料

核定。 

採用總收入金額的理由如

之前的討論，是希望能以

間接稅的角度對應此稅

收，避免與租稅協定有衝

突。 

 

1000 萬元作為設立門檻的

參考，避免涵蓋過多小型

或新創企業，造成該類型

企業之行政負擔。行政單

位可根據目前境外電商繳

稅資料決定更合適之門

檻。 

 

5%的稅率，與國內目前營

業稅一致，也接近原先規

定中 30%(淨利率)*20%(扣

繳率)=6%的結果 

若希望提高對範圍內交易

的課稅程度，則可以選擇

高於國內營業稅率的比

率，例如 8%，如此即使扣

抵 5%的電子勞務營業稅的

稅額，仍可有額外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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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 現行規定 說明 

稅款繳納方式 

維持原規定 

稅款繳納方式 

(一) 屬扣繳範圍之所得：

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

按「給付額」扣繳稅款。

但該外國營利事業得向稽

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適用

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

程度者計算所得扣繳稅

款。 

(二) 非屬扣繳範圍之所

得：由外國營利事業自行

或委託代理人於所得稅申

報期限申報納稅。 

(三) 平臺業者 

1. 應以其收取之銷售價款

課徵所得稅。 

2. 得向稽徵機關申請按實

際收取之手續費課徵所得

稅。其轉付外國非平臺電

子勞務業者(例如線上遊戲

軟體供應商)之價款為我國

來源收入者，外國平臺業

者應履行扣繳義務，於每

月 10 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

稅款向國庫繳清並彙報稽

徵機關。 

與目前國內稅收行政方式

一致，可減少稅捐機關的

行政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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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一、價值創造與顯著經濟存在 

價值創造這個概念，是在 2015 年 BEPS 的報告中被提出，原本是 BEPS 行動

方案 8-10「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價值創造相配合」的主要目標，但在 2015 年行動

方案 1 的最終報告第 369 段強調，BEPS 行動方案在探討 BEPS 的風險後，結論認

為課稅地點應該與經濟活動發生地與價值創造地一致，這對 BEPS 有重要影響。這

句話成為目前主張採用價值創造的貢獻來建構新關聯性標準的基礎。 

 但如果仔細檢視 OECD 秘書處提出的三項提案會發現，使用者參與提案是以

使用者參與的行為在數位化經營中(尤其是高度數位化的多邊平台)是企業獲利的

核心之一，因而提供了使用者所在國對該企業獲利具有課稅權的關聯性。但行銷性

無形資產提案就與價值創造不盡然相同了。行銷性無形資產提案先由 2018 年期中

報告對數位化企業特徵的描述中提出無形資產是當代所有企業的重要核心後，進

一步以相關資料佐證數位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對無形資產依賴越重的現象。接著針

對行銷性無形資產這種在市場所在國，發展面向使用者與顧客為基礎，建立品牌形

象及企業與顧客關係的經營活動，並認定企業的品牌形象以及企業與顧客關係這

些企業在行銷上的無形資產，與該市場所在國之間具有內在功能連結。因而市場所

在國對企業由行銷性無形資產所生成的非常規所得或剩餘所得具有課稅權。 

 以價值創造中價值網路模式來檢視這個說法會發現，根據 2018 年價值網路模

式的說明，該模式產生價值的功能主要是：網路宣傳管理與契約管理、服務開通、

以及網路設備運作。所以上述的內在功能連結主要對應的是網路宣傳，但這個行為

在價值網路模式中的價值創造貢獻，是否重要到足以構成關聯性，並未得到全面認

同。因此在設計時，這個基於內在功能連結所生成的課稅權，在利潤分配上便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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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利潤分配方式，在常規利潤分配後若有剩餘，才由市場所在國以內在功能連結

的關聯性進行分配。 

 而顯著經濟存在提案，則強調不應繼續受限於以實體存在為判斷標準的現行

常設機構原則，應該以實質經濟活動內容取代實體要求。在這個提案中，強調的是

實質經濟活動發生地點不應以物理存在為限，而應該以在市場中的交易及經營活

動為標準。換句話說，這裡強調的不是價值創造而是經濟活動地點。 

 因此，價值創造地與實際經濟活動地兩者在概念上未必一致，有必要進一步區

分這兩者在關聯性與利潤分配上的使用目的。目前國際的趨勢，即使是顯著經濟存

在，也僅是作為現有常設機構原則不足時的補充，並無意以實質經濟關聯取代現行

物理實體的常設機構標準。而作為價值創造論點最有力的使用者參與的貢獻，反而

用於限制新關聯性規則適用對象的條件。例如許多短期措施的課稅內容都集中在

社交平來或搜尋引擎的線上廣告。因此，雖然價值創造的確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切入，

創造國家對跨境企業營業所得的課稅管轄權的新關聯性的標準，但目前看來，這個

新的關聯性標準，主要用於對現行常設機構原則的填補，將特定企業的剩餘利潤分

配給消費者所在的市場國，而非以價值創造作為基礎進行課稅管轄權與利潤的新

分配基礎。 

 如果要貫徹課稅地點與經濟活動發生地與價值創造地一致的目標，那麼價值

創造就不應該只適用於對高度數位化企業建立新的課稅權，而是應該以價值創造

的要素重建國際稅收的關聯性與所得分配。因此，從目前國際稅收對價值創造的使

用方式來看，價值創造原則主要用於彌補現行國際稅收規範中對市場所在國稅收

造成的損失，而非作為國際稅收規則的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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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數位化交易課稅的國際趨勢 

目前國際針對數位化較的課稅趨勢，仍是以短期策略與長期方案來區分。短期

策略因為是個別國家基於稅收目的而設立，因此通常是單邊措施。此外，其設計通

常很有針對性，主要是對在境內無法以常設機構原則取得課稅權的企業交易所得。

而且為了避開租稅協定範本的限制，稅基一般是以特定營業內容的收入總額為對

象，並課徵較低的稅率，大多在 3%-6%之間。這些短期措施由於針對的企業通常

為高度數位化企業，因此在課稅基礎上主要是採用價值創造的基礎，以市場所在國

或使用者所在國對該企業之價值創造具有貢獻而課徵特定內容的消費稅。 

而目前能獲得承認並取得全球各國提供建議的長期策略，只有 OECD 的兩方

針計畫。其中方針一的金額 A 是特別針對數位化交易的課稅設計，也被認為是一

種新關聯性的論述。金額 A 在扣除跨國集團全球的常規利潤後，將剩餘利潤以公

式分配的方式分配給取得課稅權的市場國。市場國是否取得課稅權，主要是根據兩

種數位化交易的內容，一種是自動化數位服務，另一種是面向消費者企業。自動化

數位服務的企業可以涵蓋使用者參與提案的範圍，換言之是強調使用者創造價值

的概念，而面向消費者企業則一定程度的彰顯企業與市場國的內在功能連結。因此

一致性徵稅大綱以金額 A 的設計，將前述兩類與價值創造觀點有關的關聯性標準

放入。但在課徵門檻上，根據目前可能採用的標準，歐盟建議的全球 7.5 億歐元為

門檻，再合併各國的交易門檻，這個課稅的對象主要是大型跨國集團，並且以各國

的總收入為門檻，一定程度也符合建立顯著經濟存在的要求。可以看出 OECD 試

圖整合價值創造地與實質經濟活動地的企圖。而採用剩餘利潤的分配方式，則顯示

出 OECD 在這個議題上的保守態度，將價值創造原則作為現行規定的補充，而非

新的國際稅收基礎。這樣的設計對各國現有的稅收並不會產生影響，僅是對原先無

法取得課稅權的剩餘潤進行各市場國之間的再分配。但不論價值創造原則是否僅

作為補充性質，這樣的設計仍舊創造了一個新的管轄權，即使 OECD 在一致性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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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大綱中多次強調金額 A 的設計並不預期被應用在任何其他規範，也不認為金額

A 的立論基礎應該被用於其他稅收制度的設計，但金額 A 仍舊是市場國的課稅管

轄權這個概念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稅收設計上出現，為國際稅收體系提供了市場所

在國課徵所得稅的理論與實作基礎。這個趨勢會造成後續各國在稅收政策上的什

麼影響，仍需時間觀察。但對我國來說，要特別注意構成市場國管轄權的條件要求，

才不會錯失這個新趨勢的稅收利益。 

另外，從這樣的設計來說，金額 A 的設計與短期措施相比，對現行的國際稅

收制度干擾更小，因為既不影響現有稅收，也不像短期措施是額外課徵總收 3-6%

的特定內容消費稅，同時也不會造成以間接稅之名行所得稅之實的批評。但如此也

可預見，金額 A 的數額將不會太高，真實的效果可能要實施後才能看到。 

 根據上述短期措施與長期方案來看，國際稅收體系的確以價值創造建構出新

的關聯性標準，儘管目前在設計上仍十分謹慎，不僅在交易內容上多有限制，同時

也盡量以剩餘利潤為利潤分配的標的，並以達成一定門檻來同時滿足實質經濟活

動的要求。但價值創造作為建構市場國課稅管轄權之關聯性標準的新基礎，仍是國

際稅收百年來最大的變動，必須密切注意其趨勢。 

三、對我國數位化交易課稅的短期建議 

目前除了 OECD 之 外，只有歐盟有區域性的長期方案設計，因為對跨境企業

所得的稅收設計，不可能由單一國家制定，必然是多方協調產生的政策，不僅要有

理論依據，同時也必須有足夠多國家支持該方案，因此不可能以一國之力進行長期

方案的設計。其次，就彌補稅收的目的，各國在設計單邊的短期措施時，都不會選

擇以所得稅的名義進行。雖然國際稅法的主要原則中，國家主權獨立原則是基本原

則，但除非試圖違背與他國簽訂的租稅協定，否則在簽立租稅協定的條件下，針對

跨境的非居民企業在我國的營業所得要創建與常設機構原則不合的課稅關聯性，



doi:10.6342/NTU202003355

152 
 

勢必造成國際稅收紛爭。因此，對於我國在跨境電商課稅的設計上，第一個建議便

是不應採用所得稅方式，可選擇類似衡平稅概念的特定內容之消費稅，以避開租稅

協定的限制。 

另外，不論是特定內容消費稅或是各國的短期措施，在課稅範圍的設計上，都

應該有明確的針對性。一方面是在特定的交易範圍內，比較可能採用目前國際間採

用的價值創造理論來建立該特定內容之消費稅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作為減少稅收

流失的角度，在數位化交易上真的能產生足夠稅收效益的企業有限，這也是歐盟許

多單邊短期措施的實施對象都針對國際特定大型跨境電商的原因(例如臉書、

Google、Amazon 等等)，因此在課稅範圍的設計上可參考歐盟的數位服務稅，鎖定

高度數位化企業，避免稅捐單位對要面對大量跨境電商交易查核，而實際增加稅收

有限的窘境，真的有實質效果的電商並不多。所以第二個建議是鎖定目前全球數家

大型電商，以高度數位化之大型跨境集團為徵稅目標。 

此外，課稅的稅基也應該避開與所得相關的標準，採用總收入金額這類強調交

易強度的指標，或是採用活躍境內使用者的人數，都可以減少此特定內容之消費稅

被租稅協定範本涵蓋的風險，也可以減少稽徵的困難。關於大型跨境集團的收入或

交易總額，應該盡量從 OECD 在 BEPS 行動方案的國際合作中取得企業的國別報

告作為依據，也可減少我國稅捐機關查核的成本。關於境內使用人數，則盡量採用

上線連結的 IP 這類爭議較低且取得容易的資訊，減少採用使用者身分作為判斷。

本文第三個建議便是盡可能尋求國際合作，取得大型跨境企業集團的資訊，減少稽

徵成本。 

最後，我國的扣繳方式與目前各國在短期措施上採用的方式相近，對於在境內

沒有常設機構存在的跨境電商，在 B2B 的交易型態時由國內企業作為扣繳義務人

是可行的方式，印度的衡平稅即是如此。但若交易型態為 B2C 的方式，建議配合

電子勞務營業稅的稅籍登記制度，可避免對自然人有過高要求。這部分的建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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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目前規定相符，建議採用該規

定方式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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