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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各國財長於2021年6月4日至6月5日G7會議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BEPS

2.0專案相關工作表示大力支持，OECD亦於7月1日發布數位經濟下稅務挑戰兩大支柱

解決方案聲明（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宣布BEPS包容性架構（IF）下之

139成員國已有130個國家連署聲明支持BEPS 2.0專案的兩大支柱內容，亦已獲得今

年7月召開的G20財長會議背書支持。聲明指出，BEPS 2.0專案之詳細內容將於今年

10月發布，支柱一與支柱二之簽署計畫預計於2022年完成，並於2023年開始施行。

OECD預計在今年10月針對此議題進行細部討論並發表最終專案施行細節內容。因金融

業集團對海外營運布局情況實屬常見，本期稅務專刊將為您介紹BEPS2.0專案兩大支

柱內容及其對金融業之影響。

摘要

130國連署聲明支持BEPS 2.0稅改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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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2.0專案兩大支柱 (Pillar One and Pillar Two)

BEPS

2.0專案
G7財長會談 OECD兩大支柱解決方案聲明

Pillar 

One 

• 承諾公平分配課

稅權，針對大型

和利潤高的跨國

企業，市場國家

（消費國）可對

於此企業所得額

超過10%的利潤

率部分，擁有至

少20%的課稅權

• 承諾將進行適度

協調此新稅務規

則的適用，包含

取消現有數位服

務 稅 （ Digital

Service Tax）

• 適用公司：跨國企業（排除採掘業及受監管之金融服

務業）全球營業額超過200億歐元且獲利能力（即稅

前利潤/收入）超過10% 者

• 擬定新的課稅連結（Nexus）：跨國企業在一課稅管

轄區營業額達100萬歐元，將引發課稅連結；對於較

小之課稅管轄區（GDP小於400億歐元），課稅連結

標準將降為25萬歐元。以此課稅連結決定該管轄區是

否得分“Amount A”，其定義為一部分的剩餘利潤被分

配到有課稅連結之各市場管轄區

• 對於適用之跨國企業，其剩餘利潤的20-30%（定義為

超過收入10%的利潤）將依據收入比例，重新分配

（Amount A）至有課稅連結之市場管轄區進行課稅

• 針對數位經濟活動標準行銷及配銷活動應以固定比例

計算報酬（Amount B）之定義，預計將於2022年底

前完成

• 數位服務稅將在Pillar One實行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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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2.0專案兩大支柱 (Pillar One and Pillar Two)

BEPS

2.0專案
G7財長會談 OECD兩大支柱解決方案聲明

Pillar 

Two

• 倡議支持全球最

低稅率至少15%，

並已獲G20財長

會議聲明支持

• 美國財政部長葉

倫 （ Janet

Yellen）表示認

同以結束國際間

對企業的減稅競

賽（Race to the

Bottom）

Pillar Two由兩大課稅規則組成：

1. 應予課稅原則（Subject to Tax Rule，STTR）—

STTR是讓發展中國家 (Developing Countries)在

Pillar Two議題上達成共識的重要原則。STTR以租

稅協定為基礎，針對關係企業間款項，允許來源國

用STTR最低稅率（預計將設為7.5%-9%）與收受方

當地所得稅率之差額，進行扣繳

2. 全球反稅基侵蝕（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規則：(1)計入所得法（Income Inclusion

Rule，IIR）— 對於低稅負之子公司，母公司國家所

在國得針對實質稅率與最低稅率之差額進行徵收，

與(2)否准扣抵法（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 給付國之稅局否准該國企業給付予低稅率

國家費用在稅上扣抵之方式或剔除集團管理費之方

式補齊應補繳之稅額

• 適用門檻，與國別報告（CbCR）一致（上一財

政年度合併集團總收入達7.5億歐元之跨國公司）

• 計算GloBE所得時，有形資產與薪資之7.5%（5

年過渡期，5年後降為5%）得從所得中扣除

• IIR 和UTPR 之最低稅率至少將設為15%

• 將擬定與美國的Global Intangible Low Taxed

Income Regime（GILTI）共存之相關規則

• IF成員國家將：

• 可選擇不採用GloBE規則，但若選擇採用，須

與Pillar Two課稅規則和經IF成員同意之相關規

則一致

• 接受其他IF成員採用並執行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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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2.0專案兩大支柱適用對象及其對於金融業之影響

適用對象除了採掘業及受監管之金融服務業
外之跨國企業，全球營業額超過200億歐元
且獲利能力（即稅前利潤/收入）超過10% 
者，故初步判斷大型跨國電商企業將適用之，
對於金融產業應較無影響

主要針對上一財政年度合併集團總收入達
7.5億歐元之跨國公司，無特別產業別限制，
故金融業亦將納入此一範疇中

第
支柱

第
支柱

1

2

如金融業有協助標的國之關係企業進行金融商品之投資服

務，因而收取相關服務費用（如手續費、保管費等），若

標的國之實質稅率較低時，於應予課稅原則（STTR）下，

其允許所得來源國用STTR最低稅率（預計將設為7.5%-9%）

與收受方當地所得稅率之差額，進行扣繳，此時若臺灣金

融總部如無法充分扣抵該海外扣繳稅款，其效果即可能造

成母公司被加課徵稅負

如金融業國外分支機構於支付管理費用予其母公司國家之

總公司時，在全球反稅基侵蝕（GloBE）規則下，若行否

准扣抵法（UTPR）— 給付國之稅局將可藉由否准該國企

業給付予低稅率國家費用在稅上扣抵之方式或剔除集團管

理費之方式補齊應補繳之稅額，故該費用將可能遭剔除

金融業適用
第2支柱下之

衝擊

情
境
一

情
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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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代表全球GDP 90% 以上的130 個國家達成的協議是一個明確的跡象，我

們距離減稅競賽（Race to the Bottom）的結束又將更進一步。美國將於這場

純粹根據勞工技能和基礎設施實力來判斷勝負的比賽中獲勝。我們現在有機

會建立一套全球與國內之稅收體系，讓美國勞工和企業在世界經濟中競爭並

獲勝。— 美國財長葉倫

持保留意見而未簽署國家

未簽署協議的九個國家包括歐盟成員國愛爾蘭、愛沙尼亞和匈牙利，以及秘

魯、巴貝多、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斯里蘭卡、奈及利亞和肯亞等低稅負國家，

對於其可能喪失之投資優勢地位，拒絕簽署本項協議，顯示部分國家對此議

題仍存在分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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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OECD之聲明及各國簽訂協議表達共識，可以發現國際間對於全

球稅改逐漸明朗化，BEPS 2.0專案對於拜登政府稅改計畫亦有著極大

的助益。

 本稅改提案就金融業而言，Pillar One主要係針對跨境大型電商，原則

上排除金融業，故對金融業較無影響；惟金融業在其適用BEPS 2.0專

案之Pillar Two下，則預計可能受到一定程度之影響。例如金融業有協

助標的國之關係企業進行金融商品之投資服務，因而收取相關服務費

用（如手續費、保管費等），若標的國之實質稅率較低時，都可能造

成母公司之有效稅負增加；抑或是金融業國外分支機構於支付管理費

用予總公司國家時，該費用將可能遭剔除。故待OECD公布具體細項規

定及各包容性架構會員國之相關法案通過後，上開情形將會是金融業

需首先面對之課題，需特別注意之。

 我們建議臺灣企業密切關注相關發展，金融產業亦無法置身事外，即

時了解國際稅務與貿易之改變趨勢，檢視海外營運之子、分公司營運

納稅情形，評估對自身業務之潛在衝擊。針對具體規則及配套實施計

畫之健全，安永將持續追蹤OECD即將於10月發布之BEPS 2.0專案施

行細節，並為您整理分析具體規則及健全配套的實施計畫。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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