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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稅務焦點
間接稅務諮詢服務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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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環保意識興起，各國紛紛建置如太陽能、風電及水電等再生能源，其中綜合地理位置
優勢，離岸風力發電便是台灣政府積極推行的綠能政策之一。考量產業特性，許多風電機器設
備台灣並未生產製造而僅能仰賴國外進口，因此對發電業業者而言，如何降低關稅稅負對成本
控管至關重要。以下介紹政府所提供的進口關稅減免措施 – 無產製證明。

何謂無產製證明 (Non-Domestic Productions Certificate)?

當企業因自身產業生產需求或經營需求，須向國外進口台灣未生產製造的機器設備，經主管機
關審核證明用途屬實，且國內確係尚未生產製造該機器設備後，便可取得無產製證明，於進口
時享有關稅減免。其中依產業別包含：

其中，企業進口之機器設備除了屬於台灣未生產製造以外，仍須滿足無產製證明申請所規範之
要件。以下將介紹申請無產製證明時所須符合的一般要件，包括1) 企業(申請人)身分、2) 進口
機器設備分類、以及3) 申請時點及有效期限：

無產製證明申請要件一 - 企業(申請人)身分

無產製證明申請，僅適用於上述提及之一般製造業、一般發電業以及再生能源發電業，為證明
企業符合申請人資格，須檢附相對應之法人證明文件。

註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類型，可參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無產製證明：進口關稅減免

產業 審核單位 發證單位

一般製造業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一般發電業
由經濟部能源局委託

工業技術研究院進行實質審核
經濟部能源局

再生能源發電業
由經濟部能源局進行初步審核後
轉交相關產業公會進行後續審核

經濟部能源局

產業 證明文件 共同要件

一般製造業
可證明申請人為製造業或技術服務業之證明文
件，如:工業局核發之工廠登記、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等。

依台灣公司法登記
成立之公司組織

一般發電業
⚫ 已取得電業執照，須檢附電業執照
⚫ 未取得電業執照，須檢附工作許可證

再生能源發電業

⚫ 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註1)，須檢
附電業執照或工作許可證

⚫ 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註1)，須檢
附工作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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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製證明申請要件二 - 進口機器設備分類

以離岸風力發電為例，發電業者於建廠前後、發電機組設置等各階段，須進口多樣複雜的零組
件以及各項機器設備輔具，例如:電纜、塔柱、葉片及吊車等。此時因應海關進口稅則的不
同，各項機器設備進口時將適用不同的關稅稅率。因此，政府特就適用無產製證明之機器設備
進行分類，並透過海關進口稅則增註以及法律規範來明定，供申請人作為依據。

無產製證明申請要件三 – 申請時點及有效期限

無產製證明的申請，於進口前以及進口後皆可提出申請。此外，申請人須留意無產製證明之適
用期限，並檢視自身進口狀況決定是否展延以及重新申請。

安永觀點

全球石化能源終將面臨枯竭，引起各國對再生能源的廣泛討論，也帶動政府對再生能源的重
視，透過無產製證明等關稅優惠措施，降低發電業者稅負成本以刺激再生能源發展，也間接降
低相關企業於進口貨物時的查核風險。

安永建議相關企業可提前掌握本文介紹之申請人資格、申請時點及有效期限等議題，另就機器
設備之資訊，如適用的海關進口稅則、機器設備獨特性、使用目的等，先行與主管機關進行討
論，以權衡無產製證明申請之效益與成本。

產業 機器設備分類

一般製造業
符合海關進口稅則第84章、第85章及第90章所規範，專供用於製
造業及技術服務業用途之進口機器設備。

一般發電業
符合海關進口稅則第84章、第85章及第90章所規範，專供用於發
電業設施及發電用途之機器設備。

再生能源發電業
供再生能源發電業興建或營運其發電設備使用之營建或營運機器、
設備、施工用特殊運輸工具、訓練器材以及所需之零組件。

進口前提出申請 進口後提出申請

如機器設備於無產製證明的有效期限內進口，
則該機器設備可享有免徵關稅。

因原先機器設備進口時，係由進口人完成關
稅等進口稅費的繳納，故進口後取得無產製
證明，應由進口人於指定期限內向海關申請
關稅退稅。

產業 有效期限

一般製造業
取得無產製證明後，有效期間為兩年，期間報關進口機器設備可享免
徵關稅。如有特殊理由者得申請展延兩年，並以一次為限。

一般發電業 法規無明文限制有效期限(建議取得核准時，進一步與能源局確認)。

再生能源發電業
取得無產製證明後，有效期間為六個月，期間報關進口機器設備可免
徵關稅。如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展延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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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於2020年10月裁定，若進口人代表第三方進口貨物，進口人並未擁有貨物所有權，
也未擁有與貨物所有者相同的貨物處置權，並且其投入的進口成本並未被涵蓋在銷售收入中或
與進口人的經濟活動無關，則該進口增值稅不可由進口人扣抵。

安永將帶您認識本案背景與歐盟法院之判決結果。

案件背景

位於歐盟境內之斯洛伐克包裝廠商 (以下簡稱「斯洛伐克商」)，其主要業務為提供翻新、重新
包裝服務，以使商品包裝更適合其客戶的各種目標市場。斯洛伐克商代表其客戶瑞士公司 (以
下簡稱「瑞士商」)，將瑞士商所持有之貨物從瑞士、香港和中國進口商品至斯洛伐克境內。
商品進口至斯洛伐克時，由斯洛伐克商擔任進口人，並且由斯洛伐克商繳納進口增值稅。斯洛
伐克商對進口商品進行翻新服務後，再將貨物出口至其他歐盟國家或第三國。斯洛伐克商針對
提供之翻新服務向瑞士商收取服務費，並開立服務費之發票予瑞士商。

斯洛伐克商申報增值稅時，要求扣抵進口時繳納之增值稅。然斯洛伐克稅局基於以下三點質疑
並隨後拒絕了斯洛伐克商扣抵進口增值稅的權利：

• 斯洛伐克商並非進口貨物的所有者；

• 斯洛伐克商並未支付進口貨物成本，且進口貨物成本亦未與其收入相關；

• 斯洛伐克商未將進口貨物使用於其經濟活動中。

然斯洛伐克商主張，若未進口貨物則無法提供翻新或重新包裝的服務，認為進口貨物與其經濟
活動相關，故應可由其扣抵進口貨物之增值稅。

本案所探討之問題如下：

1. 進口人是否要為進口貨物的所有者或具進口貨物的處置權才可扣抵貨物的進口增值稅?

2. 是否只有在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與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有直接關聯性下，進口人才可
扣抵貨物的進口增值稅?

3. 若進口貨物成本反映於銷售貨物的價格中，意即進口貨物與銷售之貨物有經濟關聯性，是
否可認定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與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有直接關聯性，而可由進口人扣
抵貨物的進口增值稅?

歐盟法院裁定：進口增值稅扣抵相關釋疑

瑞士、中國、香港

其他歐盟國家

或第三國

進口瑞士商

所持有之貨物
貨物出口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商提供翻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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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判決

歐盟法院認為，若進口人未具有與所有者相同的貨物處置權，且進口貨物成本並未包含在進口
人其後的經濟活動或銷售的商品與服務價格中，則進口人不得扣抵進口商品之增值稅。

進口進項稅額須滿足以下其中一點才可扣抵：

1.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與一項或多項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存在直接關聯：

原則上，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與一項或多項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存在直接的關聯為增值稅
進項稅額扣抵的必要條件。因此，納稅義務人若欲享有進項稅額扣抵的權利，則須確保購進貨
物或勞務之支出構成其銷售貨物或勞務價格組成的一部分。

2.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與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存在經濟關聯性：

在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與一項或多項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沒有直接關聯的情況下，若購進
貨物或勞務之支出為專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勞務，且構成銷售貨物或勞務一般成本
的一部份，並因此為銷售貨物或勞務價格的構成要素之一，則視為此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與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交易存在經濟關聯性，故可扣抵相關進項稅額。

在本案中，歐盟法院認為，斯洛伐克商僅為翻新服務的廠商，並未承擔進口貨物之成本或進口
費用，表明斯洛伐克商收取之服務費與進口增值稅未存在直接關聯，且購進貨物或勞務之交易
支出也並非斯洛伐克商收取之服務費的價格組成，故斯洛伐克商並未滿足進口增值稅扣抵之要
件。

綜上，根據歐盟理事會指令(Council Directive)第2006/112號，在下列情況下，進口人無法獲
得進口增值稅扣抵的權利：

• 進口人非貨物所有人，且不具備與所有人相同之貨物處置權。

• 進口商品成本1)不存在或2)未包含在進口人特定交易收取的價款中或3)未包含在進口人其
後經濟活動收取的價格中。

安永觀點

在國際貿易發達的時代下，來料加工為常見的國際勞務貿易。一般形式為由境外廠商提供原材
料，並由境內廠商按照指定的產品規格標準和質量要求加工生產，成品運交境外廠商銷售。實
務上，通常原材料的所有人為境外廠商，且由境內廠商擔任進口人。

此判決再次釐清歐盟境內進口人扣抵進口增值稅的要件。在來料加工的交易形式下，若歐盟境
外廠商未將進口貨物所有權轉移至歐盟境內廠商，則歐盟境內廠商存在遭稅務機關質疑進口增
值稅扣抵權利的風險。在此情況下，建議廠商可針對其交易特徵進行準確分析，判斷其交易模
式下是否滿足扣抵進口增值稅的條件，並考慮調整交易模式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於歐盟境內購買勞務的歐盟境外廠商亦須考量是否需要1)自行進口貨物或2)進口貨
物至自由貿易港區或保稅倉庫。若選擇自行進口貨物，則歐盟境外廠商需額外支出進口相關稅
費；若選擇進口貨物至自由貿易港區或保稅倉庫，則可能需委託海關或稅務代理人，處理進口
貨物至自由貿易港區或保稅倉庫的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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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務團隊

間接稅服務

增值稅、商品及服務稅，與其他銷售稅

我們能夠協助您辨識出稅務循環中的間接稅風險以及具永續性的規劃機會，協助 貴公司遵
循稅務法規並實現營運目標。

安永的服務團隊以專業建議協助您有效的管理間接稅。我們提供有效的流程方法，協助 貴
公司改善日常的間接稅彙報工作、減少錯誤、降低成本，並協助確保間接稅務工作得到適當
處理。

我們能夠支援全面或部分間接稅依規委外服務，為您找出適用的部分豁免方式，以及檢視您
的會計系統。

欲進一步瞭解安永提供的服務，請與我們聯絡。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886 2 2757 8888 
# 88858

Heidi.Liu@tw.ey.com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 88875

ChienHua.Yang@tw.ey.com

吳雅君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 88833

Vivian.Wu@tw.ey.com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 88870

YiShian.Lin@tw.ey.com

李渝秀
資深經理

+886 2 2757 8888 
# 67105

Olivia.YH.Li@tw.ey.com

張珮禎
經理

+886 2 2757 8888 
# 67264

Angie.Chang@tw.ey.com

簡至淵
經理

+886 2 2757 8888 
# 67176

Julia.Chien@t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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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的
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
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 －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
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
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
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
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
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2021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版權所有。

APAC No. 14005931

本材料是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編製，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意見。

ey.com/zh_tw

加入安永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http://www.ey.com/zh_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