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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說明
本次報告為執行「109 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
委託專業服務案項下「建立海外拓點經驗資料庫」之蒐集拓
點國家分項工作，本篇蒐集目標國家為「越南」
，蒐集重點包
括赴越南設立公司、有關越南政府對企業課稅問題、工程技
術顧問業或營造業資格條件及當地有力業者之相關資訊，以
供國內業者發展該市場之參考，以利提升拓展越南工程市場
之輸出能量。

圖 1 蒐集拓點目標市場重點資訊示意
貳、蒐集情形
一、 如何設立外國公司-外商於越南設立公司之相關法令規定：
(一) 註冊成立新公司的作業流程
外國公司欲在越南設立新公司之主要流程包括：
1. 選擇區位；
2. 申辦投資登記證書(Investment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IRC)約 15 天及營業登記證書(Enterpris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ERC)約 3 天；
3. 公開公告(約 5-7 天)，如圖 2 所示，並根據越南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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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省市政府之分類界定為重要優先投資項目者，得以
縮短其註冊時間。

圖 2 註冊成立新公司的作業流程示意
(二) 註册成立分公司及代表處
企業欲在越南註冊成立分公司及代表處之作業流
程：
1. 選擇區位；
2. 申辦分公司/代表處註冊手續(7 天)；
3. 登記印章/稅號(約 5-7 天)；
4. 公開公告(5-7 天)，如圖 3。

圖 3 註册成立分公司及代表處作業流程示意
(三) 投資形式
外國投資者於越南進行投資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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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PMG 越南投資手冊

圖 4 外國投資者於越南進行投資形式
(四) 外國工程業執業手續[1]
越南公民、旅居海外越南人以及外籍人士得於 2009
年 8 月 10 日起申請辦理該建築師、工程師以及施工監
查執業證照。該部另於 8 月初責成地方建設廳受理審核
外國建商執照。
1. 外國業者備案文件
(1) 工程投標結果或工程投資主決定僱用工程諮詢文
件或合法之接交合約等文件影本。
(2) 工程承包商執照申請書
(3) 承包商原籍國家權責單位核發之營業執照或執業
證照以及負責人護照影本。
(4) 執業資歷(業者自行申報)，檢附最近三年承攬的相
關工程契約副本；
(5) 參加工程投標許可書(必須以越文書寫；首次申請業
者之其他文件資料必須經其原籍國家駐越南領事
認證並翻成越文及依照越南法規經越南公證行認
證)。
2. 外國業者承攬工程資格

[1] KPMG 越南所提供之越南建設部於 2009 年 6 月 25 日頒行建築師開業證照
審核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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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件一：對強制性招標類型標案則須
 已經標中工程或獲遴選參加投標；
 已持有與工程投標標案相關契約；
(2) 條件二：對非強制性招標類型標案則；
 已經標中工程者或獲遴選參加投標：
 已持與工程投標標的相關契約；
 具備越南法律規定承攬工程的能力和條件；
(3) 條件三：任何承攬工程情況(參加投標得標者或獲指
定得標者)，外國承包商必須與越商聯名(兩合)或起
用越南小包商(越南總理專案許可或依據越南法律
規定者除外)。
(4) 條件四：必須切結全面遵行越南有關工程承攬活動
之規定。
3. 實務作業
(1) 外商可視業務需求或規模，或設立公司直接承攬越
南 營建 工程 或設立 公司 辦事 處替海 外母 公司 作
業。
(2) 外商如果是工程下包商，可在統包商下短期作業，
毋需成立公司或代表辦事處；如果是統包商，則必
須註冊越南法人資格。
(3) 設立公司要繳 10%VAT(增值稅，Value-Added Tax)
和 20%CIT(企業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代
表辦事處不得有商業行為，故無繳納 VAT 和 CIT
問題。
(4) 外商機械設備如果是暫時輸入越南供履行契約，暫
免進口稅，契約結束後須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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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公司稅務問題-越南政府對外國企業課稅相關規定/法
源：
(一) 越南政府對企業課稅相關規定[2]
一般企業需按照 CIT 法規規定繳納 CIT。CIT 之標
準稅率為 20%，稅率會依據不同地點與其他具體公司條
件而有所調整，如油氣業公司需按 32%至 50%之稅率繳
納 CIT；而根據公司地點，礦產(如金、銀礦及寶石等)
勘探、探測和開採公司則需按 40%或 50%的稅率繳納
CIT。

資料整理：KPMG

圖 5 越南企業所得稅介紹

[2] 資料來源：https://research.ibfd.org/#/doc?url=/collections/kf/html/kf_v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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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越南租稅優惠

資料整理：KPMG 越南所

圖 6 越南租稅優惠

資料整理：KPMG 越南所

圖 7 越南稅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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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國承攬人稅(Foreign Contractor Tax, FCT)[3]
外國組織和個人於越南從事許可業務及提供勞務，
但未設立法人實體時，須要繳納外國承攬人稅(FCT)，
包含增值稅(VAT)和企業所得稅(CIT)。適用之稅率各有
所不同，取決於外國承包商是否登記採用越南的會計制
度。外國承攬人稅的標準稅率為 10%(包含 5%增值稅及
5%企業所得稅)，但不同的交易和納稅人身分，亦可能
適用不同稅率。
由於該等外國組職及個人未設立法人實體，因此須
由買受人進行代扣繳及申報，若買受人疏漏未進行代扣
繳及申報，則相關稅負及罰款將由買受人承擔；因此投
資人購買國外機器設備時通常附加有越南境內運輸、保
固、安裝、訓練等勞務，亦須特別注意相關 FCT 之稅務
繳納及申報；另外向母公司借款支付利息也適用 5%外
國承攬人稅(免增值稅)。
如果外國承包商選擇採用直接(或代扣繳)法，則無
需進行 VAT 登記或提送 CIT/VAT 申報表。越南客戶按
照規定之稅率從向外國承包商進行的付款中代扣繳 CIT
和 VAT。稅率根據所提供服務的性質而規定。越南客戶
預繳的 VAT 一般是指 VAT 申報表中允許的進項稅抵扣；
提供油氣勘探、開發及生產用的貨物和服務的外國承包
商採用此方法時需要遵守單獨的 FCT 申報要求。
按直接法的 FCT 稅率彙整如下：

[3]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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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直接法的 FCT 稅率彙整
營業項目

核定 VAT 稅率

核 定 CIT 稅
率

在越南或與在越南所提供服務 在 貨 物 免 徵 1%
相關的貨物供應(包括國內進出 VAT 或 已 繳 納
口和在越南進口、分銷貨物， 進口 VAT 的情況
或者提供根據國際貿易術語規 下， 不需要繳納
則中賣方承擔在越南的相關風 VAT
險的貨物)
服務

5%

5%

與工業機械設備一同提供的服 3%

2%

務 (契約中未拆分貨物和服務
的價值)
建築、安裝(提供材料、機器或 3%

2%

設備)
建築、安裝(不提供材料、機器 5%

2%

或設備)
金融衍生性商品

免稅

2%

利息

免稅

5%

機器和設備租賃

5%

5%

餐廳、酒店和賭場管理服務

5%

10%

飛機和船舶租賃

免稅

2%

運輸

3%

2%

保險

部分免稅/5%

5%

再保險、再保險佣金

免稅

0.1%

證券轉讓

免稅

0.1%
資料整理：KPMG 越南所

(四) 我國工程業者在越南提供建築指導監督活動時，越南與
台灣在雙邊課稅問題上，說明如下:[4]
1. 首先，應於越南匯出時，考量是否有台越租稅協定之
[4]KPMG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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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例如依據台越租稅協定第 7 條規定，僅由台灣
課稅者，越南匯出無須扣繳 CIT。
2. 再我國依所得稅法第 3 條或台越租稅協定第 23 條規定，
將該筆所得併入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至於越南已扣
繳之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應提出越南稅務機關發給同
一課稅年度納稅憑證，扣抵在台應納所得稅額，惟扣
抵上限為加計該筆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例如台灣
所得為 500 元，稅率 20%，未加該越南來源所得 1,000
元(收入 3,500 元，成本為 2,500 元，所得稅扣繳稅額為
175 元)前，應納所得稅額為 100 元(500*20%)，加計該
越南所得後總所得為 1500 元，應納稅額為 300 元
(1500*20%)，增加應納稅額為 200 元(超過在越南已繳
納之 175 元)，故 175 元之越南所得稅扣繳稅額得全數
扣抵，扣抵後應納稅額為 125 元(300 - 175)。
3. 與上述相關規定
(1) 台越租稅協定第七條營業利潤
一方締約國之企業，除經由其於他方締約國境
內之固定營業場所從事營業外，其利潤僅由該一方
締約國課稅。如該企業經由其於他方締約國境內之
固定營業場所從事營業，該他方締約國得就該企業
之利潤課稅，以歸屬於該固定營業場所之利潤為
限。
(2) 台越租稅協定第二十三條雙重課稅之消除
為避免對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代表
國家居住者之雙重課稅：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代表國家之居
住者取得源自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代表
國家之所得，依本協定規定對該所得課徵在駐台北
11

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代表國家之應納稅額，准予
扣抵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代表國家對該
居住者課徵之稅額。但扣抵之數額，不得超過駐越
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代表國家依其稅法及法
規對該所得課徵之稅額。
(3) 所得稅法第三條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範圍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
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
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由納稅義務
人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
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
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
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
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
應納稅額。
三、 越南政府對當地工程顧問服務業或營造業相關規定或限制
條件
(一) 越南對當地工程業相關規定資訊[5]
越南工程顧問服務業或營造業主要規定為建設法
(The construction law 2014)，該法條適用於該國代理商、
組織及個人，及在越南境內進行建設投資活動之國外組
織及個人。與越南簽有租稅協定其規定與建設法不同者，
以協定之規定為優先(建設法第 2 條)。在越南從事建設
活動之個人須具備文憑及由合法培訓機構授予與建築
工作相關之培訓證書，國外組織和個人在越南進行建築
活動應遵守越南與招標有關之法令規定，且必須擁有國
[5]KPMG 越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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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設管理機構核准之營業許可證(建設法第 148 條)。
另越南建設計畫管理命令 59/2015/NĐ-CP(Decree
59/2015/NĐ-CP o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有關
國外承包商指具有民事法律行為能力的外國組織或個
人；對於個人而言，也具有民事行為能力以簽署和履行
合同。外國承包商的民事法律行為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應根據該承包商的國籍國的法律確定。外國承包商可以
是總承包商，主承包商，合夥承包商或分包商(頒布命令
第 2 條第 10 款參照)。依該頒布命令第 71 條規定，國外
承包商在取得建設主管機關發給之經營執照後，才允許
在越南進行建設活動，其經營須符合越南法令及與越南
締結或生效之國際條約(頒布命令第 70 條)。有關建造營
業執照
核發要件，依頒布命令第 69 條第 3 款國外承包商
涉及之建設活動資訊必須公布在營建署(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網站上，另契約文件須被授權投標文件涉
及越南招標法令規定，倘該投標文件不涉及越南招標法
令規定，國外承包商須滿足契約為投資者所授予並依建
設法律有資格執行該契約。除非越南承包商不符合資格
執行任務，國外承包商必須設立越南合資承包商公司或
雇用轉包給越南承包商公司。越南成立合資承包商公司
或雇用轉包給越南承包商公司後，必須闡明執行任務之
內容、數量和價值，且必須承諾契約執行遵守越南法律
規定。
(二) 對工程顧問服務業/營造業別規定或限制條件，以及認定
核發單位部分，根據 KPMG 越南所提供回復資訊:
1. 越南針對工程領域之 “工程活動(Construction Activity)”
包括了營造及顧問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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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工程活動(Construction Activity)範圍包括：“工程規
劃的準備活動、投資專案建設的準備工作、工程調研、
工程設計、工程實施、工程監管、投資專案建設的管
理工作、工程活動承包商的選擇、工程驗收檢查工作、
工程活動的維護修繕、材料供應、工程方面有關技術
設施設備服務，以及其他工程相關工作。”[6]
3. 越對在越外國承包商涉及前述“工程活動”時需要申請
建造操作許可證(Construction Operating Permit, COP。
4. COP 的核發係依據公共投資法(DECREE 59)含國家產
品，A 組、B 組和 C 組等各有具體規定，而主政單位
為營建部。
四、 越南前 10 大當地知名或有力之工程顧問服務業/營造業之
相關資訊[7]
2019 年建築及土木工程類產業前十大公司排行榜。
排名 公司名稱

公司核心服務內容

業務類型

公司網址

1. 建置鐵路和公路工程(含工商業基
礎設施，交通及水力發電工程等)

1

Coteccons
Construction
Joint Stock
Company

2. 建置供水排水及環境工程
3. 建置現代化建築系統
4. 建置機電系統
5. 各類工程投資諮詢
6. 生產水泥和石膏生產混凝土和產
品

房 屋 建 http://ww
築 、 土 木 w.cotecco
工程施工 ns.vn

[6] (註/原文:preparation of construction planning, preparation of investment
projects for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surveys, construction designs, execution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investment projects for
construction, selection of contractors in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test and acceptance
of works for commissioning; warranty and maintenance of construction works;
supply of material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accompanying technical services
relating to construction works, and other activities relating to construction of
works.”-- CIRCULAR 14-2016-TT-BXD)
[7]VNR 500 網站（http://vnr500.com.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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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公司名稱

公司核心服務內容

業務類型

公司網址

Hoa Binh
Construcion
Group JSC

1. 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和 BIM(建 房 屋 建 http://ww
築資訊模型)。
築 、 土 木 w.lilama.c
工程施工 om.vn
2. 設計與建造總承包商

3

Vietnam
Construction
and Import –
Export Joint
Stock
Corporation

1. 工廠、工業、交通、機場、港口、
灌溉、隧道;
2. 文化、體育、娛樂、旅遊、酒店、
辦公室、學校、醫院、郵局等項目;
3. 基礎設施建設、住宅區、市區、工
業園區、出口加工區和高科技園區
4. 給排水工程、廢物處理和環境
5. 水電、熱電工程、輸電線路、變壓
器站(高達 500KV)
6. 道路、建築橋樑、堤防、堤壩、水
壩、水電大壩、建造地下工程
7. 和其他類型的建築

房屋建
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ww
w.hbcr.vn/

4

Ricons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JSC

1. 建築/房地產投資集團
2. 營造建設工程(高層建築、酒店、度
假村、工業工廠等建案)

房屋建
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ww
w.vinacon
ex.com.vn

1. 工業區開發及管理
2. 商業城建案開發
3. 其他周邊服務(含物流、保險、建
築、貿易、房地產、混凝土生產等)

房屋建
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ww
w.songda.
com.vn

房屋建
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ww
w.unicons.
vn

1. 建築承包商
2. 設計顧問
3. 房地產服務
4. 建造工程相關零件、材料等服務

房屋建
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319.
com.vn/

1. 發電廠、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工
業廠房和建築商業城建案開發
2. 製造和供應建築材料和設備、建築
技術、房地產業務

房屋建
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ww
w.became
x.com.vn

房屋建

http://trun
gnamec.co

2

5

Becamex IDC
Corp

6

Unicons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7

Delta Group

8

Song Da
Corporation –
JSC

9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1. 建築總承包商
2. 土木工程建案設計和建造
3. MEP (機電)設計和施工

1. 能源基礎設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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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公司名稱
No.1 Joint
Stock
Company
(CC1 JSC.)

10

公司核心服務內容

業務類型

公司網址

2.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工程
3. 一般建築和工業建設工程

築、土木
工程施工

m.vn

房屋建
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ww
w.ricons.v
n/

1. 工業園區建設
IDICO
2. 發電廠建設
Investment for
3. 交通建設
Development
4. 住房&都市建設

此外亦有VNR 500 網站前 10 名外以及未列入VNR排名
的其他越南當地較知名的工程業者，以下表列說明：[8][9][10]
公司名稱

36 Corporation JSC.

CONINCO JSC.

PetroVietnam

公司核心服務項目
1. 土木建築
2. 建築設計諮詢
3. 設計與建造
4. 房地產投資業務
5. 能源開發投資
6. 內部和外部建築
7. 電梯、機電系統、通
風、製冷建築物的建
置
8. 出售和租賃建築機械
9. 提工商業混凝土
10.採礦和建築材料
11.房地產管理
1. 設計顧問
2. 項目管理顧問
3. 監督諮詢
4. 測試顧問
5. 驗證顧問
6. 招標建議
7. 培訓、科學研究和技
術轉讓
8. 其他服務
1. 石油專業建築和安裝
2. 工業建築

[8] VNR 500 網站（http://vnr500.com.vn/）
[9] 台大土木系杜風電子報 34 期
[10] 中華民國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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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公司網址

房屋建築、土木
工程施工

http://36corp.com/

房屋建築、土木 https://www.coninc
工程施工

o.com.vn/

房屋建築、土木 http://pvc.vn

公司名稱
Construction Joint

公司核心服務項目

類型

3. 土木建築
4. 工業生產

工程施工

公司網址

Stock Corporation
(PetroVietnam Oil and
Gas Group)
1. 諮詢、設計
2. 地質調查
Portcoast Construction 3. 地形、水文調查
4. 建設 BIM
Corporation

房屋建築、土木 https://www.portco
工程施工

ast.com.vn/

參、總結
本次透過不同管道蒐集彙整越南市場當地法令及資訊，包
含外商於越南設立公司相關規定、對外國企業課稅相關規定、
對工程顧問服務業及營造業之資格認定、及當地知名或有力工
程業業者相關資訊，其資料來源已詳述於後段參考資料。本次
所分析資料對供欲前往越南市場拓展之國內工程業者具有相
關之參考性，惟當地市場相關法令亦有時效性，建議個別廠商
欲前往越南投資者宜注意越南最新市場資訊及法令調整，俾以
適妥之決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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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資料
政府及相關機構網站:
一、 投資臺灣入口網 Invest Taiwan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二、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新南向專
區https://newsouthboundpolicy.trade.gov.tw/
三、 台灣經貿網/新南向專
區 https://info.taiwantrade.com/subject/newsouth
四、 駐胡志明市台北文化經濟辦事處
https://www.roc-taiwan.org/portalOfDiplomaticMission_en.html#ALL

專業機構
五、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ttps://home.kpmg/tw/zh/home.html

六、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egal/solutions/legal-intro.html

七、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tax.html
文件類
八、 越南投資法(Luật đầu tư việt nam .vn)
九、 越南投資法(越南國會2014 年通過第67/2014/QHI3 號)
十、 KPMG越南投資手冊
十一、 IBFD稅務查詢平台
https://research.ibfd.org/#/doc?url=/collections/kf/html/kf_vn.
html
十二、 VNR500大(http://vietnamreport.net.vn/; http://vnr500.com.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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