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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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主要蒐集目標國家為「緬甸」，蒐集重點包括
赴緬甸設立公司、有關緬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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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提升拓展緬甸工程市場之輸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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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於緬甸設立公司之相關法令規定
(一) 註册方式
1. 目前緬甸所有公司(本地公司或外資公司) 都採用網路
登記的方式申請註冊，需至投資暨公司管理局 (DICA)
進行註冊。
 機構介紹：投資暨公司管理局（DICA）依據緬
甸公司法處理本地和外國企業的公司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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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www.myco.dica.gov.mm
2. 私人公司之註冊費用為 15 萬緬幣 (約新臺幣 3,000 元 )，
公開發行公司之註冊費用則為 250 萬緬幣 (約新臺幣
50,000 元 )，公司登記約 4~7 天可完成。
(二) 緬甸投資法規及程序
1. 投資法規：2016 年10 月18 日「緬甸投資法」
2. 外國人設立企業形式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公眾股份有限公司 (Public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無限責任公司 (Unlimited Company)
商業組織 (Business Association)
1950年特別公司法 - 公眾股份有限公司 (Public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under the Special Company
Act 1950)
 1950年特別公司法 -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under the Special Company
Act 1950)
 海外公司 (Overseas Corporation)
3. 最低實收資本額：緬甸公司法(2017)中，未規範設立公
司之最低資本額。但據緬甸投資暨公司管理局(DICA)
表示，相關部會在審核公司之設立資本額會考量公司
之設立資本額與所投資項目之合理性，且政府會以函
令方式規範特定行業的最低資本額。
4. 設 立 及 登 記 相 關 機 關 [1] ： 向 緬 甸 投 資 委 員 會
（Myanmar Investment Commission, MIC）提出投資計
畫，同時要依據緬甸公司法向 DICA 申請公司註冊登
記。MIC 核發投資許可證 (MIC Permit) 或投資許可
____________________
[1] 註: MIC是受理投資專案申請的負責機構，而DICA係MIC的輔導(指導)單位。

(Endorsement)，DICA 將同時發給公司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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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登記時程：向 DICA 申請公司登記(Registration of
the company)，若上述文件資料齊備，經驗上一般情況
下，DICA 大約經過 2 週後發證，效期 3 年可延長。外
資公司若有進出口需求者，必須向商務部貿易司
(Department of Trade, Ministry of Commerce)登記為進
口商及出口商。另外，外資公司不可以只從事進出口貿
易生意。
6. 緬甸對外資公司定義：在緬甸註冊的公司可能有外國
股東。如果超過 35％的公司股份由外國股東直接或間
接擁有，公司將被定義為“外資公司”。
(三) 無須合資規定
外國投資者現在可交易建築材料、醫院設備、肥料、
種子和農藥，而無需與緬甸公民合資。
二、 相關公司稅務問題-緬甸政府對外國企業課稅相關規定/法
源
(一) 緬甸政府對企業課稅相關規定
依據「緬甸外人投資法」(根據經濟部投資貿易處網
站上商情所示，105 年 10 月 18 日所頒布新的緬甸投資
法，該法整併「緬甸外人投資法」和「緬甸公民投資法」，
MIC 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依據新法履行職能) 獲得 MIC 核
發許可證設立之公司以及依據緬甸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企業所得稅率均為 25%，惟在仰光證券交易所 (Yangon
Stock Exchange) 上市之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率為 20%。若
為 MIC 通過之投資專案所設立公司，可享有3、5 或 7年免
税期。目前與緬甸已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國家為：孟
加拉、印度、印尼、寮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
泰國、越南及英國。
新設公司所得稅優惠：聯邦稅法對新設立的小型企
5

業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即新設立的小型企業，如果從設
立之日起 3 年內，每年收入不超過 1,000 萬緬幣（約8,333
美金），則 3 年內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如總額超過此金
額，只對超過部分的收入徵收企業所得稅。

資料來源：KPMG

圖 2 緬甸企業所得稅介紹
(二) 緬甸政府對商業稅課稅相關規定
商業稅的變化，免除商業稅的商品範圍，例如食品
類產品、種植及養殖類產品、教材及辦公室用品、醫藥
及醫材類、宗教及人道用品、運輸產品、工業產品、國
防軍事產品、珠寶及礦物資源等。出口方面，只有出口
電力（8%）和出口原油（5%）需繳納出口商業稅。所有
進項及銷項商業稅都可以互相抵扣。同樣的，由於出口
商業稅為 0%，幾乎絕大部分出口的商品都可以享受出
口退商業稅的待遇。
免除商業稅的服務類型也產生了變化，在新一財政
年度中，共有 33 類型服務及 43 種商品不再需要交納
商業稅，例如資本市場相關服務、小額貸款服務和使用
境外機構捐贈給政府購買的服務等。服務業商業稅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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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房地產開發商需繳納的商業稅仍然是 3%，金銀飾
品之銷售的商業稅是 1%。

資料來源：KPMG

圖 3 緬甸間接稅介紹[2]
(三) 緬甸投資法(MIL)指定免徵所得稅區域
緬甸投資委員會（MIC）根據緬甸投資法2016（MIL）
第 75 條於 2017 年 10 月的發布通知將緬甸地區區分定義
為：
(1) 低度發展區(1 區)→最高連續 7 年免徵所得稅
(2) 中度發展區(2 區)→最高連續 5 年免徵所得稅
(3) 高度發展區(3 區)→最高連續 3 年免徵所得稅

____________________
[2]註:緬甸所 commercial tax 近似於其它國家之間接稅(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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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PMG

圖 4 緬甸投資法租稅優惠
三、 緬甸政府對當地工程顧問服務業或營造業相關規定或限制
條件及法源[3]
(一) 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之專業人員須具備緬甸工程會(Myanmar
engineering council) 核 發 的 證 照 ，如 Professional
Engineer(PE) 及 RSE(registered senior engineer)，始可進
行公司申請作業；要設立工程顧問公司，需向「投資與
公司管理局」（Directorate of Investment and Company
Administration, DICA）轄下之「公司登記處」
（Companies
Registration Office, CRO）辦理公司註冊登記。
____________________
[3]註:以上資訊來源:當地 MKT 營造廠 Myo Myint (RSE)提供。資料來
源：http://www.matchest.com/prodDetail.asp?id=33
https://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357335040&country=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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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造廠
營造廠須有市政單位核發的 LC (licensed contractor) 證
照。該LC 人員須要繳交五千萬緬幣(約新臺幣 100 萬) 作為
保證金。若 LC 人員不繼續執業時，可申請領回抵押之保
證金。經營業務屬工程營造業，需依據”緬甸投資法”規定
向 MIC 申請審批者，稱為“MIC 公司”。
MIC 緬甸公司相關規定如下：
(1) 外國人可 100％申請登記為公司股東；
(2) 若為與當地合資的公司，則外資股權必須大於 35％；
(3) 在舊的外國人投資法中規定服務業最低資本額為
美金 300,000 元，製造業為美金 500,000 元；
(4) 新的緬甸公司法未訂定最低資本額限制，授權由投
資審議會依據各產業訂定。
(5) 外國資金除了可以外幣投入外，亦可以公司所需之
設備資產、專利權、商標、Know-how 等無形資產
作價投資。
(6) 公司可享有3、5 或 7年免税期及 3 年的虧損扣抵。
四、 緬甸當地知名或有力之工程顧問服務業/營造業之相關資訊[4]
當前緬甸較知名及潛力之工程業述如下表(列舉):
公司名稱
核心服務項目
Max Myanmar
• 施工管理
Construction
• 專案管理
Co., Ltd.
• 城市規劃，設計與
開發管理
• 設計和建造服務
 大廈
 基礎架構

地點
No. 123,
Alanpya Pagoda
Road, Dagon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4]相關單位(在地業者、在地台商與中華工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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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s://maxmyan
margroup.com/

公司名稱

核心服務項目
地點
 園林綠化服務等
 專案諮詢服務
 採購服務
 質量控制管理

Shwe Taung
Group






國際品質住宅
商業發展
交通基礎設施
能源解決方案

A1
Construction Co.,
Ltd.

•

•

商業建築
工業建築
住宅
基礎設施

Htoo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Group






政府標案
酒店建設
住房專案
工業建築

Dawn (Ah Yone
Oo)
Construction

•

碼頭
基礎架構
土建和高層建築

MKT
Construction
Co., Ltd.

 房地產開發
 建築
• 裝潢

AMPS
Construction

•

•
•

•
•

•
•

房地產開發
建築
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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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River View
Garden Housing
Strand Road,
Ahlone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33-49 Maha Ban
Doola Garden
Street, Kyauktada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No. 5, Pyay Road,
Hlaing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https://www.sh
wetaunggroup.
com/

608B/609A, 6th
floor, Yuzana
Tower, West
Shwe Gon Tine
Road, Bahan
Township,
Yangon.
No. (111), 42nd
Street, Between
Maharbandola Road
& Merchant Road,
Botahtaung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No. (27), AZY
Residence, Aung
Zay Ya Road,
Yakin Township,
Yangon.

www.ahyoneoo
.com

https://a1comp
anies.biz/

https://htoo.co
m/

https://mktconst
ruction.com/

https://ampsco
nstruction.com/

公司名稱
United
Engineering

核心服務項目
•
•
•
•
•

設備租賃與服務
技術人力服務
工程施工
可再生能源系統
石油和天然氣服務

Myanmar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Public Co., Ltd.
(MCD)

 建築相關服務
 房地產開發

Asia World
Company
Limited

 建築
 房地產開發
 基礎設施





能源
金融
製造和貿易
旅行與旅遊

Marga
Landmark
Developme
nt Co., Ltd.

 房地產開發
 電信
 零售業

IME
Property
Co., Ltd.








建築
房地產開發
礦產開採
貿易
服裝
餐飲業

Yoma
Strategic
Holdings
Ltd






房地產開發
金融服務
汽車與重型機械
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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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23, Thukha
Waddy Street,
Yankin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3, Than Thu Mar
Road, Thuwana/24
Ward,
Thingangyun
Township,
Yangon.
No. (61-62),
Bahosi
Development,
Wadan Street,
Lanmadaw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Suite 1906-07, 19th
floor, Sule Square,
No. 221
Sule Pagoda Road,
Pabedan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No.23, Bocho
Street, Ingyin
Myaing Housing,
Bocho Ward (1),
Bahan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網址
http://www.uni
tedengineering.net
/

The Campus, 1
Office Park, Rain
Tree Drive, Pun
Hlaing Estate,
Hlaing Thar Yar
Township, Yangon.

https://www.yo
mastrategic.co
m/html/index.p
hp

暫無

https://www.asi
aworldcompany
.com/

https://margagl
obal.com/

https://imeholdi
ngs.com.mm/

公司名稱
Capital
Developme
nt Ltd.

核心服務項目
•
•
•
•
•
•
•

房地產開發
建築
零售業
食品
醫療服務
金融服務
汽車業

Mottama
Developme
nt Group
Co., Ltd.

•

Green
Vision
Group

•
•

建築
房地產開發
餐飲業

Naing
Group
Constructio
n Co., Ltd.

•

建築

Ta Gaung
Bwar Co.,
Ltd.

•

建築

Shine
Constructio
n Co., Ltd.

•

建築

•
•
•

•

建築
製造業
貿易
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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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No. 9, Yaw Min
Gyi Street, Yaw
Min Gyi Quarter,
Dagon Township,
Yangon.

網址
https://www.cd
sg.com.mm/ca
pitaldevelopmentlimited/

No. 56, Ground
Floor, Kabar Aye
Pagoda Road, Ward
7, Yankin
Township, Yangon.
No.(11/A), U
Phoe Thone
Yeik Thar
Street, (10)
Ward,
Mayangone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No. 238, East
Race Course
Road, Tamwe
Township,
Yangon.
No. 204,
Bogyoke Aung
San Road,
Botataung
Township,
Yangon.
No. 29, Ground
Floor, Gyo Phyu
Condo, Gyo
Phyu Street,
Mingalar Taung
Nyunt
Township,
Yangon.

https://mottam
adevelopment.
com/

https://www.gr
eenvisionmyan
mar.com/green
-vision-group/

暫無

https://www.ta
gaungbwar.co
m/

https://www.sh
ineconstruction
company.com/

五、 其他工程開發重要變革措施相關資訊
2020年緬甸政府對工程開發重要變改措施之重要資訊列
述如下：
(一) 「投資項目銀行」 (Project Bank) 網站
緬甸政府 2020 年 2 月 26 日啟動緬甸項目銀行網
站，網址為：https://projectbank.gov.mm/en/。該網站是
一個公開互動的線上平臺，以介紹「2018-2030 年緬甸
永續發展計劃 (MSDP)」的重大投資項目之相關資訊。
設置該網站目的在建立可預測且透明的系統及提供關
鍵數據，例如投資項目描述、狀態、總項目成本、融
資計劃及項目時間表，並說明與實施有關的政府機構
與聯繫方式，以及每個項目應如何與國家濟發展目標
保持一致。
(二) 瑞士挑戰 (Swiss Challenge) 招標程序
緬甸為實施透明及具競爭性的招標，2020 年 7 月
16 日發佈第 89/2020 號公告，為仰光新城發展計劃中
建設工業區及城市發展等分包項目及孟邦深水港及經
濟特區 (SEZ) 的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等工作成
立瑞士挑戰 (Swiss Challenge) 招標委員會，針對重大工
程 選 出 國 際 顧 問 公 司 作 為 交 易 顧 問 (Transaction
Advisor )，並審核該交易顧問執行之原始投資者的建議
書，規劃投標意向書 (Expression of Interest, EOI) 及建
議書徵求文件 (Request for Proposal, RFP) ，設定評分機
制之規範標準 (Criteria)，評選標案等程序，並依照程序
向投資暨對外經濟關係部提交說明且獲指示後，選出
最合適的投資者。其他項目亦將依各案成立相應瑞士
挑戰招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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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政府邀約 (unsolicited project proposals) 項目投標新流程
緬甸 PPP Center 於 2020 年 10 月對由民間提出之
非政府投資項目制訂非應標建議書 (unsolicited project
proposals) 招標辦法，以便各級政府對私人企業或機構
提出之投資項目建議書進行審查，原則上該辦法適用
於價值超過 20 億緬幣 (約 153 萬美元) 以上項目，該金
額以下仍依照目前既有規定執行。辦法要求對私人企
業或機構提出之建議項目首先要審核其資金實力、從
業經驗、資料信息是否完整、是否符合國家發展戰略
等。如果符合其資格之企業，可以與政府部門直接洽
談，如果資格未達標準，則須依照政府公佈之招標辦
法進行招標。
(四) 公私合作中心 (PPP Center)
緬甸為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國家建設，採行公私合
作 (Public Private Parternship, PPP) 政策，為規劃公私合
作項目、進行招標、開發項目、監督及審核項目，特
於 計 劃 、 財 政 暨 工 業 部 下 設 立 公 私 合 作 中 心 (PPP
Center)，負責自列入項目銀行之投資項目中，挑選政
府與民間合作項目，目前凡資本超過 1 億美元之公私
合作項目，均先須獲得聯邦政府之許可。
參、總結
本次透過不同管道蒐集彙整緬甸市場當地法令及資訊，包
含外商於緬甸設立公司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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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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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緬甸投資者宜注意緬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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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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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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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tax.html

文件類
七、KPMG-備標技巧及市場稅(法)規則-南向市場稅務議題分享
八、國貿局-東協及南亞法律論壇-重點摘要
九、工程會拓點計畫拓點業者-中華工程緬甸駐地經理提供
十、2020年緬甸聯邦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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