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 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

建立海外拓點經驗資料庫/蒐集拓點國家資訊菲律賓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23 日
1

2

目錄
壹、報告說明 ························································ 4
貳、蒐集情形 ························································ 4
一、如何設立外國公司-外資於菲律賓亞設立公司之相關法令規定 ··················· 4
二、相關公司稅務資訊-菲律賓政府課稅相關規定 ········································ 7
三、菲律賓政府對當地工程顧問服務業及營造業相關規定或限制條件 ············· 13
四、菲律賓當地知名或有力之工程顧問服務業/營造業之相關資訊 ·················· 18

參、總結 ···························································· 21
肆、參考資料 ······················································ 23

圖目錄
圖 1 蒐集拓點目標市場重點資訊示意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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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國家資訊分項工作，本篇蒐集目標國家為「菲律賓」
，蒐集
重點包括赴菲律賓設立公司、有關菲律賓政府對公司課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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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提升拓展菲
律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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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設立外資公司-外資於菲律賓設立公司之相關法令規
定：
(一) 外資可設立公司類型：
1. 外資公司於菲律賓可以設立下述 4 種公司類型：[1]
(1) 獨資：
除法令另有規定，否則無最低登記資本額限
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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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律賓投資環境簡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 分公司：
分公司最低登記資本額為 20 萬美元(高科技產
業或僱用 50 位以上之直接勞工者可降低登記資本
額至 10 萬美元)，出口公司則不受最低登記資本額
限制。
(3) 子公司：
子公司最低登記資本額為 5,000 披索。
(4) 辦事處：
辦事處最低登記資本額為 3 萬美元，不得從事
營利之業務。
(二) 外資公司設立流程：[2]
1. 登記公司名稱：
(1) 獨資：
向貿工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註冊。
 按優先順序列出 3 個擬申請的公司名稱。
 在 DTI 網站上搜索名稱是否重複。
 提供兩個身份證明文件(護照、駕照等)。
 填寫公司名稱(BN)申請表，並向 DTI 提交申請
表。
 依選擇之業務範圍，繳交註冊費，費用為
200~2,000 披索。
 取得 DTI 註冊證書。
 DTI 註冊有效期為 5 年，展延申請應在註冊期
滿後 3 個月內提出，寬限期 3 個月，寬限期內
展延將收取註冊費的 50％的附加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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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PM Consulting Services Inc.

(2) 分公司：
向 財 政 部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 SEC)註冊。
 向 SEC 查詢公司名稱，取得公司名稱驗證單。
 填寫設立分公司申請表(Form F103)。
 提供身份證明文件、母公司董事會在菲律賓創
辦分公司授權書副本、財務報告、公司章程及
匯款證明。
(3) 子公司：
向 財 政 部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 SEC)註冊。
 向 SEC 查詢公司名稱，取得公司名稱驗證單。
 填寫外資投資申請表(Form F100)。
 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公司詳情(包括有關董事、
高階經理人及股東等資料)、公司章程及匯款證
明。
(4) 辦事處：
向 財 政 部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 SEC)註冊。
 向 SEC 查詢公司名稱，取得公司名稱驗證單。
 填寫設立辦事處申請表(Form F104)。
 提供身份證明文件、母公司董事會在菲律賓設
定辦處授權書副本、財務報告、公司章程及匯
款證明。
2. 取得里長(Barangay)商業登記證(Barangay Clearance)：
(1) 向公司所在地的里長辦公室(Barangay Hall)填寫申
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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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 DTI(獨資)或 SEC(公司及辦事處)註冊證書、兩
個身份證明文件、地址證明(租賃契約或土地所有權
證書)及社區稅收證明。
(3) 繳交申請費(依當地 Barangay 規定)。
3. 取得市長許可證(Mayor’s Permit)
(1) 向公司所在地的市政辦公室填寫申請表。
(2) 提供 DTI(獨資)或 SEC(公司及辦事處)註冊證書、
Barangay 商業登記證、兩個身份證明文件、地址證
明(租賃契約或土地所有權證書)及社區稅收證明。
(3) 繳交申請費(依當地規定)。
(4) 市長許可證每年 1 月 2 日~20 日辦理展延，如未在
規定的期限內申請展延，則需繳納 25％的展延費附
加費，並每月另付 2％的利息。此外，地方政府部
門有權因未續簽市長許可證而暫停其管轄範圍內
的業務。
4. 向財政部國稅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BIR)註冊
業務：
(1) 向公司所在地的地區民政事務局（Regional District
Office , RDO）填寫申請表(BIR1901)。
(2) 提供 DTI(獨資)或 SEC(公司及辦事處)註冊證書、
Barangay 商業登記證、市長許可證、兩個身份證明
文件、地址證明(租賃契約或土地所有權證書)。
(3) 繳交註冊費(BIR0605)500 披索。
(4) 註冊帳簿(BIR1905)。
(5) 申請打印正式收據和發票(BIR1906)。
(6) 取得註冊證書(BIR2303)。
(三) 外資投資之法令限制：[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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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PMG 菲律賓投資手冊，2020

1991 年外資投資條例（The Foreign Investment Act
of 1991）
，以出口為導向之公司，無論是分公司或子公
司，皆可 100% 由外資持有，以國內市場為目標之公
司，針對其投資領域及投資比例則有其限制，菲律賓
《外資投資限制清單》（Foreign Investment Negative
List, FINL）是指某些特定投資領域，外資投資者的股
份或投資額需低於資本總額之 40%，其中與工程領域
相關之外資投資限制清單如下：
項目
持股限制
內容
憲 法 或 其 外資持股  公用事業經營及管理
他 特 別 法 最高 40%  公用事業特許基礎設施或開
律規定
發設施之設施經營者
 地方籌資之公共建造修繕工
作契約
基 於 安 外資持股  需 向 菲 律 賓 警 政 署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全、國防、 最高 40%
PNP）報備之產品及/ 或其要
衛生及道
素之製造、修繕、儲存及/ 或
德風險及
配置
保護中小
需 向 菲 律 賓 國 防 部
企業
（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DND）報備之產品製
造、修繕、儲存及/ 或配置
 目標市場在菲律賓的公司且
實收資本額小於 20 萬美元
二、 相關公司稅務資訊-菲律賓政府課稅相關規定：
(一) 公司所得稅[4]
項目
內容
居住者認定 公司成立於菲律賓，或成立於菲律賓境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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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PMG 菲律賓投資手冊，2020

項目
內容
公司所得稅 但在菲律賓境內設有分公司者，則視為居
稽徵原則
住 者 外 資 公 司 (Resident foreign
corporations)。居住者公司採屬人主義，非
居住者公司採屬地主義。
公司所得稅 菲律賓公司所得稅，採一般公司所得稅
之稅率
(RCIT)及最低公司所得稅(MCIT)，兩者取
高者適用，MCIT 超出 RCIT 之部分，可
向後結轉 3 個年度以抵免往後年度的一
般所得稅。
 一般公司所得稅：
30%，倘「企業復甦及稅務優惠法案」
(CREATE)通過後，自 2021 年起稅率
將一次性驟降至 25%，之後每年調降
1%，直到稅率達到 20%。
 最低公司所得稅：
本國公司或居住者外資公司，自營業
開始的第 4 個年度起，應按其所得總
額課徵 2% 的所得稅。
資本利得
 處分土地／房屋：
按照 交易價格與公平 市價之高者 認
定，扣繳 6%。
 處分非屬上市櫃股票：
按交易價格認定
本國：扣繳 15%。
居住者外資公司：10 萬披索以下 5%，
超過 10 萬披索 10%。
課稅損失
三年
(虧損扣抵)
資本弱化
無
納稅年度
曆年制(與會計年度相同)
申報時程
不論是否需支付所得稅，皆需於納稅年度
結束後的第 4 個月的第 15 天之前（含）
納稅申報，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將其會計
年度定為每年 8 月 31 日結束，則其遞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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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資本稅
薪資稅

不動產稅
社會保險

內容
後期限是 12 月 15 日。
無
 雇主應自給付員工之薪資預扣薪資稅
並繳納至政府。
 雇主按月以人工或電子申報於繳納系
統(EFPS)代扣代繳薪資稅款
根據不動產所在地決定稅率，稅款不應超
過房地產估值之 3%。
雇主應根據員工的薪資每月向社會保險系
統繳納社會保險稅。

(二) 增值稅
項目

內容
稅率
 銷售貨物和提供服務及進口需繳納之
標準稅率為 12%。
 銷售予政府機關適用 5%稅率。
 出口適用零稅率。
增值稅登記 3,000,000 披索
門檻
申報時程
納稅人可在每個納稅月結束的次月 20~25
日前(對於每月申報)或每個納稅季度結束
後的 25 日前(對於季度申報)，辦理人工申
報或通過電子申報與繳納系統提交申報
表。
(三) 扣繳稅
項目

居住者公司

非居住者公司

股利

0

30%

利息

20%

30%

權利金

20%

30%

分公司盈餘 無

15%

(四) 個人所得稅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所得稅稅率調整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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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5%，年收入低於 25 萬披索者免稅，年收入 25 萬披
索以上者，分兩階段實施，2018 至 2022 年依級距徵收
20%至 35%所得稅；2023 年以後所得稅率則調整為 15%
至 35%，詳細規定如下：
(單位：披索)

應納稅所得

稅率

0-250,000

0%

250,001-400,000

20%

400,001-800,000

25%

800,001-2,000,000

30%

2,000,001-8,000,000

32%

>8,000,000

35%

(五) 投資優惠：[5]
菲律賓國內有十餘個不同的投資促進機構(IPA)，如
貿工部投資署(BOI)、蘇比克灣管理局、經濟特區管理署
(PEZA)等，提供投資人不同之投資優惠，說明如下：
1. 菲律賓投資優先計畫：
BOI 於 2017 年公布之「2017 年投資優先計畫」提
供在菲律賓投資署登記符合優先計畫之公司可享受之
獎勵如下：
 4 至 6 年所得稅減免(最高可延長至 8 年)。
 基礎建設之投資可抵減稅額。
 勞務費用的額外減免。
 港工捐、進口稅和規費的減免。
 可僱用外籍管理、技術、顧問人員。
 保證匯回投資資本及利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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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菲律賓投資環境簡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借用進口設備期限無限制。
2. 1995 年的經濟特區法案：
菲律賓「經濟特區法案」在 1995 年的 2 月 24 日
正式通過，藉由發展經濟特區（簡稱 ECOZONES）以
刺激經濟成長，並藉由科技密集活動以加速本國工業
之現代化腳步，在經濟特區可享受之獎勵優惠如下：
 4 至 6 年所得稅減免(最高可延長至 8 年)。
 減免期滿可選擇繳交 5%營業毛利取代所有國稅及
當地稅。
 進口資本設備、零組件及原材料免稅。
 內銷可達總銷售額之 30%。
 所有當地採購支出(包括通訊、水電費等)均免付加
值稅(Zero VAT)。
 免除當地政府稅負及規費。
 僱用外籍員工。
 給予外資投資人及家人特別簽證。
 簡化進出口手續。
各投資促進機構獎勵措施簡要比較表
BOI
PEZA
SBMA/CDC
投資優惠
所得稅假期(Income 4 年至 6 年，符合
Tax Holiday, ITH)
優先項目（pioneer
project）者為 6 年
至8年
ITH bonus
符合優惠條件可
延長 3 年
5%毛 利 稅 (ITH 結
5%毛利稅
束後)
進口資本設備、零 免關稅 免一般稅及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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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及原材料
三、 菲律賓政府對當地工程顧問服務業及營造業相關規定或限
制條件：[6]
(一) 工程承包法律規定：
根據菲律賓現行法律，對外資承包商在菲律賓從事
工程承包進行調整的法律法規主要有以下幾類：《契約
法》
、
《外資投資法》
（共和國第 7042 號法令）
、
《承包執
照法》
（共和國第 4566 號法令）、
《BOT 法》（共和國第
6957 號法令，後經修改為第 7718 號法令）、
《政府採購
法》（共和國第 9184 號法令）、
《建築行業仲裁法》
（第
1008 號行政命令）
、《建築業職業安全與衛生指導方針》
（菲律賓勞工部 1998 年第 13 號令）及菲律賓承包商認
證 協 會 （ Philippine Contractors Accreditation Board ,
PCAB）的相關規定。
(二) 工程承包管理機構：
1. 財政部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外資承包商若要在菲律賓承包建築工程，從事建築
業活動，首先必須到菲律賓財政部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
登記。
2. 菲律賓有關政府部門：：
菲律賓政府項目通常需要經過國家經濟發展署立
項審批，預算部、財政部為出資方或貸款擔保人，公
造部、農業部等部門作為業主單位負責招標、監督執
行等具體實施工作。
3. 承包商認證協會（PCAB）：
在菲律賓承包建築工程，從事建築業活動，必須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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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菲律賓和府法律事務所

有菲律賓承包商認證協會頒發的特別執照，否則不能
從事相關工程業務。
4. 建築行業仲裁委員會：
仲裁委員會專門管轄建築行業因爭議和糾紛而提
起的調解或仲裁。
5. 建築管理局：
對工程承包商進行監督和管理，當承包商不遵守
相關的建築行業法律法規時，可以將其列入“黑名
單”，限制其經營政府工程承包業務。
6. 勞動就業部：
制訂建築行業職業安全與衛生方面的法規，規範
的建築行業的職業安全與衛生。
7. 勞動條件局：
審核承包商所遞交之建築施工安全與衛生制度。
(三) 工程承包限制：
菲律賓對外資承包商進入的承包工程領域無限制，
但對於菲律賓本國政府出資的項目，外資承包商承攬
的部分不能超過項目金額的 25%。
(四) 承包商認證協會（PCAB）執照申請：
菲律賓承包商認證委員會（PCAB）的主要目的是
確保在承包商施工前，有足夠的人力、經驗、物力及
財力去完成施工專案，並確保項目進行時的施工品質、
安全性及合規性。PCAB 執照的分類是多層次的，可以
劃分為不同的”類型”、”性質” 及”等級”，其所對應的
財務能力、機器設備、歷史業績、技術人員數量及經
14

驗年資總數要求皆有不同。

1. 類型：
(1) 普通執照可以在有效內根據相應的執照範圍承攬
工程，並且每年需要進行許可更新。
(2) 特定執照可以頒發給聯營公司，聯合組織，外資公
司，但特定執照只能用於特定的工程項目，不得承
攬其他工程項目，並且到期後不得更新或延長。
2. 性質：
(1) GENERAL ENGINEERINC：
可以承接公路，鐵路，機場，橋樑，大壩等項
目。
(2) GENERAL BUILDING：
可以承接住宅、工廠、公園、操場、娛樂綜合
體等專案。
(3) SPECIALTY：
可以承接地基、電路、防火、防火、通信等特
殊工程。
3. 等級：
等級分為 ABCDE 五大等級，共中 A 等級更分為
A、AA、AAA、AAAA 四級。等級劃分為的是區分不
同等級的施工單位，所代表的施工能力不同，因此所
能承攬的專案規模也應不同。一般來說，政府的公共
專案會依照專案規模的不同，僅開放給擁有 PCAB 執
照相應等級的施工單位投標。如果是私人公司的工程
項目，則是否要求執照等級應按照業主自定的招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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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PCAB 在審核申請人的許可申請時主要從四個方
面進行考察：財務能力、機器設備、歷史業績及技術
人員，PCAB 對申請人的各項能力進行評分，單項得分
及總分均合格的，授予相應等級的執照證書。舉例說
明如下：
AAA 等級的基本要求為：淨資產不少於 1.8 億披
索，公司聘任的工程師累計行業經驗不少於 60 年，聘
任的最資深工程師行業經驗不少於 10 年，加上公司的
行業年資及機械設備（固定資產）等方面，累計得分
不低於 2,850 分。
B 等級的基本要求為：淨資產不少於 1000 萬披索，
公司聘任的工程師累計行業經驗不少於 10 年，聘任的
最資深工程師行業經驗不少於 2 年，加上公司的行業
年資及機械設備（固定資產）等方面，累計得分不低
於 177.5 分。
4. 外資申請執照限制：
(1) 特殊執照：
外資公司（外資持股超過 40%的公司）及本國
公司（外資持股不超過 40%的公司）皆可申請。
(2) 普通執照：
2017 年 10 月前，普通執照只頒發給本國公司
（外資持股不超過 40%的公司）
；2017 年 10 月後，
普通執照中的最高等級 4A 執照可以頒發給外資公
司，目前有兩種類型的 4A 執照：
 4A 白金：
只有本國公司可以申請，除了基本的財務
能力、機器設備、歷史業績及技術人員要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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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淨值至少 10 億披索。
 4A 金：
外資公司可以申請，除了基本的財務能力、
機器設備、歷史業績及技術人員要求外，且至
少 10 億披索的股權淨值。
5. 外資承包公共工程：
外資公司即使取得 PCAB 的 4A 金等級的許可，仍
然只能承攬私人公司發標的項目。如果外資公司希望
投標政府項目，可以選擇以下任一方法：
(1) 申請 PCAB 特殊執照。
(2) 變更股權結構，尋求本國股東入股，公司的本國持
股達到 60%以上後，申請 PCAB 普通執照。
(3) 跟當地有 PCAB 執照的公司共同申請”聯合承攬
（Consortium）”，並向 PCAB 申請聯合承攬執照。
6. PCAB 執照申請成本：
(1) 時間成本：
執照的審查時間需 30 個工作日。
(2) 政府規費：
PCAB 執照申請費用
等級
費用名稱
Filling Fee
Classification
Fee：
Principal
Others(chargea
ble for each
classification)
Categorization
Fee
License Fee
Documentary
Stamp Tax
Leagle

AAAA

AAA

AA

A

B

C

D

E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4,800

4,800

2,400

480

240

144

48

nil

2,400

2,400

1,200

240

120

72

24

nil

100,000

43,200

21,600

7,200

4,800

2,400

1,200

ni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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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und
總計(披索)

108,542

51,742

26,542

9,262

6,502

3,958

2,614

(3) 其他：
 財務審計。
 土地和建築資產的納稅申報及不動產持有證
明。
 運輸、建築設備和其他資產購買的正式收據。
 聘任菲律賓專業認證的工程技術人員。
 公司高層人員（Authorized Managing Officer ,
AMO）參加 40 小時施工現場安全及建築安全
與健康（COSH）的安全研討會。
 公司高層人員（AMO）參加 PCAB 舉辦為期 2
天的研討會，並通過 AMO 筆試。
四、 菲律賓當地知名或有力之工程顧問服務業/營造業之相關
資訊
(一) 根據菲律賓 iFranchise Group 所公布菲律賓知名工程業
者及 IEK 產業情報網之新南向重點 6 國 50 大公司綱要
分析，公司簡介如下：
1. SEMC Philippines
SMEC 從 1974 年開始在菲律賓開展業務，並於
1993 年在馬尼拉設立了常設辦事處。SMEC 在菲律賓
的第一個項目是由澳大利亞援助資助的棉蘭老島的
Zamboanga del Sur 開發項目，該項目包括道路，橋樑，
供水和廢水服務的修復，SMEC 參與了菲律賓的許多
重要基礎設施項目，最近的項目包括：新克拉克市的
新政府行政中心、馬尼拉克拉克鐵路和南線南北鐵路
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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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公司網址：https://www.smec.com/en_ph
2. SMCC Philippines , Inc.( 三井住友建築株式會社)
三井住友建築株式會社是日本兩家建築公司三井
建築株式會社和住友建築株式會社於 2003 年 4 月 1 日
合併成立，菲律賓 SMCC 提供建築和土木工程服務，
包括規劃，設計，項目實施和管理，現已成為該國最
大的外資承包商之一，參與的工程有 Agas-Agas 大橋、
海灣花園公寓、馬卡蒂市環球大樓等。
 公司網址：https://www.smcc.com.ph/home/
3. ESCA Incorporated
ESCA Incorporated 是 ESCA International 的姐妹公
司，是由 Ernesto S. de Castro 博士所創立的，ESCA 提
供結構設計，土木工程以及施工管理服務，其主要服
務包括工程人員支援及工程計畫支援，參與的專案包
括：Al Noor 購物中心、澳大利亞體育場及盧拉瓦萊綠
色家園等。
 公司網址：http://escainternational.com/
4. JGC Philippines, Inc.
JGC Philippines, Inc.成立於 1989 年，是日本 JGC
Corporation 的第一個全球工程辦公室，JGC Philippines
已成為 JGC 在海外的最大工程，採購與建設（EPC）
子公司，為菲律賓的煉油，石化，有色金屬精煉和生
物燃料等廣泛的業務領域提供 EPC 和設施維護服務。
 公司網址：https://www.jgc.com.ph/
5. San Miguel Corporation
19

成立於 1890 年，在 2001 年，單單是生力集團本
身的業務就已佔了菲律賓全國 GDP 的 3.6%和 4.5%的
稅收是菲律賓最大和最多元化的公司集團之一，2018
年在飲料，食品，包裝，燃料和石油，電力和基礎設
施業務創造了約 5.9％的國內生產總值。
 公司網址：https://www.sanmiguel.com.ph/
6. Holcim Philippines, Inc.
菲律賓 Holcim 公司是菲律賓領先的建築解決方案
公司之一，Holcim 擁有豐富的解決方案組合，從結構
設計到塗飾應用都可以在 Holcim 獲得協助，使建築商
更有效率的執行各種大型基礎設施及家庭維修等工
程。
 公司網址：https://www.holcim.ph/
7. Meralco Industrial Engineering Services Corporation
(MIESCOR)
梅拉爾科工業工程服務公司（MIESCOR）成立於
1973 年 12 月，目前擁有 7,000 多名專業工程師，為客
戶提供工程，採購，諮詢，建設以及運營和維護服務。
菲律賓承包商認證委員會（PCAB）將 MIESCOR 歸類
為”AAAA”，這是通用工程，建築和特種機電承包商中
的最高類別。
 公司網址：https://www.miescor.ph/home
8. Abratique and Associates
A&A 是一家服務設計與施工公司，成立於 1988
年，成立於加州洛杉磯，目前 A&A 在洛杉磯及菲律賓
的馬尼拉和達沃均設有辦事處。A&A 主要服務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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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運輸系統、工程管理、施工管理及 IT 通訊等項目。
 公司網址：http://abratique.com.ph/index.php
9. D.M. Consunji, Inc.
D.M. Consunji Inc.（DMCI）是菲律賓工程建築公
司的領導廠商之一。DMCI 的服務項目包含建築、能源、
基礎設施、公用事業、設備管理和鋼鐵製造，DMCI
被稱為菲律賓的“地標建造者”，參與的專案有，菲
律賓文化中心、聖祭教堂及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等。
 公司網址：https://web.dmcinet.com/
10. EEI Corporation
EEI 公司於 1931 年 4 月 17 日成立，被公認為菲律
賓領先的建築公司之一，EEI 公司被菲律賓承包商認證
委員會（PCAB）評為”AAAA”總承包商，此為承包商
認證委員會頒發的承包商的最高評分，EEI 還通過了
ISO 9001、ISO 14001 和 OHSAS 18001(職業健康與安
全)認證。
 公司網址：https://www.eei.com.ph/
(二) 以上菲律賓工程公司資訊供國內業者參考應用，相關菲
律賓境內工程公司亦可洽當地經驗拓展業者。
參、總結
根據菲律賓統計局資料顯示，自2012年以來，除了2015年
的5.8%，菲律賓的經濟成長率（GDP）都超過6%，其經濟發展
策略，在於透過大量的基礎建設，帶動經濟發展。菲律賓政府
希望在未來六年內投入1,800億美元（2018年就投資超過350億
美元）
，用於減少洪災、改善大城市交通等基礎建設，對於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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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菲律賓參與相關建設工程的國內業者來說是一個良好的機
會。
本次透過蒐集整理菲律賓對於外商公司的設立、稅務、營
造業認定等相關規定做重點整理並提供當地知名或有力工程業
業者相關資訊，對於有意前往菲律賓市場拓展之國內工程業者
具有相當之參考性，惟相關法令亦有時效性，建議個別廠商欲
前往菲律賓投資者宜注意當地最新市場資訊及法令調整，俾以
妥適之決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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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資料
政府及相關機構網站
一、菲律賓財政部證券交易委員會
https://www.sec.gov/

二、 菲律賓貿工部投資署
https://boi.gov.ph/

三、 經濟部投資台灣入口網-新南向投資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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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M Consulting Services Inc.
https://mpm.ph/

六、 菲律賓和府法律事務所
https://fullhouseph.com/

文件類
七、 KPMG菲律賓投資手
冊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factsheet/tw-atp-the%20p
hilippines-factsheet-202004.pdf

八、 經濟部菲律賓投資環境簡
介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NewSouthward?country=PH&menu
Num=98

九、 新南向重點6國50大企業綱要分析
https://ieknet.iek.org.tw/dl/filedoc.aspx?rid=704506092&indu_idno=1&do
main=0&t=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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