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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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國家資訊分項工作，本篇蒐集目標國家為「馬來西亞」
，蒐
集重點包括赴馬來西亞設立公司、有關馬來西亞政府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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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馬來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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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於馬來西亞設立公司之相關法令
規定
(一) 外資可設立公司類型
1. 外資於馬來西亞可以下述二種形式經營：[1]
(1) 在當地設立股份有限公司
(2) 在馬來西亞登記外國分支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Malaysian Companies Act (C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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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資公司設立流程[2]
1. 登記公司名稱
須向公司委員會(Suruhanjaya Syarikat Malaysia,
SSM)登記，確認公司名稱是否適用，並需支付申辦費
50 令吉。核准公司名稱日起 30 天後，公司名稱生效。
2. 繳交登記相關文件
必須在核准公司名稱之日起 30 天內向公司委員會
提送：組織章程大綱/章程、法定合規聲明、董事/發起
人的法定聲明、公司註冊詳細資訊總匯。
3. 申請相關執照、租稅減免等[3]
須向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提出申請，該局設有一站
式單一服務窗口(One Stop Agency)受理，財政部、貿工
部、移民局、人力資源部均有派代表駐局，協處各項
相關申請案；申請人可同時申請工廠執照
(Manufacturing License)、賦稅減免(Tax Incentive)、外
籍員工職位(Expatriate Post)等，經該局審核後送交
Action Committee On Industry(ACI)委員會，批准後發給
各項准證。
(三) 申請外資公司注意事項：[4]
1. 年營業額超過馬幣 50 萬令吉之公司，另需主動上網向
海關(Royal Malaysian Customs Department)註冊及申報
銷售及服務稅(Sales and Services Tax - S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2020
[3]馬來西亞投資環境簡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08 年度策略聯盟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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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來西亞稅務規則經常變動，報稅建議委託當地專業
稅務公司代辦，以免受罰。
3. 在馬來西亞，秘書公司可協助公司設立、帳務收集、
契約管理及聯絡其他秘書公司等工作，另有部分秘書
公司可協助報稅業務。
4. 馬來西亞對非法工作查緝甚嚴，工作證申請需提早作
業。
5. 在當地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前，可透過馬來西亞之外國
分支機構申請工作名額，一般多以投資項目核定 3-5
人。
二、 相關公司稅務資訊-馬來西亞政府課稅相關規定
(一) 公司所得稅[5]
1. 居住者認定：
若公司之控制與管理所在地位於馬來西亞，則視
該公司為馬來西亞居住者。
2. 公司所得稅稽徵原則：
公司所得稅繳納為屬地主義，來自國外的所得一
般不須在馬來西亞納稅，但特殊業務如：船運業務、
航運、保險業或銀行業等則須納稅。
3. 應納稅所得：
公司應納稅所得則指從馬來西亞境內取得之全部
收益，包括貿易及其他營業收入、利息、股息、保險
費、權利金、租金或其他收益等，均適用於在馬來西
亞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分支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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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2020

4. 納稅年度：
納稅年度採會計年度，而會計年度通常為曆年制
(即 1 月~12 月)，惟馬來西亞也有採非曆年制公司(當年
7 月 1 日~隔年 6 月 31 日)。
5. 資本利得(Capital Gains)：
在馬來西亞，處置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資本利得不
必課稅，但是處置與土地和房屋相關不動產及處置不
動產公司之股份利得必須課稅。
6. 盈虧互抵規定：
(1) 當年度虧損可用於抵扣其他營業/非營業項目盈
利。
(2) 之前年度虧損原本無限期延後抵減，自 2019 年起
可用於抵扣該營業項目往後 7 年之盈利。
7. 公司所得稅之稅率：
(1) 公司所得稅標準稅率：24%
(2) 自 2020 課稅年起，在馬來西亞設立的中小公司（實
收資本不大於 250 萬令吉及營業所得不超過 5,000
萬令吉，且不屬於擁有超過該限額的公司之公司集
團）之稅率如下表：
應稅收入
首 600,000 令吉
超過 500,000 令吉

稅率
17%
24%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8. 申報/繳納時程：
(1) 公司須在會計期間結束後的 7 個月內，按規定格式
以 電 子 傳 輸 方 式 向 馬 來 西 亞 內 地 稅 務 局 (Inland
Revenue Board of Malaysia, IRB)提送納稅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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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必須於每月 15 日之前分期繳納預計應納稅額。
如有遲繳或實際應繳稅額超過預估繳稅額的 30%
之情形，需繳交額外 10%的罰款。
非當地稅務居民之扣繳率(如下表)：
所得類別
股利
權利金、技術與非技術費、
服務費、動產租金
利息
其他

扣繳率
免稅
10%
15%
10%

資料來源：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2020

扣繳稅僅適用於非當地稅務居民所得，其稅率可
藉由租稅協定(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DTA)或符合
豁免條款規定減少。
9. 資本減免(Capital Allowances)：
首次減免允許在購買該類資產的年度，適用於較
高額度的稅務減免；而年度減免則允許在資產的使用
年限內，每年按等比例折舊，適用於每年較低額度的
稅務減免，包括購買該類資產的年度(如下表)。
資產類別
工業建築
重型機械
機動車輛
一般工業設備與
機械
辦公室設備
其他
少於 2,000 令吉
之小額資產

首次減免
10%
20%
20%
20%

年度減免
3%
20%
20%
14%

20%
20%
-

10%
10%
100%

資料來源：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2020、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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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
由於公司繳交所得稅將降低公司稅後利潤，各大
公司面臨不同國家之所得稅制度，基於追求全球營收
稅後利潤最大化，利用公司彼此間之控制關係，安排
相互間交易所訂定之價格，將利潤實現在低稅賦或免
稅方，以達降低公司總稅賦之目的，即為移轉訂價。[6]
馬來西亞移轉訂價政策基於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指南。馬來
西亞稅局要求所有納稅人只要有與關係人間交易就必
須提供移轉訂價報告，此外所有關係人交易必須敘明
在年度稅報中。納稅人應於稅報中敘明是否已備妥相
關報告，並應相關要求說明。自 2017 年起，馬來西亞
亦設有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要求(如
下表)。
提送條件
提送報告期限
國別報告(Review of
當地集團最 會計年度結束
Country-by-Country
終 母 公 司 合 後 12 個月後
Reporting, CbCR)：跨 併 營 收 超 過
國公司集團收入、利潤 30 億令吉
及稅負於全球之配置
情形，與集團成員從事
之營運活動概況
集團主檔報告：跨國公
於馬來西亞稅
司集團全球經營及移
局進行租稅查
轉訂價政策總攬
核時，於 30 天
內提送
移 轉 訂 價 報 告 (Local 納 稅 義 務 人 需 於 所 得 稅 申
File)：營利事業受控交 營 收 超 過 報時備妥，且於
易資訊及移轉訂價分 2,500 萬 令 馬 來 西 亞 稅 局
析
吉，且受控交 進 行 租 稅 查 核
易超過 1,500 時，於 30 天內
提送
萬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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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高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二) 個人所得稅[7]
1. 居住者認定：
在單一年度期間內於馬來西亞停留 182 天或以上
者，將被視為馬來西亞居住者。
2. 個人所得稅稽徵原則：
個人所得稅之課徵為屬地主義，可享有多種扣除
額和個人減免，境外收入免稅，但該收入若與馬來西
亞就業有關則需課稅。
3. 應納稅所得：
應納稅所得包括專業服務、業務或貿易中獲得之
收益、薪酬(不論現金或實體形式)、利息、股息、權利
金及租金等。
4. 資本利得：
在馬來西亞，處置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資本利得不
必課稅，但是處置與土地和房屋相關不動產及處置不
動產公司之股份利得必需課稅。
在出售任何種類的不動產時，個人可以申請享有
10,000 令吉或應納稅所得 10%的標準豁免，以較高者
為準。公民和永久居民可獲一次出售私人住宅的稅收
豁免。居住者和非居住者都可享有上述的豁免。
5. 申報時程：
馬來西亞實行申報制度，因此個人需要計算其納
稅義務並進行申報。只要有註冊稅務編號，無論當年
度是否有收入皆須要進行年度納稅申報。若無營業行
10

為之個人，納稅申報表必須於納稅年度結束後次一年
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2020

之 4 月 30 日之前提送；個人如有營業行為，則於次一
年度之 6 月 30 日之前提送。
6. 個人所得稅稅率：
居住者採累進級距，最高稅率為 30%，2020 年稅
法規定之稅率級距如下表：
(單位：令吉)

應納稅所得
0-5,000
5,001-20,000
20,001-35,000
35,001-50,000
50,001-70,000
70,001-100,000
100,001-250,000
250,001-400,000
400,001-600,000
600,001-1,000,000
1,000,000-2,000,000
>2,000,000

稅率
0%
1%
3%
8%
14%
21%
24%
24.5%
25%
26%
28%
30%

稅額
0
15,000*1%
150+15,000*3%
600+15,000*8%
1,800+20,000*14%
4,600+30,000*21%
10,900+150,000*24%
46,900+150,000*24.5%
83,650+200,000*25%
133,650+400,000*26%
237,650+1,000,000*28%
517,650+超額*30%

資料來源：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2020

非居住者，在馬來西亞取得的收入，固定稅率為
30%。
7. 納稅年度：
納稅年度採曆年制。
8. 相關租稅協定：
臺灣稅務居民針對於馬來西亞受僱而取得之薪俸、
11

工資及其他類似報酬(國際運輸業務除外)如符合以下
規定，則無需在馬來西亞課稅：
(1) 該所得人於一曆年度內在馬來西亞境內居留合計
不超過 183 天。
(2) 該項報酬非由馬來西亞居住者之雇主所給付或代
為給付。
(3) 該項報酬非由馬來西亞居住者或該雇主於馬來西
亞之固定營業場所[8]負擔。
(一) 其他稅[9]
1. 銷售稅(Sales Tax)：
銷售稅是單一稅制(同一性質稅賦，無論金額多寡，
均依照相同及固定税率進行徵稅)，在進口或製造階段
徵收。所有應課稅商品的製造商都必須與馬來西亞政
府註冊。馬來西亞政府只會在商品製造階段徵收銷售
稅，而銷售稅會加入商品價格中，由消費者支付，按
相關規定銷售稅之稅率為 5%至 10%。
2. 服務稅(Service Tax)：
服務稅是單一稅制，在業務運作過程中所提供之
應課稅服務進行徵收，按相關規定之稅率為 6%。
三、 馬來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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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馬來西亞設立工程顧問公司相關規定[10][11]
1. 公司基本設立流程已如前述敘明，而工程顧問公司須
向 馬 來 西 亞 工 程 師 局 (Board of Engineers, Malaysia
-BEM)進行註冊，申請顧問執照。
2. 馬來工程顧問公司可依據二種形式設立，第一種為單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臺馬租稅協定第 5 條將「Permanent Establishment」中譯為「固定營業場所」。
[9]KPMG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2020
[10]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08 年度策略聯盟會議資料
[11]馬來西亞工程師局(BEM)

科目常規(Single Disciplinary Practice)，第二種為多科目
常規(Multi Disciplinary Practice)，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如下：
(1) 根據單科目常規設立的工程顧問公司，應符合以
下：
A. 最低實收資本為 5 萬令吉；
B. 馬來西亞籍技師持有至少 70%的股份。
C. 董事會組成：董事會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董事
為馬來西亞籍技師。
(2) 根據多科目常規設立的工程顧問公司，應符合以
下：
A. 最低實收資本為 15 萬令吉；
B. 馬來西亞籍技師持有至少 60%的股份；馬來西
亞籍工料測量師及馬來西亞籍建築師共同持有
至少 10%的股份。
C. 董事會組成：董事會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董事
由馬來西亞籍技師、馬來西亞籍工料測量師及
馬來西亞籍建築師所組成。
(二) 馬來西亞營造業相關規定[12]
1. 自 1995 年 7 月 20 日起，所有的承包商(包括本地和外
國建築公司)在馬來西亞從事建築工程前須向馬來西亞
營 造 業 發 展 局 (Construc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Board,CIDB)註冊，才能開始承包工程。未經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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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將無法在馬來西亞接案或進行任何工程。
2. 向 CIDB 註冊成為承包商的方法有兩種：
(1) 直接從任何國家 CIDB 辦事處和分支機構購買申請
表，每份 5 令吉，若需要郵寄則另加運費 1 令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馬來西亞營造業發展局(CIDB)

(2) 申 請 表 格 也 可 以 從 CIDB 官 方 網 站 下 載
(http://www.cidb.gov.my/)。
3. 共可註冊為 3 種營造業類別：
(1) 土木工程建築。
(2) 建築結構。
(3) 機電。
4. 營造業者可至 CIDB 網站(http://smb.cidb.gov.my/)查閱
及註冊。主要有 3 種承包商註冊類別：
(1) 註冊為本地承包商：
在馬來西亞註冊設立，並且由馬來西亞公民持
有達 70%或以上股權的公司。
(2) 註冊為外國承包商：
在國外註冊設立的公司，或是在馬來西亞註冊
設立但由非馬來西亞公民持有超過 30%股權的公
司。
(3) 註冊為合資承包商：
已得標專案工程之合資承包商必須在 CIDB 註
冊，並分為本地合資承包商及外國合資承包商 2 類，
合資承包商至少一個夥伴必須在 CIDB 註冊，且至
少一個夥伴的等級可執行該工程專案，其中本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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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承包商係指本地承包商佔有 100%股權或至少
70%的專案工程。
5. 本地承包商註冊程序：
(1) 完成 R1/95 登記表。
(2) 申請人必須向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SSM)註冊或於
適用於其業務運營的其他機構中註冊。
(3) 申請人必須擁有足夠的財務資源，並且須在註冊期
間保持其財務狀況。
(4) 申請人於註冊有效期間必須僱用足夠數量的合格
技術人員。
(5) 本地承包商共分成 G1~G7 七個等級，各等級之財
務及技術人員要求不同，茲就最低要求部分(G1)說
明如下：
A. 投標/工作能量：20 萬令吉。
B. 實收資本額：5000 令吉。
C. 具備馬來西亞籍擁有營造領域相關經驗或馬來
西亞建築學院(Akademi Binaan Malaysia, ABM)
提供之技術證照人員。
(6) 其他等級規定請參閱CIDB承包商註冊程序要求和
用戶手冊

[13]

之 附 件 2(Lampiran 2) 及 附 件

3(Lampiran 3)。
(7) 公司 CEO 或申請代表必須在建築領域行業至少有
2 年的經驗。如果 CEO 不具備此類資格，則可由
CEO 提名一名代表，由 CEO 或被提名代表人對簽
發後的註冊證書相關事宜負全部責任。
(8) 申請人須為公司 CEO 或提名代表人。
6. 外國承包商註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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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 R2/95 登記表。
(2) 提送客戶的工作提議信/投標邀請。
(3) 提送公司往績明細表。
(4) 提送公司財務證明。
(5) 提送公司人員資料。
(6) 外國承包商註冊完成後將獲得臨時註冊證書，僅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https://www.cidb.gov.my/sites/default/files/2020-06/BUKU-BARU-2018-V2-min-1.pdf

許參加此臨時註冊證書中所述項目的招標活動。
7. 本地合資承包商註冊程序：
(1) 完成 R1/95 登記表。
(2) 提送合資協議書。
(3) 提送得標證明。
(4) 提送合資承包商的組成中，其中一個夥伴已於
CIDB 註冊完成的註冊證明副本。
(5) 外國合資承包商註冊程序同外國承包商註冊程
序。
四、 馬來西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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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根據馬來西亞具公信力媒體公司 Rha Media Sdn. Bhd.所
公布馬來西亞前十大工程業者簡介如下：
1. UEM Group Berhad(UEM 集團有限公司)
UEM Group Berhad 以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聞名，
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集團，擅長於高速公
路、城鎮和房地產開發、工程和建設以及資產和設施
管理，並在印度、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
加拿大和中東設有分支機構。其著名的工程項目包括
16

PLUS 高速公路、檳城大橋、Butterworth-Kulim 高速公
路、南北高速公路 Central Link、東海岸高速公路 2 期
和馬來西亞-新加坡第二道口。
 公司網址：http://www.uem.com.my/
2. YTL Corporation Berhad(楊忠禮機構有限公司)
YTL Corporation Berhad 由 Tan Sri Yeoh Tiong Lay
創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承包商建築公司和綜合基礎
設施開發商之一，在英國、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亞、
日本和中國設有分支機構。楊忠禮機構主要擅長於建
築承包、水泥製造、房地產開發與投資、飯店開發與
管理、電子商務計劃以及基於互聯網的教育解決方案
和服務。該公司也是兩家天然氣聯合循環發電廠 Paka
＆Pasir Gudang 發電站的所有者。
 公司網址：http://www.ytl.com/
3. IJM Corporation Berhad
IJM Corporation Berhad 由 Yap Lim Sen 創立，其主
要服務包括房地產開發、製造、基礎設施特許權和種
植園，實績遍及馬來西亞和全球。其核心業務項目包
括建築、房地產開發、製造和採石、基礎設施特許權
和種植園。IJM 現在已將其辦事處增加到印尼、印度、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中國。著名工程實績包括 e-GATE、
PJ8、Aviva Green、山打根的 Utama 城堡、努沙杜塔(Nusa
Duta)和梳邦再也的 Holiday Villa。
 公司網址：https://www.ijm.com/
4. Gamuda Berhad(金務大有限公司)
Gamuda Berhad 設立於 1976 年，由拿督林允玲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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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要擅長於工程和建築、基礎設施特許權和房地
產開發，公司實績遍及馬來西亞及外國，著名工程實
績 包 括 馬 來 西 亞 捷 運 (MRT) 和 房 地 產 開 發 ， 例 如
TwentyFive.7、金田花園、昆當村、武吉班塔延公寓、
高園套房、金田商務套房、The Robertson、Jade Hills、
Horizon Hills、Madge 大廈、金田步道、Kota Kemuning、
班達植物園和 Valencia。
 公司網址：https://gamuda.com.my/
5. Malaysian Resources Corporation Berhad – MRCB (馬
來西亞資源有限公司)
MRCB 由集團董事總經理 Tan Sri Mohamad Salim
Fateh Din 領導，致力於房地產工程和建築、基礎設施、
特許權、環境和建築服務。MRCB 目前是領先的城市
房地產開發商之一，是馬來西亞大眾運輸導向開發的
先驅，著名工程實績包括檳城中央車站、KWASA 中央
車站、KL 中央車站中央商務區、PJ 中央車站花園城和
Cyberjaya 城市中心。
 公司網址：https://www.mrcb.com.my/
6. WCT Holdings Berhad(WCT 控股有限公司)
WCT Holdings Berhad 由 Peter Taing Kim Hwa 和
Wong Sewe Wing 創立，專門從事工程和建築工程，重
點項目為土方工程、高速公路建設、建築及相關基礎
設施工程，同時提供管理服務。另一方面，WCT Land
擅長於房地產開發、投資和管理，主要業務為住宅房
地產開發、綜合鄉鎮和商業房地產。該公司亦從事飯
店、購物中心和特許資產的所有權和管理。工程實績
包括 Jalan Maarof 的 Sprint 高速公路、Paradigm 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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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Waltz 住宅及 Aronia 公寓、Trifolis 公寓，KLIA2
和 Bukit Tinggi 購物中心。
 公司網址：https://www.mrcb.com.my/
7. WCE Holdings Berhad
WCE Holdings Berhad 設立於 2000 年，專門從事
工業產品和建築材料的製造和貿易以及房地產投資和
建築承包。該公司以其子公司西海岸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West Coast Expressway Sdn Bhd)完成的西海岸高速
公路(WCE)工程而聞名。WCE 還成功開發了位於莎阿
南(Shah Alam)哥打 Kemuning(Kota Kemuning)旁的班
達林巴尤(Bandar Rimbayu)的混合開發項目。
 公司網址：https://www.wcehb.com.my/
8. Hock Seng Lee Berhad - HSL(福成李有限公司)
Hock Seng Lee Berhad(HSL)設立於 1960 年，現在
是海洋工程領域的領先公司，並且擅長位於東馬來西
亞砂拉越州的土木工程和建築施工。該公司亦專門從
事大規模土地開墾和疏、建造隧道、橋樑、道路以及
天橋工程。HSL 還負責防洪，確保為農村地區和其他
海洋結構提供充足的水。到目前為止，HSL 已將許多
沼澤地轉變為現代化的住房和工業區、旅遊勝地、商
業中心、國際海港、機場和高速公路。著名工程實績
包括 Pan Borneo 高速公路、Jalan Song 立交橋、Third
Mile 地下通道、UITM Mukah、Pandelela Rinong 水上
中心、Samalaju 水處理廠、Kuching 廢水處理廠、
Samalaju 生水取水口和 Tanjung Manis 深海港。
 公司網址：https://www.hsl.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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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udajaya Group Berhad
Mudajaya Group Berhad 於 1983 年成為 IJM 合併的
一部分，後來於 1993 年由 Mulpha 國際子公司 Tiararibu
收購。該公司主要業務是電廠的設計和建造(營造和房
地產領域)，其工作領域包括建築、房地產開發、製造、
貿易和電力部門的工程。著名工程實績包括 Mudajaya
塔、KL-瓜拉雪蘭莪高速公路(KLSE)、Tune 飯店、Villa
Angsana 公 寓 、 Batu Kawah 新 鎮 和 10 Damansara
Heights 精品平房。
 公司網址：https://www.mudajaya.com/home/
10. Muhibbah Engineering(M)Bhd
Muhibbah Engineering(M)Bhd 於 1972 年設立，提
供的服務包括基礎設施、本地和國際土木/結構工程。
專業領域包括建築工程、機場和航空公司的輔助設施、
石油和天然氣、海運和港口建築、造船、製造工程、
餘熱回收系統、特許權、國防和安全。諸多得獎實績
如 Tanjung Bin 附近填海島上的石油樞紐和燃料加註設
施、Bal-Haf, Sana’a – Yemen 的 YLNG 碼頭和 GRP 排
污管道鋪設工程等。
 公司網址：http://muhibbah.com/
(二) 以上十大馬來西亞工程公司資訊供國內業者參考應用，
相關馬來西亞境內工程公司亦可洽當地經驗拓展業
者。
參、總結
本次透過不同管道蒐集彙整馬來西亞市場當地法令及資訊，
包含外資於馬來西亞設立公司相關規定、公司課稅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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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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資料來源已載明於前述各節文中。
本次所分析資料對供欲前往馬來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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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個別廠商欲前往馬來西亞投資者宜注意當地最新市場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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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
https://www.ssm.com.my/Pages/Legal_Framework/Companies-Act-2016.a
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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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https://www.ntbsa.gov.tw/singlehtml/3214f7210a7b46fb9b1925ccf4df177b
?cntId=ad41e428800c44acb14460a4ad7529e7

四、 馬來西亞工程師局(BEM)
http://bem.org.my/engineering-cons-practices

五、 馬來西亞營造業發展局(CIDB)
https://www.cidb.gov.my/en/faq/contractor-registration

專業機構
六、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KPMG馬來西亞區服務團隊
https://home.kpmg/tw/zh/home.html

七、 高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ttp://www.bwkp.com/zh-tw/service_transfer.php

文件類
八、 KPMG馬來西亞投資手
冊https://home.kpmg/content/dam/kpmg/tw/pdf/factsheet/tw-atp-malaysiafactsheet-202004.pdf

九、 經濟部馬來西亞投資環境簡
介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NewSouthward?country=MY&men
uNum=98

十、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08年度策略聯盟會議資料
十一、

RHA Media Sdn Bhd.馬來西亞前10

大http://top10malaysia.com/main/top-10-construction-companies-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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