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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說明
本次報告為執行「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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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蒐集重點包括赴澳洲設立公司、有關澳洲政府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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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提升拓展澳洲工程市場之輸出
能量。

圖 1 蒐集拓點目標市場重點資訊示意
貳、蒐集情形
一、在澳洲設立公司相關規定 1：
(一) 公司之設立：
「公司法」（Corporation Law）為管理澳洲各類型公司之法源，公
司 設 立 與 投 資 主 管 單 位 為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澳洲常見之公司型態包括：
私營公司、上市公司、無責任公司及外國公司等，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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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NewSouthward?countr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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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營公司（Proprietary Companies）：
(1) 澳洲之公司多為私營或有限責任之控股公司，該類公司名稱
常以加註「Proprietary Limited」或「Pty Lt」方式表示，主要
規定如下：
A. 至少須有一名股東；
B. 持股人數須在 50 人以下；
C. 禁止公開邀股或發行債券；
D. 至少須有 1 名駐澳洲之董事；
E. 至少須有 1 名駐澳洲之公司秘書（可由董事兼任）
。
(2) 此類公司每年須向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提出損益表及資產
負債表，出具最近資金狀況並證明自上次提出報告以來，未
進行任何公開邀股或發行債券，及證明公司持股人數仍在 50
人以下。該類公司依公司法可劃分為「大型企業」及「小型
企業」
。倘公司於某財政年度符合下列 3 項標準之 2 項以上，
即被分類為「大型企業」
：
A. 公司及其轄下機構之總營業收入達 1,000 萬澳元者；
B. 財政年度結束時，公司及其轄下機構總資產達 500 萬澳
元者；
C. 財政年度結束時，公司及其轄下機構之員工數達 50 人
者。
(3) 未符合上述條件之兩項者，即屬小型企業。依據澳洲公司法，
小型私營公司無須比照大型私營公司提出較高規格之財務報
告。惟倘小型私營公司係由外國公司所操控或持有，則仍有
比照大型公司製作同等規格財務報告之義務。所須製作之財
務報告內容包括：
A. 提出年度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B. 任命審計人員審計公司之財務報表；
C. 於財政年度結束後之 4 個月內，向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
會提交財務報表，並向各股東提供報表副本。
D. 提出報稅單，說明董事身分、主要業務活動、所發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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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詳情、債務清償能力及其它事項。
2. 上市公司（Public Companies）：
需由市場籌募資金，依法成立之上市公司。澳洲公司法規定，上
市公司至少須有 3 位董事，其中兩位須為居住於澳洲之自然人。
另每年除須就公司之董事、持股人、資金及其他特殊事項向澳洲
證券及投資委員會提出年報外，亦須提出公司之資產負債表、損
益表及公司之稽核報告，以作為該委員會稽核之參考。
3. 無責任公司（No Liability Companies）
：
澳洲公司法提供 1 項以採礦為目的之特殊型態之公司－無責任
公司。此類公司僅能從事採礦業務活動，公司名稱之後加註”NL”
以表示其性質。該類公司具有下列兩項特徵：
(1) 持股人並無契約約束之繳款責任，惟經催繳後未付款之持股
人將喪失其股權，該股份將以公開拍賣方式出售；
(2) 得以票面價值之折扣價出售股票。
4. 外國公司（Foreign Companies）：
(1) 依據澳洲公司法規定，擬在澳洲經商之外國企業須向澳洲證
券及投資委員會辦理註冊登記，註冊時並須任命一名在澳代
理人。該代理人可為在澳居住之個人或設籍於澳州之公司，
並經授權代表外國公司接受傳票、通知書及負責外國公司之
一切義務。註冊後之外國公司每年須向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
會提出其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並須在公司所有之公開文件
上標註其註冊號碼。另在滿足下列條件下，外國公司亦可移
址至澳洲：
A. 外國公司不得在國外進行管理；
B. 公司之移址須符合該公司原註冊地之法令規定並獲核
准；
C. 原駐地法令倘未對公司移址加以規定，其移址須獲三分
之二股東之同意。
(2) 外 國 公 司 在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下 ， 可 歸 化 成 為 澳 籍 公 司
（Naturalis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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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澳洲國民持股比例在 25%以上；
B. 在公司章程中規定，澳洲國民在董事會之比例須占多
數；
C. 公開承諾將提高澳洲國民之持股比例至 51%以上，並依
照該公司、主要持股人及澳洲政府所達成之協議，定期
與外國投資審議委員會（FIRB）就提高該公司澳洲國民
持股比例至 51%事進行諮商。在達到澳洲國民持股比例
為 51%之目標，並與澳洲政府及該公司主要持股人取得
協議後，該公司將可獲准歸化為澳洲籍。另外國公司歸
化為澳洲籍須依「Foreign Acquisitions & Takeovers Act」
規定，不得有違澳洲國家利益。歸化為澳洲籍之公司可
享有某些特權利益，例如該類公司於進行新自然資源開
發計畫時，即無須向澳洲政府提出申請。
(二) 公司之成立：
(1) 辦理成立公司之申請登記時，須準備公司備忘錄（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及公司章程（Articles of Association）向澳洲證券
及投資委員會提出申請，另私營公司之申請雖無須向該委員會提
出上述文件，惟仍須備妥該等文件以備該委員會檢查。
(2) 公司章程須詳述公司名稱、股份票面價值及股票發行量、責任範
圍、購股人之姓名地址及公司成立宗旨報告書等，並詳述公司之
管理規範，如股東權利及義務、股份轉移方式、董事之任務與權
限、資本之變動、股東會與董事會之程序、帳目及查帳資料。
(3) 澳洲公司法中亦提供公司章程之標準格式，倘申請成立之公司不
擬定章程，則自動適用該法之標準格式。
二、澳洲政府課稅相關規定
(一) 政府及州政府徵收不同之稅目，總稅收中大部分係由聯邦政府所徵
收，包括：個人所得稅、公司稅、銷售稅、關稅、員工福利稅（Fringe
Benefit Tax）、貨物稅、利息扣繳稅及權利金等，其中個人所得稅為
聯邦稅收之最主要來源，約占其稅收之 51.9%，其次為公司稅、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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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關稅及貨物稅等間接稅（計約占 48.1%）等，以下列述相關規定：
1. 公司所得稅
(1) 澳洲本地公司（即設立登記於澳洲之公司或在澳洲境內從事營運
活動且其中央管理控制權設於澳洲境內或其投票權由國內股東
控制者稱之）及非本地公司之公司所得稅率均為 30%。
(2) 2016-17 年度預算案公布新措施：澳洲政府將推行 10 年公司稅
改計畫，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企業年營業額低於 1,000 萬澳元
之公司稅調降為 27.5%，並逐步降調，至 2026-27 年降為 25%，
另現行適用於年營業額 200 萬澳元以下之賦稅優惠措施擴大適
用於年營業額 1,000 萬澳元以下之企業，此外年營業額低於 500
萬澳元之小型企業稅額折扣由現行 8%，上限 1,000 澳元，逐步
提高於 2026-27 年為 16%。2021-22 年年度預算案，小型企業營
利事業所得稅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 25%之稅率。政府將於
2023-24 年前投入 160 億支持中小企業減稅。
年度

表 1 企業所得稅
年營業額

稅率

2020-21

<5,000萬

26%

2021-22及以後

<5,000萬

25%

2. 個人所得稅（Individual Income Tax）
(1) 依據澳洲 Income Tax Assessment Act，課稅項目包括：工資、專
業收入、利潤、股利、租金收入、利息及權利金等。澳洲政府
現行個人所得稅率如次：個人可課稅所得 0-18,200 澳元免稅；
個人可課稅所得在 18,201 至 37,000 澳元部分，稅率 19%；
37,001-90,000 澳元部分之可課稅所得，累進稅率 32.5%；
90,001-180,000 澳元部分之可課稅所得，累進稅率 37%；180,001
澳元以上部分之可課稅所得，累進稅率 45%。
(2) 另 2018-19 年度預算書公布，澳洲政府將於 7 年內分三階段，
逐步調降個人所得稅（Personal Income Tax Plan）：
A. 中低收入戶可立即獲得 530 澳元之個人所得稅額抵減並持
續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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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澳洲政府於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調高適用 32.5%個人所得稅
率之年收入上限為 90,000 澳元，並逐步於 2022-23 年度將
該上限提升至 120,000 澳元；
C. 於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將稅率級距由現行 5 級距簡化為 4
級距（即廢除 37%之個人所得稅率級距）
，最高個人所得稅
率級距（45%）適用年收入超過 200,000 澳元者。
(3) 2019-20 年度預算案公布，澳洲政府將改進上年度財政預算案
宣布之將於 7 年內分三階段，逐步調降個人所得稅計畫
（Personal Income Tax Plan）：（1）中低收入戶可立即分別獲得
1,080 澳元（單薪家庭）或 2,160 澳元（雙薪家庭）之個人所得
稅額抵減；（2）澳洲政府將於 2024-25 年將適用 32.5%個人所
得稅率進一步降為 30%；（3）於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將稅率
級距由現行 5 級距簡化為 4 級距（即廢除 37%之個人所得稅率
級距）
，最高個人所得稅率級距（45%）適用年收入超過 200,000
澳元者。意即 94%之納稅人將於 2024-25 年適用 30%或更低之
稅率。
資產設備免稅額
有效壽命等級（年） 主要成本法（%） 遞減折舊法（%）
3年以下

100

100

3年至5年以下

33

50

5年至6 2/3年以下

20

30

6 2/3年至10年以下

15

22.5

10年至13年以下

10

15

13年至20年以下

8

11.25

20年至40年以下

5

7.5

40年以上

3

3.75

另工業建築之基本建設支出可以 4%之年折舊率按直線折舊法攤提。
其他用於產生應稅收入之基本建設支出，可按規定以每年 2.5%之
折舊率攤提。
3. 福利稅（Fringe Benefits Tax；F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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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任何雇主提供予員工或其夥伴之非現金給付，皆為 FBT
之課稅對象。倘 FBT 已由雇主支付，則雇員即無須再支付該稅項。
FBT 之課稅項目茲舉例如下：
(1) 提供通勤員工停車位；
(2) 提供員工機動車輛供其個人使用；
(3) 提供員工免費宿舍或相關補貼；
(4) 雇主提供之折價商品或服務超過一定限額；
(5) 員工個人支出之給付或補償；
(6) 豁免員工之貸款或債務；
(7) 員工調外地服務之津貼。
4. 資本收益稅（Capital Gain Tax）：
(1) 凡藉由處置已購置資產所獲之收益，應繳資本收益稅。為核定
資本收益稅，納稅人在某年度內之各種利潤與損失應按淨額計
算。倘資本淨額為利潤，則應將利潤計入納稅人之應稅收入。
倘為虧損，則不能自應稅收入中扣除，惟可將該虧損額移轉至
下一年度，並計入該年之資本收益或虧損之淨額。
(2) 在某資本被迫處置之情形下（如納稅人亡故）
，當資產之所有權
發生變化時，資本收益可以轉期。另在企業重組，而資產所有
權未改變，或在納稅人可要求得到之資產沒有改變之情形下，
倘資產所有權變化，則資本收益亦可轉期。凡淨資產未逾 500
萬澳元之小型企業處置活動企業資產，並將所得資金購置新活
動企業資產，其資本收益亦可轉期。
5. 扣繳稅（Withholding Tax）
(1) 股利（Dividend）：
A. 與澳簽訂互免所得稅協定國家之居民：
(A) 尚未課公司稅者課 15%。
(B) 已課公司稅者課 0%。
B. 非簽約國(A) 尚未課公司稅者課 30%。
(B) 已課公司稅者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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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息（Interest）：課利息總額之 10%。
(3) 權利金（Royalties）：
A. 簽約國：10%。
B. 非簽約國：15%。
(二) 臺澳雙邊租稅協定 2重點說明
1.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洲辦事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
稅協定於 1996 年 10 月 11 日生效後，臺澳雙方基於互惠原則，在
營業利潤、股利、利息及權利金等所得類別上，可享租稅優惠。
2. 澳洲企業盈餘分配股利時，若該盈餘未繳納過公司所得稅，則一般
需按 30%稅率扣繳，但在租稅協定生效後，未繳納公司之稅率可由
30%降至 15%，除企業盈餘的股利所得之外，包括利息及權利金所
得，也可享有較低稅率；另我方人員於澳洲從事工程活動或提供服
務，若在澳洲境內未構成常設機構，則其營業利潤可免課所得稅。
表 2 臺澳租稅協定相關資訊
說 明

稅率

營業利潤

若未在澳洲境內設立常設機構，免稅

利息

10%

權利金

12.5%

股利所得

10%（依澳洲聯邦所得稅法規定「已繳納一般公
司稅」之股利）
15%（上述以外之情況）

資料來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洲辦事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
逃稅協定

三、澳洲政府對當地工程技術顧問業及營造業相關規定或限制條件 3
(一) 營造業：
1. 於澳州正式設立公司後，若欲於澳洲從事營造業相關工作，應另取
得相關承包商資格的營業執照，第一項必要的執照為「個體承包商
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40005

3

澳洲營業執照和資訊服務網(https://ablis.busines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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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
，必須持有此項執照方可於澳洲進行住宅或商業建築的營建
工作，此外亦需取得公司承包商執照，本項執照將允許公司與其他
公司取得工程契約或工程分包契約。
2. 另營造工作內容若涉及重型機械(如起重機等)的操作事宜，則需取
得高風險工作執照。
3. 由於澳洲為聯邦制，不同洲(地區)政府對營造業相關執照各別制訂
規範及申請程序，本次以西澳洲(Western Australia，WA) 4為例，說
明該洲對於取得營造業之規定：
(1) 根 據 2011 年 《 建 築 服 務 （ 註 冊 ） 法 , Building Services
(Registration) Act 2011》
，僅有註冊營造從業者(practitioner)或註
冊承包商(contractor)方能進行特定營造工作，建築服務委員會
(The Building Services Board)為受理註冊機構。
(2) 上開所指從業者之註冊係針對個人，並允許個人成為註冊承包
商之指定監督員，並使用「註冊營造從業者」之名稱。至於承
包商之註冊適用於進行營造業經營之個人、合夥企業及公司，
持有執照之承包商可提供工程規模 20,000 澳元以上之營造服
務。
(3) 對欲註冊成為營造從業者，必須向建築服務委員會申請註冊，
並分為五個類組(sets)，每組有不同要求(如表 3)，申請者依據
對應之資格及經驗，填妥申請表後連同相關文件和費用一併申
請，申請後 14 週內可獲知結果。
表 3 WA 對營造從業者(practitioner)之相關規定
類組
第1
類組
第2
類組

4






規定
具備建築與營造文憑(學歷)
具七年從事或監督建築工作經驗
具五年建築施工監理經驗
依循《2004 年建築師法》註冊，或為以
下機構成員：
澳洲皇家建築師學會
澳洲工程師學會

https://www.commerce.wa.gov.au/building-and-energy/building-contractor-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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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須填寫申請
表 05 表
須填寫申請
表 06 表

類組
第3
類組
第4
類組







第5
類組






規定
澳洲礦業和冶金研究所
具五年從事、監督或管理建築施工經驗
持有澳洲建築學會會員資格或會員資格
成功通過委員會考核；或
由註冊培訓機構評估認可從業者有足夠
經驗獲得相當於擁有建築和施工文憑者
所擁有之知識和技能
須證明在監督或管理建築施工方面有五
年經驗
成功通過委員會考核；或
由註冊培訓機構估認可從業者有足夠經
驗獲得與與具有文憑者相同之知識和技
能
須證明有七年從事建築經驗

備註
須填寫申請
表 07 表
須填寫申請
表 08 表

須填寫申請
表 09 表

4. 而針對註冊成為承包商部分，公司若欲簽訂契約規模超過 20,000
澳元之工程，則必須註冊為「承包商」並證明其財務和組織能力；
而財務及組織之要求細節資訊可參閱建築服務委員會之「管理和監
督政策」內容。建築服務委員會要求建築承包商註冊申請者須證明
至少有 50,000 澳元流動資金以滿足財務要求。另公司需指定至少
一名為主管且已註冊為「營造從業者」
。
5. 申請註冊建築承包商前可參照「建築承包商申請指南」所述申請流
程後，下載表 13、表格 14 或表格 15、管理與監督問卷、和業務
資訊聲明等文件，填寫後向建築服務委員會註冊為建築承包商。
(二)工程技術顧問業：
有關工程技術顧問業資格部分，因澳洲為聯邦制，不同地區政府對
工程技術顧問業各有規範及申請程序，以塔斯馬尼亞州(Tasmania)
為例 5，該洲之工程技術顧問業者若欲執行政府專案，須通過該州財
政部預審，以評估在財務範圍內所能進行之顧問工作，而工程技術
顧問業者亦須進行註冊，註冊內容包含(1)申請聲明、(2)註冊類別(分
Strategic Asset Management (SAM)、Project Management (PM)、
5

https://www.purchasing.tas.gov.au/Documents/Guidelines-for-Registration-as-an-Approved-Consultant-for-BuildingConstruction-and-Maintenance-Serv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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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Maintenance、Project Design Services – Architecture及
Project Design Services – Site and Civil Engineering、Project Design
Services – Mechanical Engineerin 、 Project Design Services –
Requirements of Sub-consultants等)、(3)根據 2005《職業許可法》頒
發之建築服務商許可證編號、(4)提出每個類別財務限額、(5)先決條
件、(6)公司資料、(7)財務資料、(8)組織和資源、(9)員工及(10)經驗
和表現等。通過資格預審即完成類別註冊，註冊期限三年，其他相
關細項規定可參考該州網站。
四、澳洲當地知名之工程技術顧問業/營造業等相關資訊 67 (列舉)：
(一) SVT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1. SVT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專業領域為能源工程服務，提供有關
能源工程之噪音、振動、腐蝕、壓力、維護管理服務和諮詢服務，
年營業額達 60 億美元。
2. 公司網址：http://www.svt.com.au
(二) Ward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 Ward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為當地知名土木與環境工
程承包商，主要服務項目為道路和人行道、橋樑建設、土方工程、
水和廢水、污染土地修復、結構及地面工程等。
2. 公司網址：https : //www.wardgroup.com.au
(三) Sun Engineering (Qld) Pty Ltd.
1. Sun Engineering (Qld)Pty Ltd.為澳洲一家大型製造和建築公司，專
業領域為採礦、基礎建設、電力工程及石油與天然氣等相關工程。
2. 公司網址：https : //suneng.com.au
(四) Freyssinet Australia.
1. Freyssinet Australia 專業領域為土木工程及建築物工程，服務範圍
從設計到施工整體解決方案，項目包括橋樑施工方法、電纜支架、

6

澳洲當地知名工程技術顧問業(列舉)

https://digitalmarketingdeal.com/blog/engineering-companies-in-australia/
7

澳洲當地知名營造業(列舉)

https://www.constructionplacements.com/top-construction-companies-in-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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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配件、結構加固、混凝土和鋼筋修復/加固等相關工程。
2. 公司網址：https://www.freyssinet.com.au
(五) CPB Contractors
1. CPB Contractors 為營造業者，承攬包括公路、鐵路、隧道、國防、
建築和資源基礎設施等工程設計和建造，CPB Contractors 除在澳
洲外，在紐西蘭、亞洲、印度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等海外市場均有
經營相關業務。
2. 公司網址：https : //www.cpbcon.com.au
(六) Laing O’Rourke Australias
1. Laing O'Rourke 業務範圍包括建築、基礎設施、項目管理、石油
和天然氣、建築服務、土木工程等。Laing O'Rourke 曾參與雪梨
輕軌工程、森伯里電氣化、聖潘克拉斯車站等重大工程項目。
2. 公司網址：http ://www.laingorourke.com
(七) Fulton Hogan
1. Fulton Hogan 為一大型建築公司，擁有 7,800 名員工，服務領域
包括交通(含地鐵)工程、水資源(含水處理場及廢水)工程、能源工
程、航站大樓等基礎建設。
2. 公司網址：https://www.fultonhogan.com
(八) RC Engineering Consultancy
1. RC Engineering Consultancy 業務範圍包括結構工程、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橋梁工程、土地測量、服務工程、城市規劃、能源評
估、景觀設計，以及高速公路和街道設計等。
2. 公司網址：https://rcengineeringconsultancy.com.au
(九) Icon
1. Icon 從設計、施工到竣工均可承接，曾執行包括學校、公共設施、
旅館、政府機構等工程建案，年營收超過 17 億美元。
2. 公司網址：https://icon.co
參、總結
本次透過不同管道蒐集彙整澳洲市場當地法令及資訊，包含在澳洲設立公
司相關規定、澳洲政府課稅相關規定、澳洲政府對當地工程技術顧問業及
14

營造業之資格認定、以及澳洲當地知名之工程技術顧問業與營造業相關資
訊，各資料來源已載明於前述各節文中。
本次所彙整資料提供欲前往澳洲市場拓展之國內工程業者參考，惟當地市
場相關法令亦有時效性，建議個別廠商欲前往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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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參考資料
 政府及相關機構網站
一、 澳洲證券與投資委員會
https://asic.gov.au/for-business/registering-a-company/steps-to-register-a-company/foreig
n-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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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澳洲國家統計處
https://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1292.0
四、 中華民國財政部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191?cntId=63930

五、 雪梨台灣貿易中心
https://sydney.taiwantrade.com/news/detail?id=9409&lang=zh_TW

六、 澳洲營業執照和資訊服務
https://ablis.busines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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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類
一、澳洲工程業統計專業
https://www.solutionplanthire.com.au/blog/australias-top-10-construction-civil-engineerin
g-companies-tell-us-economy/

二、經濟部澳洲投資環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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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NewSouthward?country=AU&menuNum=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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