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烏地稅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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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沙烏地全名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國(Kingdom of Saudi
Arabia)，自 1932 年建國以來均依據伊斯蘭原則實行君
主專制統治。境內擁有麥加(禁寺)及麥地那(先知寺)兩
聖地，受伊斯蘭宗教影響很深，該傳統也部分反映在沙
國稅制上。
沙烏地稅制相較其他國家充滿更多宗教色彩，主要稅捐
可分為直接稅--包括公司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預繳稅及預扣稅(advance tax & withholding tax)及天課
(zakat)；間接稅與其他--包括增值稅(value-added tax,
VAT)、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選擇稅(excise duty)
及不動產稅(real property tax)等，其財政課稅年度目前
已修正為以西曆為計算單位(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本報告主要分成五大部分：
一、透過前述稅捐內容瞭解沙烏地稅制概況；
二、稅捐稽徵機關對未誠實納稅之罰則；
三、沙烏地與他國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現況；
四、申報契約金額；
五、勞工社會保險提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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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沙烏地主要稅捐
沙烏地主要稅捐可從直接稅以及間接稅與其他兩部分
來探討：
一、 直接稅：
(一)公司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1.公司所得稅率為 20%，惟石油及天然氣公司生產相關
公司，稅率為 50%-85%1。
2.課徵對象包括根據沙烏地公司法在沙國境內成立的
公司，或係未設在沙烏地卻透過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 PE)從事營利活動的公司。
3.由沙烏地籍或其他海灣國家2人士獨資之公司，以天課
(zakat)取代所得稅；由沙烏地(或其他海灣國家)及非沙
烏地籍人士合資之公司，公司所得則依據沙籍及非沙
籍持有人比例，分別課徵天課及公司所得稅。
(二)預繳稅及預扣稅(advance tax & withholding tax)：
1.預繳稅(advance tax)：
(1)納稅人在該課稅年度需分 3 次3預繳公司所得稅，每
次需繳納前 1 年公司所得稅金額的 25%，惟倘每次
繳納金額低於沙幣 50 萬里雅(折合 13.3 萬美元)，則
無需預繳稅。
(2)納稅人預期當年度需納稅所得將較前一年減少至
1

沙烏地阿拉伯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發佈皇室命令(Royal Order)，沙國政府依據資
本額調整境內石油及天然氣公司所得稅稅率 (該規定溯及至同年 1 月 1 日)：(1)
公司資本額超過沙幣 3,750 億里雅(約 1,000 億美元，以下同)者，課徵 50%所得
稅(income tax)；(2)公司資本額介於 3,000 億至 3,750 億里雅者，稅率為 65%；
(3)公司資本額介於 2,250 億至 3,000 億里雅者，稅率為 75%；(4)公司資本額低
於 2,250 億里雅者，稅率為 85%。
2
海灣國家係指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rporation Council, GCC)成員國，包括沙
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卡達、科威特以及巴林等 6 國。
3
分別為該年度 6 月、9 月及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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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30%者，得要求沙烏地天課暨稅賦總局(General
Authority of Zakat and Tax, GAZT)減免支付第 2 次
或第 3 次預繳稅。
2.預扣稅(withholding tax)：
(1)常設沙烏地機構(PE)或沙烏地居民，就非沙烏地居
住者(non-resident party)為其提供服務支付之款項，
需支付預扣稅。
(2)預扣稅稅額為 5%-20%不等，視服務性質而定，例
如給付給非沙烏地住民之紅利/股息(dividend)預扣
稅稅率為 5%、版稅(royalties)為 15%等。
(3)納稅人於每個月底前 10 日內，須線上填報預扣稅
申請表(withholding tax return, WTR)，延遲者每 30
天將被處以應付稅額 1%罰款；另納稅人需於該財
政年度結束前 120 日內、獨資企業於 60 日內填報
WTR。
(三)天課(zakat)：
1.天課係依據收入及持有財產來課徵，收入包括來自商
業、工業、個人工作、薪資、貨幣及紅利等商業或金
融交易等；將出售之持有財產須課繳納天課(未出售之
持有財產則免課)。
2.天課係根據伊斯蘭教法，針對穆斯林要求之稅捐。沙
烏地天課課徵對象為沙籍或其他海灣國家公民，以及
前述人士持有之公司所得比例。
3.天課稅率為 2.5%，依據伊斯蘭曆(Hijri calendar)來計
算(惟伊斯蘭曆 1 年為 354 日)，天課納稅人可選擇西
曆來計算，惟須依據伊斯蘭曆天數繳納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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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間接稅與其他
(一)增值稅(value-added tax, VAT)：
1.沙烏地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課徵增值稅(VAT)4，增值稅
稅率為 5%。
2.該年度 VAT 納稅人數為 14 萬，徵收金額超過沙幣 490
萬里雅(131 億美元)，較原先預期超過 60%，預估 2019
年將再增加 15 萬名納稅人。
(二)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 CGT)：
1.資本利得稅課徵對象係非沙烏地居民5之股東
(non-resident shareholder)出售沙烏地公司6持有份額之
利得。
2.資本利得稅(CGT)稅率為 20%，出售人應在交易完成
後 60 日內繳交。
(三)選擇稅(excise duty)：
1.沙烏地自 2017 年 6 月 10 日課徵選擇稅(excise duty)，
4

沙烏地自 2018 年開始課徵增值稅(Value-Added Tax, VAT)，相關重點包括：
(1)年營收(annual revenue)介於 18.75 至 37.5 萬里雅者(voluntary registration
threshold)，採取自願註冊；年營收超過沙幣 37.5 萬里雅者(mandatory registration
threshold)，需向 GAZT 註冊並納入課徵增值稅範圍，惟年營收超過 37.5 萬而未
達 100 萬里雅者，向 GAZT 註冊期限得延至 2019 年。
(2)豁免課徵增值稅項目包括 2 項：A.金融服務(financial services)：範圍涵蓋伊斯
蘭金融商品、信貸提供及壽險契約等；B.住宅用不動產租契或執照(lease or
license of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3)增值稅稅率為 0%者包括 5 項：A.自沙烏地出口至 GCC 以外國家之物品(exports
of goods from Saudi Arabia)；B.提供服務予非 GCC 居民(services provided to
non-GCC residents)；C.沙烏地境外貨品或人員之運輸服務(transportation services
for goods or passengers outside Saudi Arabia)；D.藥品及醫療器材(medicines and
medical equipment)；E.投資用金屬之提供(supplies of investment)：包括金、銀及
鉑(platinum)。
5
沙烏地居民(Saudi resident)認定方式：(1)在沙烏地境內有固定住所且在財政年度
內居住於沙烏地至少 30 日；(2)在沙烏地無固定住所，惟於財政年度內居住沙烏
地至少 183 日。
6
沙烏地公司(Saudi company)認定方式：(1)依據沙烏地公司法成立之公司；(2)總
部或高層管理位於沙烏地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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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菸或菸草製品以及提神飲料(tobacco products and
energy drinks)稅率為 100%；氣泡或碳酸飲料(soft
drinks)稅率為 50%。
2.任何人持有應課選擇稅物品價值超過沙幣 6 萬里雅者，
應繳交一次性申報(one-off transitional return)並在 45
日內繳納選擇稅。
3.進口或生產適用選擇稅商品未誠實向稅務機關登記
者，將被視為逃稅。
(三)不動產稅(real property tax)：沙烏地未課徵不動產稅，
惟對市區未開發之土地課徵 2.5%土地稅(land tax)，另
土地交易則依據交易價格課稅 5%。
參、未誠實納稅之罰則
沙烏地天課暨稅賦總局(GAZT)對未誠實申報或納稅之
罰則包括：
一、1%總收入(gross revenue)金額，最多至沙幣 2 萬里雅
(5,330 美元)。
二、納稅日期截止後 30 日內未繳納者，處以 5%不足稅額
(underpayment of tax)；遲繳超過 30 日少於 90 日內，
處以 10%不足稅額；遲繳超過 90 日少於 365 日者，
處以 20%不足稅額；遲繳超過 365 日者，處以 25%
不足稅額。
三、納稅者刻意欺騙/隱藏稅捐資訊造成繳稅金額減少者，
納稅者將被處以 25%稅捐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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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沙烏地與他國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現況7
沙烏地目前與 46 個國家/地區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包括阿爾及利亞、奧地
利、亞塞拜然、孟加拉、白俄羅斯、中國大陸、捷克、
埃及、衣索比亞、法國、希臘、香港、匈牙利、印度、
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約旦、哈薩克、吉爾吉斯、盧
森堡、馬來西亞、馬爾他、墨西哥、荷蘭、馬其頓、巴
基斯坦、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俄羅斯、新加坡、
南非、韓國、西班牙、敘利亞、瑞典、塔吉克、突尼西
亞、土耳其、土庫曼、烏克蘭、英國、烏茲別克、越南
以及委內瑞拉。
另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雙邊協議俟雙邊國會批准後生
效，與瑞士及摩洛哥兩國之協議亦待批准。
伍、申報契約金額(contract reporting)
沙烏地規定所有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以及政府部門，
與其他私部門簽署契約金額超過沙幣 10 萬里雅(2.67 萬
美元)，須於簽約前 3 個月向沙烏地天課暨稅賦總局
(GAZT)申報。
倘契約金額小於 10 萬里雅，GAZT 亦有權索取該契約
與稅捐相關資訊。

7

https://www.gazt.gov.sa/en/circulars-and-tax-agreements?page=0 (瀏覽日期：2019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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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員工社會保險提撥比例
沙烏地政府規定雇主需為員工(含沙烏地籍及非沙籍)
提撥社會保險金，由沙烏地社會保險總局(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Insurance, GOSI)徵收。社會保險
提撥比例依據薪資計算，最低及最高薪資計算額分別為
沙幣 1,250 里雅(333 美元)及 4.5 萬里雅(1.2 萬美元)。
惟雇主提撥比例則依據國籍區分：雇主需為沙烏地籍員
工向 GOSI 提撥社會保險比例為薪資 12%、為非沙烏地
籍員工提撥比例為 2%，相關提撥內容詳下表。
表：沙烏地社會保險提撥內容與比例

員工國籍

退休金

失業金

職業傷害

(pension)

(unemployment)

(occupational

總計

hazards)

沙烏地籍

僱主

員工

僱主

員工

9%

9%

1%

1%

非沙烏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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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2%

2%

柒、結語
沙烏地未課徵個人薪資所得稅(personal income tax)、印
花稅(stamp duty)、不動產稅(real property tax)及繼承稅
(inheritance tax)等，稅賦相較其他國家為輕，盼藉此吸
引更多外籍勞工至沙烏地就業。
惟隨著 2014 年國際油價劇跌造成沙國財政收入短缺且
失業率上升，2016 年 4 月沙烏地阿拉伯現任王儲
Mohamed bin Salman 提出願景 2030 政策，計畫將政府
非石油收入由沙幣 1,630 億里雅增加至 1 兆里雅(約
2,666 億美元)、失業率由 11.6%降低至 7%。
沙國政府並自 2017 年 7 月課徵眷屬費8(dependents’ fees)，
2018 年 7 月為每人沙幣 2,400 里雅/年，2019 年 7 月調
整為 3,600 里雅/年，預計至 2020 年 7 月將調整至 4,800
里雅/年，藉以增加稅收並抑制外勞人數。
面對國內年輕族群高失業情況，沙國政府不得不持續加
速產業多元化發展，爰「沙化政策」將是持續推動之政
策方向，並推估稅收仍係沙國政府可運用之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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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定義包括外籍員工之妻子、兒子、女兒、父母、岳夫母、幫傭或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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