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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指引概括地說明，本局對居住於香港的人士  (「居港人
士」 )有可能代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 (「非居港人士」 )課利得稅
的稅務責任所採用的慣常做法。

概況  

2. 根據《稅務條例》 (「該條例」 )第 14條，任何非居港人
士在香港經營某行業、專業或業務，須就其從該行業、專業或

業務獲得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利潤課繳利得稅。舉例來

說，一名非居港演藝人員或運動員，須就其得自在港表演的收

入課利得稅。此外，任何非居港人士即使他沒有在香港經營業

務，及可能身處港外，如該人士，舉例來說，就在香港使用或

有權在香港使用的工業或知識產權，並以專利權費或特許權費

形式收取款項，仍須繳納利得稅。根據該條例第 15(1)條，該等
收入須被當作因在香港經營某行業、專業或業務而於香港產生

或得自香港的收入，其中包括因電影片膠卷或電視片膠卷或紀

錄帶、任何錄音、或任何與上述項目有關的宣傳資料在香港上

映或使用而收取或應累算的款項 [第 15(1)(a)條 ]，以及就在香港
使用或有權在香港使用任何專利、設計、商標、版權物料、秘

密工序或方程式或其他相類性質的財產，或就傳授或承諾傳授

與該等項目有關的知識而收取或應累算的款項 [第 15(1)(b)條 ]。
自《 2004年稅務 (修訂 )條例》實施後，應課稅收入的範圍，已擴
大至涵蓋任何人就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或有權在香港以外地方

使用第 15(1)(b)條所列舉的知識產權而收取或應累算的款項，而
該款項在確定某人在利得稅方面的應評稅利潤時是可予扣除的  
[第 15(1)(ba)條 ]。是項新條文不適用於 2004年 6月 25日之前已收
取或應累算的款項。

評稅及收稅條文－第 20A條 

3. 多年來，稅務局一直依據該條例第 20A條的規定，對即
使並非身處香港的非居港人士評定及徵收其應繳稅款。第  20A條
規定，任何非居港人士須就其從香港經營的任何行業、專業或

業務而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利潤，直接或以其代理人名義



 

 
 

 
 

 
 

 
 
 

 
 

 
 

 
 

課稅。同時，該條例並規定，這等稅款可從該名非居港人士的

資產中或向其代理人追討。就非居港人士而言，「代理人」在

第 2條的定義包括：

 (a) 	該人士在香港的代理人、受權人、代理商、接管人

或經理人；和

 (b) 	任何在香港的人，而他替該人士收取於香港產生或

得自香港的利潤或入息者。

在 1987年高等法院作出有關裁決 (參閱下文第 4段所述 )之前，本
局一向認為，任何香港人如支付非居港人士任何後者應課稅的

款項，根據上述定義，該名香港人就是代理人。從而根據第  20A
條規定，以非居港人士的代理人身分被徵收利得稅。不過，鑑

於上述法院的判決，本局不能再持這個觀點。

「代理人」的詮釋  

4. 「代理人」一詞的涵義曾在高等法院聆訊的CIR v. Asia 
Television Limited (ATV) [1987] 2 HKTC 198一案中提出。該宗案
件涉及ATV根據一份特許權協議，因在香港播映由一家非居港
影片發行公司提供的影片而支付的特許權費。該筆特許權費是

由ATV直接在海外支付給該非居港公司。局方認為這費用須根
據稅例第 15(1)(a)條繳納利得稅，而ATV是該非居港公司的代理
人，因此向其發出有關評稅。高等法院就ATV的上訴裁定，由
於ATV是直接支付而非替非居港公司收取有關費用，所以它不
符合稅例內「代理人」的定義，因此局方不能根據第  20A條向其
徵取該費用的稅款，而只能對該非居港公司直接作出評稅。  

5. 鑑於上述裁決，假如居港人士與非居港人士雙方以主事

人身分進行交易，一如ATV一案的情況，稅務局便不能引用第  
20A條向非居港人士作出評稅。由於非居港人士從香港收取專利
權費和特許權費，以及非居港演藝人員或運動員在香港表演

時，直接從香港聘用人取得收入 (而不是由香港代理人替其取得
收入 )的情況極為普遍，所以有需要修改法例，以期盡量恢復ATV
裁決前以為存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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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稅及收稅條文－第 20B條 

6. 針對上述背景，《 1989年稅務 (修訂 )條例》新增第 20B
條，並由  1989年 4月 1日起生效。但須注意的是，第  20A條的規定
維持不變，並繼續適用於由香港付款人確實擔任非居港人士的

代理人的情況。至於第  20B條，它僅適用於並非代理人的在港人
士與某類非居港人士交易的情況。這類非居港人士基本上包括

從香港收取專利權費和特許權費的非居港人士，以及來香港表

演的非居港演藝人員和運動員。  

7. 自《 2004年稅務 (修訂 )條例》生效後，第  20B條規定的涵
蓋範圍得以擴大，該條文現適用於須就以下款項繳付利得稅的

非居港人士：

 (a) 	根據第 15(1)(a)、 (b)或 (ba)條的規定，被當作是從
香港經營的任何行業、專業或業務而得自香港的收

入款項，即專利權費及特許權費；或

 (b) 	非居港的演藝人員或運動員以演藝人員或運動員

身分在某商業場合或事項或因與某商業場合或事

項有關而在香港表演任何活動 (包括出席任何宣傳
活動或參與任何錄音、電影、錄影、廣播及電視等

工作 )而收取的款項。  

8. 該條例並沒有對「非居港人士」一詞加以界定，但在實

際執行上，當涉及第  20A條時，本局將該詞詮釋為一名在香港沒
有永久業務的人士。這釋義以往從未產生任何困難或爭議，因

此就第 20B條而言，該詞應該不會構成任何問題。倘若出現爭
議，該詞會按照法庭確認的原則解釋。

若干名詞的定義  

9. 有關「演藝人員或運動員」和「商業場合或事項」等名

詞的定義，詳見於第  20B(4)條。定義內容顯而易見，無須附加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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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人員或運動員」指法團以外的任何人，而該人在

任何一類娛樂或運動中，包括任何體力活動中表演，而

公眾人士是獲准觀看或聆聽的。就這定義來說，該類活

動是否現場表演或事先錄製，和公眾人士是否須要付費

觀看或聆聽，都無關重要。

「商業場合或事項」包括任何演藝人員可能就其於該場

合或事項的表演收取現金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財產的場

合或事項；亦包括任何旨在促進商業銷售或商業活動的

場合或事項。本局認為根據現行定義，該名詞包括任何

演藝人員或運動員可能收取應課稅利潤的所有屬於商

業或慈善性質的場合或事項。

以在港人士的名義課稅－第 20B條 

10. 在第 20B條適用的情況下，如有在港人士將第  7段所述款
項支付給某名非居港人士或任何其他非居港人士或存入其貸方

帳戶，則局方可向該某名非居港人士以該名在港人士的名義徵

稅。另外，第  20B(2)條訂明，這樣徵收的稅款，可按該條例訂定
的所有方法向該名在港人士追討。因此，如有在港人士在第  
15(1)(a)、 (b)或 (ba)條所訂明的情況下，支付專利權費或特許權
費給某名非居港人士，他便須要就該筆款項代該非居港人士課

稅。同樣地，香港的舉辦商或贊助商，如就某非居港的演藝人

員或運動員在香港表演而向其支付任何款項，他們便須為有關

款項課稅。  

11. 必須注意的是，按照第 20B(2)條的規定，該名在港人士
即使是向一名須根據第 20B(1)條課稅的非居港人士以外的非居
港人士支付有關款項，或把有關款項存入其貸方帳戶，例如把

款項支付給某非居港的演藝人員的經理人，而該經理人本身是

非居港人士，該名在港人士仍須代該名非居港人士課稅。如在

港人士支付屬於第 (1)款所述的款項，並由另一在港人士代某非
居港人士收取，第  20B條的規定仍然適用。在這情況下，該另一
名在港人士將須要代該名非居港人士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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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港人士扣存稅款  

12. 第 20B(3)條與第 20A(2)條都規定，凡可向其追討稅款的
在港人士，亦即須代非居港人士課稅的人，在將款項支付予或

存入該非居港人士的貸方帳戶時，必須從中扣除足以繳納稅款

的款項。在這一刻，本局可能尚未作出評稅。如遇這情況，該

在港付款人應保存所扣除的款項，直至收到本局發出的稅單為

止。第 20B(3)條亦已為該名須扣存款項納稅的在港人士附載彌償
保證。

預扣稅款的款額  

13. 在 釐 定 由 在 港 人 士 預 扣 稅 款 的 款 額 時 ， 凡 屬 於 第  
15(1)(a)、 (b)或 (ba)條所指的專利權費及特許權費，均須遵從第  
21A條的規定。第 21A條的實施辦法，詳載於《稅務條例釋義及
執行指引第 22號》。  

14. 就非居港的演藝人員和運動員來說，局方多年來一直建

議，香港的舉辦商可以按應評稅利潤相等於演藝人員或運動員

應得總收入的三分之二這個約數，計算預扣稅額。換句話說，

局方在計算非居港演藝人員或運動員的應評稅利潤時，會自動

扣除相等於他們總收入三分之一的費用。純從法律觀點來看，

這項安排符合第 21條按照營業額的某一百分率計算非居港人士
的應評稅利潤的規定。局方日後仍會繼續採用這項安排。非居

港人士當然可以申索較上述自動扣除額更大的款額，但是在提

出申索時，局方定會要求有關人士提供支出的詳細資料，以確

保這些費用可根據該條例扣除。

退還非居港人士的稅款  

15. 最後，必須注意的是，《 1989年稅務 (修訂 )條例》亦修
改了該條例第 79(3)條。新法例規定，凡任何非居港人士根據第  
20A或 20B條而以另一人的名義被評稅，而這樣被評定的稅款已
由該另一人繳付，則該另一人或該名非居港人士 (但不得兩者 )
可申索退還多繳的稅款。就這點來說，本局認為，第  79(3)條的
「另一人」一詞，按修訂後的解釋應包括第  20A條所指的「代理
人」，和第 20B條所指的「在香港的任何人」。

5



	目錄
	引言
	概況
	評稅及收稅條文－ 第20A條
	「代理人」的詮釋
	評稅及收稅條文－ 第20B條
	若干名詞的定義
	以在港人士的名義課稅－ 第20B條
	由在港人士扣存稅款
	預扣稅款的款額
	退還非居港人士的稅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