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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的去中心化金融浪潮，虛擬貨幣的種類、應用領域及交易類型日益增加，由

於虛擬貨幣價格波動性極大，容易造成投機分子從事套利行為，除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解釋委員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Interpretations Committee, IFRIC)對

虛擬貨幣於會計帳上分類，給予建議性之定義外，在稅務稽徵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亦已於2020

年10月12日，針對全球虛擬貨幣趨勢及組織包容性框架下相關會員之當地稅務處理方

式，發布分析報告(下稱OECD分析報告) –虛擬貨幣課稅：課徵方式及新興稅務政策議

題綜觀(Taxing Virtual Currencies：An Overview of Tax Treatments and Emerging

Tax Policy Issues)，做為各國於設計稽徵制度時之重要參考。

除全球虛擬貨幣之課稅趨勢外，最大之虛擬貨幣市場–美國部分，美國國稅局(U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USIRS)已於2019年發布虛擬貨幣的稽徵制度，針對部分交

易行為頒布課稅指引，如硬分叉(Hard fork)及空投(AirDrop)；台灣部分，對於證券型

的虛擬貨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於2020年及2021年初發布相關函釋，正式定義證

券性質之虛擬貨幣並含括於證券交易法下之其他有價證券範疇，惟對於其他種類之虛

擬貨幣，如支付型、功能型及挖礦或空投取得、交換、至處分之各階段交易行為，雖

然歷經多次討論，惟尚未見財政部有進一步發布相關函令統一解釋，足資可見該等議

題之複雜程度。本次稅務剖析將整理介紹各方觀點下的虛擬貨幣課稅制度，以做為各

界參考。

摘要

虛擬貨幣之課稅制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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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針對虛擬貨幣議題所發布之OECD分析報告，除虛擬貨幣的基本介紹及定義外，內容

主要係彙整比較目前OECD主要會員國家之課稅政策，包括所得稅、營業稅及財產稅制度；

其次介紹各國政府對於租稅政策上經常遇見之挑戰及目前新興之虛擬貨幣課稅議題作介紹，

例如穩定幣(Stablecoin)及央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之崛起、

區塊鏈技術之共識算法機制 (Consensus Algorism Mechanism)及去中心化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之興起；最後，基於所辨識出之稽徵態樣，如各國政策擬

定者草擬各該課稅政策時，分享可以思考之方向。

以下為OECD分析報告之相關主題內容摘要：

◆ 基本觀念及定義

OECD分析報告－虛擬貨幣課稅

依Global Digital Finance及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於2019之報告，虛擬

財產可分為：

⚫ 支付型代幣(即:虛擬貨幣Payment Tokens):表彰該財產得用來交換商品或服

務。

⚫ 功能型代幣(Utility Tokens):主要做為擁有使用某特定服務或應用程式權利之

憑證、預付項目或授權。

⚫ 證券型代幣(Security Tokens):具可交易性質，且得持有做為投資用途。

⚫ 基於虛擬財產(Virtual Asset)之多樣特徵，除背後之分散式帳本技術（即

Blockchain)外，並無統一定義。

⚫ 依照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之定義，虛擬財產為一種價值之數位表述(Digital 

Representation)，可電子化交易或移轉，並得使用以滿足支付或投資目的。

定
義

種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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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貨幣之全球稅務稽徵方式態樣

1所得稅

營業稅

財產稅

►大部分國家認為虛擬貨幣為一種財產，尤其是無形資產，在

處分或交換時產生所得稅。

►部分國家允許當個人將虛擬貨幣轉換成法定貨幣時，不會產

生任何稅負，但如以虛擬貨幣兌換商品、勞務或薪資基本上

視為應稅項目。

►根據參與交易方之身分不同，虛擬貨幣的稅負也有可能不同。

例如：交易者可能會是資本利得稅的課稅對象，損失可從中

減除；企業交易虛擬貨幣產生經營或處分所得或損失時，將

會課徵所得稅或做為應稅扣除額。

►交易及持有虛擬貨幣(包含挖礦時獲得虛擬貨幣)可能會產生

營業稅。

►大多數歐盟國家規定虛擬貨幣交換法定貨幣，或以虛擬貨幣

交換商品勞務，不需課徵營業稅。換言之，單純使用虛擬貨

幣是無需課徵營業稅。

►然另一方面，當提供應稅商品或勞務並取得虛擬貨幣做為對

價者，應稅商品或勞務的提供方仍需課徵營業稅。

►虛擬貨幣為財產稅的課徵對象，包括遺產稅、贈與稅及財富稅

(Wealth tax)，且於OECD分析報告中的大多數國家均適用。

►居民與非居民企業之財產稅稅率或稽徵方式可能不同。如於瑞

士，為稽徵需要，虛擬貨幣需先轉換為瑞士法朗。轉換比率將

由稽徵機關明定。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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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CBDC)，由各國中央銀行發行的主權貨幣，與前述的

穩定幣相似，背後均有法定資產或中央機構支持。

• 分為以央行為中心、零售使用者為終端之通用型CBDC，與採用分散式帳本技術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的批發型CBDC。

• 稅務議題上，基於CBDC係直接由各國央行發行及保證，性質幾乎與一般法幣無異。可

以預見於課稅制度上，各國可能希望將CBDC認定與法幣相同。

• 一種與法定貨幣(下稱：法幣)或標的資產掛鉤的虛擬貨幣，由於其價格與法幣或資產緊

密相連，價格穩定性較高。

• 分為法定資產抵押型、加密資產抵押型及演算法型，其中又以法定資產抵押型穩定幣占

市場大宗，與之連結的資產有美元、歐元等法幣(例如Tether泰達幣、USD Coin、Libra

幣)或黃金等保值資產(例如PAXG)。

• 稅務議題上，基於穩定幣有資產等作為抵押，價格之相對穩定，OECD分析報告指出，

參考G7工作團隊於2019年對於穩定幣之分析報告，定性上是否得類似於有價證券或外

國貨幣，參考部分國家發布之課稅規定，穩定幣與其他虛擬貨幣或法幣之交換仍將視為

資產交換設算處分利得(損失)，營業稅則視為非屬課稅範圍不課徵。

穩
定
幣
（S

ta
b
le

c
o
in

）

美國貨幣監理辦公室(US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USOCC)於2021年1月

發布解釋函，允許美國國有銀行與聯邦金融機構使用區塊鏈與經監管的美元穩定幣，進行帳務

清算以及驗證支付。

◆ 新興虛擬貨幣發展之課稅議題

各國央行的CBDC試驗計畫，大多集中在通用型CBDC。2020年底，中國在深圳及蘇州市已開

始進行數位人民幣試點。

央
行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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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分叉係指在區塊鏈之共識規則上，發生永久性的分歧，且因新共識規則對於舊共識規

則是無效的，故分叉成兩條區塊鏈(有同樣的歷史紀錄)。

• 換言之，如果在硬分叉之前即持有虛擬貨幣，舊共識規則將留有原始持有之虛擬貨幣；

新共識規則上原則將會獲得新的虛擬貨幣。

• 課稅議題上，雖然目前相關之課稅指引相對較少，惟其中多數國家係認定將延遲於處分

虛擬貨幣時，方課徵資本利得稅，而美國國稅局認為於硬分叉之後，若納稅義務人有以

任何方式(如空投AirDrop[註1]或其他方式移轉)獲得新的虛擬貨幣，且對其有控制能力

(可移轉、出售、交換等)時，則均需依新的虛擬貨幣之市價課稅。

硬
分
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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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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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所謂空投(AirDrop)係指將新的虛擬貨幣以無償方式，直接存入虛擬貨幣持有者的分散式帳本

地址中。通常目的為要增加新的虛擬貨幣之曝光度及流動性。

• Decentralized finance，作為傳統中心化金融系統之替代方案，DeFi利用區塊鏈技術

及虛擬貨幣，提供各類金融服務。

• 以一般借貸交易為例，借貸雙方藉由區塊鏈的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形成一個自動

化系統，一般民眾可不透過中心金融機構，自行完成借貸虛擬資產。

• 稅務議題上，目前雖未發布DeFi相關的課稅制度，但澳洲國稅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認為每一種類的虛擬貨幣均被視為不同的資產，故無論何種方式處分虛擬

貨幣，都會被課徵資本利得稅。如借貸契約因設算「利息」取得虛擬貨幣，該虛擬貨

幣價值亦應申報於稅務申報書。

去
中
心
化
金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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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

◆ 新興虛擬貨幣發展之課稅議題（續）



第7頁 | 安永金融產業稅務專刊

◆ 租稅政策之思考方向

⚫ 闡明虛擬貨幣於課稅角度上的定義，並留意虛擬貨幣的課稅制度需與其他

資產課稅制度以及與納稅義務人的利益保持一致，以確保課稅稽徵機制之

中立性。

• 針對主要之課稅議題(包括虛擬貨幣之創造[挖礦、初次代幣發行ITO及空

投AirDrop]、交換[交換其他虛擬貨幣、法幣、商品或服務]、因贈與或繼

承而處分、遺失、遭竊或新興發展等議題)，制定完善的各類稅務指引，

並訂明三種類型代幣之間分類標準。

⚫ 基於虛擬貨幣的高價格波動性、利率不一等特性，導致稽徵機關較難取得

虛擬貨幣交易相關的資訊，故得思考虛擬貨幣交易的中介機構、私有金鑰

的保管機構是否也應納入資訊揭露機制之範圍。另外，也可考量對於一時

交易或非專業之小規模交易者，是否可適用較簡便的課稅機制。

美國對於虛擬貨幣之課稅制度－Revenue Ruling 2019-24課稅指引

美國國稅局發布的虛擬貨幣交易課稅指引–Revenue Ruling 2019-24，主要係針對虛擬貨幣進

行硬分叉時，所涉及之課稅問題釋疑。另外於該函釋的FAQ中補充更新，包括該於何時認列虛

擬貨幣交換時之損益、如何計算虛擬貨幣稅基及虛擬貨幣相關之交易其所得認列時點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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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稅務不合作名單

◆ 硬分叉之課稅方式

其所得的認列方式分為兩種：

1. 若虛擬貨幣進行硬分叉後，新種類的虛擬貨幣並未藉由空投或著其他方式移轉至原持有者

之分散式帳本者，則無需認列為一般所得(Ordinary income)。

2. 進行硬分叉後，新種類的虛擬貨幣以某些方式（例如空投）移轉至持有者的分散式帳本中，

且持有者對於該虛擬貨幣具有控制權(Dominion and control)，即得移轉、出售或交換等

方式處分者，則依Revenue Ruling 2019-24，將視同該持有者已取得虛擬貨幣，必須在

新種類的虛擬貨幣被記錄到其分散式帳本時，依當時的市價認列一般所得。

◆ 虛擬貨幣交易–個人所得稅申報

美國國稅局將虛擬貨幣的課稅制度歸納在所得稅的財產交易所得中，2020年度所得稅申報書

form-1040中即新增了有關虛擬貨幣交易活動的資訊揭露欄位(whether at any time during 

2020, you received, sold, sent, exchanged, or otherwise acquired any financial interest in 

any virtual currency)。

◆ 虛擬貨幣交易FAQ補充更新

下表節錄美國國稅局對於虛擬貨幣FAQ中之相關議題內容及回覆：

議題內容 美國國稅局回覆

Q. 虛擬貨幣如何課徵所得稅？ 虛擬貨幣視為財產，且稅務上一般財產交易之課稅方

式亦適用於虛擬貨幣。

Q. 若我以虛擬貨幣支付他人所提供

的勞務之對價，需要認列利益或損

失嗎？

需要，如果將虛擬貨幣視為資本資產(Capital Asset)

換取勞務或服務，會有資本利益或損失，利益或損失

為勞務的市場價值與換出之虛擬貨幣調整後的基準

(Adjusted basis)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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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稅務不合作名單

議題內容 美國國稅局回覆

Q. 若我提供勞務給他人並收到虛擬

貨幣，該如何計算所得？

於收到虛擬貨幣時，以該貨幣的市場價值認列所得

額。

Q. 若他人贈與虛擬貨幣給我，我需

要認列所得嗎？

不需要，直到將該虛擬貨幣出售、交換或處分時再

認列所得，該虛擬貨幣的基準(basis)取決於處分時

是否產生利益或損失。

Q. 捐贈虛擬貨幣時，如何計算慈善

捐贈的扣除額？

若持有該虛擬貨幣逾一年，扣除額為捐贈時的虛擬

貨幣市場價值；若持有不逾一年，扣除額為該虛擬

貨幣的基準(basis)或捐贈時虛擬貨幣的市場價值，

兩者間較低者。

Q. 我持有多個相同種類的虛擬貨幣，

有些在不同時間點獲得故有不同的

基準，若處分一部分的虛擬貨幣，

我是否可以選擇哪些部分被處分？

是，前提要能明確辨認哪幾個虛擬貨幣參與此交易，

並證實這些虛擬貨幣的基準；若無辨認，則按先進

先出法。

Q. 2020年度中，除了以法幣購買虛

擬貨幣以外，我沒有進行其他的虛

擬貨幣交易，是否要在form 1040

有關虛擬貨幣交易活動的資訊揭露

欄位勾選yes？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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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虛擬貨幣之課稅制度

金管會108年令 行政院110年令
央行110年
新聞稿

證券型

所稱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係指運用密
碼學及分散式帳本技術或其他類似技術，
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交換或移轉之價
值，且具流通性及下列投資性質者：
1. 出資人出資。
2. 出資於一共同事業或計畫。
3. 出資人有獲取利潤之期待。
4. 利潤主要取決於發行人或第三人之努力。

N/A N/A

功能型 N/A
虛擬通貨指運用密碼學及分
散式帳本技術或其他類似技
術，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
交換或移轉之價值，且用於
支付或投資目的者。但不包
括數位型式之新臺幣、外國
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
門發行之貨幣、有價證券及
其他依法令發行之金融資產。

N/A

支付型 N/A

比特幣是一
種數位形式
的「商品」，
而非貨幣

針對蓬勃發展之虛擬貨幣市場，台灣雖已於2018年5月於立法院召開「健全加密貨幣洗錢防制」

公聽會展開密切討論，然基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對於證券型代幣定性，於2019

年7月3日以金管證發字第1080321164號令(下稱：金管會108年令)核定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

為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並對於涉及證券性質之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發行(即證券型代幣發行-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其發行人及經營

自行買賣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商，納入金融管理制度規範。據此，財政部亦跟進於2020年4月16日

以台財稅字第10900005070號令，明定符合上開規定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為證券交易稅條

例第1條第2項規定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之其他有價證券，其買賣應依同條例第2條第2款規定

課徵1‰證券交易稅。

然除此之外，對於支付型代幣或功能型代幣，面對不同之交易對象、交易頻率及交易態樣或方式，

目前財政部尚未公布全面性之課稅規範。然參照前揭金管會108年令、行政院110年4月7日院臺

法字第 1100167722 號令(下稱：行政院110年令)及中央銀行110年1月12日發布之新聞稿(下稱：

央行110年新聞稿)，其對於虛擬貨幣之定義彙整比較，預計財政部將配合金管會法規認定，認定

支付型代幣或功能型代幣為一類商品或無形資產，進一步發布相關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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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除應明確規範虛擬貨幣於稅務上的定性外，尚應針對

虛擬貨幣相關之所得稅、營業稅及遺產及贈與稅所發布全面性

之稅務解釋令，俾利遵循。又，為確保租稅稽徵制度之中立性，

財政部應對於虛擬貨幣及其他資產之課稅標準一致，如於計算

處分利得時，相關交易對價及取得成本之認定基準。

⚫ 為稽徵需求，對於境內的虛擬貨幣交易所是否需要負相關協力

義務，納入資訊揭露機制之範圍，以了解境內居住者之交易紀

錄。

⚫ 考量虛擬貨幣之相關各類應用日新月異，建議應隨時密切注意

發展情況，滾動式更新相關法規及稅務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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