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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時序已進入7月末，政府在兩年前為鼓勵臺商回臺
投資的《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以
下稱專法)，即將在今(2021)年8月14日落日，屆
時臺商資金將無法再適用專法給予之優惠稅率，而
必須回歸至最低稅負制。專法落日後，未來臺商個
人若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應以適用境外資金回臺
課稅解釋令為首要考量。

另外，為避免營利事業或個人藉著在低稅負國家或
地區保留原應歸屬臺灣之利潤或所得，規避臺灣納
稅義務，政府於2016年修法通過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反避稅法案，
且最快將於明(2022)年正式上路，此將對臺商帶來
甚麼樣的衝擊?又該如何因應?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家族辦公室林志翔執
業會計師及林信行資深經理將於本篇文章為讀者們
整理資金回臺課稅解釋令五大判斷原則及相關注意
事項，並解析CFC內容及提供實施前應如何因應的
建議，期能提供廣大臺商制定決策之參考。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林信行

資深經理

資金回臺專法落日與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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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臺專法落日與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資金回臺專法內容回顧

提出境外資金匯回申請

國稅局

受理適用申請

(適用資格審查)

個人或營利事業

個人
帳戶

甲君

法人
帳戶

具控制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轉投資事業

境外

匯回資金稅率：

► 第一年： 8%

► 第二年：10%

審核通過
開設外匯存款專戶

審核否准

若不進行投資，
95%資金需綁定五年，
後分三年領回

自由運用≤5%

► 不可購置不動產及依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
發行之受益憑證

► 違者由稽徵機關補徵
12%或10%稅款

投資金融商品≤25%

► 轉入信託專戶或證券
全權委託專戶

► 依規定進行金融商品
投資

► 未達規定年限即提取，
由受理銀行代為補扣
12%或10%稅款

直接或間接 (透過國內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實質投資

► 二年內完成投資 (得經核准
延展二年)

► 不得購置不動產，但經核准
投資用於興建或購置供自行
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者，不
在此限；該建築物之使用及
持有期限將另訂於子法規

► 完成投資後六個月內申請核
發完成證明

► 取得完成證明後六個月內申
請退還50%稅款

自匯回日起一年內提出投資申請
並經經濟部核准，受理銀行比照
受理

► 投資滿四年

► 該間接投資標的投資重要
政策產業應達一定比例，
未達一定比例者，得經核
准變更標的

► 投資期滿後六個月內申請
核發完成證明

► 取得完成證明後六個月內
申請退還50%稅款

五
年
屆
滿
後
，
分
三
年
領
回

受理銀行

受理開戶匯回

(洗錢資恐審查)

直接投資 間接投資

個人
外匯
專戶

甲君

法人
外匯
專戶

營利事業

如
未
完
成
投
資→

匯
回
專
戶
，
年
限
併
計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以下簡稱專法)於前(2019)年8月15日正式

實行，個人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境外轉投資收益，在專法實施首年匯回，適用稅率

為8%，次年提高至10%。資金匯回後若從事實質投資，稅率可再減半，提供臺商資

金回流簡便之方案。專法申請適用流程及匯回資金運用限制之規定簡要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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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臺專法落日與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資金回臺專法實施效益檢視

據財政部統計數據如下表，截至今(2021)年7月14日專法申請匯回金額累計為新臺

幣(下同)2,750億元，實際匯回金額為2,536億元。依前述申請匯回金額來看，雖已

達到政府原本低推估金額2,666億元，但距中推估金額8,544億元尚有不少差距。

申請人類型
申請 核准 匯回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個人 877 1093 848 1,067 804 988

營利事業 455 1,657 435 1,620 398 1,548

合計 1,332 2,750 1,283 2,687 1,202 2,536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申請案件統計表
2019年8月15日 ~ 2021年7月14日止

單位：件/新臺幣(億元)

探究專法無法達成中推估之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兩大項：

1. 資金用途的限制

除自由運用及實質投資以外之資金，須綁定在外匯存款專戶長達5+2年。5+2年

時間過長，期間可能面臨極大變化、不確定性太高。對於無實質投資需求臺商而

言，恐因考量資金的流動性、變現性及獲利性等限制，而影響適用專法的意願。

2. 實質投資範圍的限縮

現今臺灣面臨產業轉型升級，許多非傳統製造業的新興產業更需要投資者的資金

支持。投資計畫支出項目應更加放寬，尤其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核心資產，應該

納入人才薪資、人才培訓支出以及其他軟實力建構支出，例如技術研發、品牌建

立、行銷活動等，讓企業投資計畫可以有更多彈性並符合自身營運發展需要，以

利產業多元化發展及企業創新升級。然現行專法並未將前述支出項目納入實質投

資範圍，同樣影響了臺商適用專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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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臺專法落日與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判斷步驟 說明彙整

一、資金性質判定

► 自行辨識匯回資金的性質是否屬於海外所得，如屬海外

投資本金、減資退還款項、借貸或償還債務款項、金融

機構存款本金、財產交易本金等，則為非屬海外所得之

資金。

二、應課稅所得判定
► 若匯回資金屬海外所得、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則需繼續

往下判斷。

三、區分課稅年度
► 判斷海外所得之課稅年度是否落在5年(已依規申報)或7

年(未曾依規申報)核課期間內。

四、稅負試算

如所得發生時點在核課期間內，需進行以下稅負試算：

► 海外所得：每一申報戶海外所得如在新臺幣100萬元以

上，應全數併入所得發生年度之基本所得額計稅；如海

外所得未超過新臺幣100萬元，則免予計入。

►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得

稅。

五、稅務居民身分確認
► 所得發生年度是否為臺灣稅務居民，如是，則有納稅義

務，應依法補報及補繳稅額。

境外資金未來應著重方向：資金回臺課稅解釋令

在專法落日後，未來個人臺商若有境外資金匯回需求，應首要考量適用財政部於

2019年1月31日發布之解釋令(台財稅字第10704681060號令)。針對個人匯回海

外資金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基本稅額，可藉由以下資金回臺課稅解釋令之五大判

斷步驟釐清，詳細說明彙整如下：



6 | 安永家族辦公室 前瞻觀點

資金回臺專法落日與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CFC反避稅法案簡介

隨著專法落日，緊接著上路的將會是受控外國企業法案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由於立法院在通過境外資金匯回專法時作成附帶決議，要求財政

部於今年8月14日專法施行期滿後一年內，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受控外國企業法案施

行日期，因此可合理預期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有關

受控外國企業法案(CFC)之規定最快將於明(2022)年開始生效適用，屆時若臺灣個

人(及其關係人)或臺灣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持有設立於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公

司50%以上股權或對該等公司具有重大影響力，不論該境外公司是否決議分配盈餘，

臺灣個人股東或營利事業股東均應依持股比例將該境外公司當年度盈餘認列為臺灣

個人或營利事業之所得，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調整增加課稅所得額。茲以個人

CFC為例，將個人CFC實施前、後之影響比較如下圖：

CFC實施前 CFC實施後

A公司分配股利予BVI控股公司後，BVI公司如
將當年度盈餘保留未再作分配，臺灣個人便無
須計徵海外所得最低稅負，可達到個人所得稅
負遞延之效果。

BVI當年度盈餘即便未分配至臺灣個人，亦將視
同分配，臺灣個人應依其直接持有CFC之比例計
算CFC營利所得，併入其個人基本所得額，計徵
最低稅負，稅負遞延效果不再。

BVI
控股公司(CFC)

境外

A公司

100%

境內
臺灣個人

分
配
股
利

BVI
控股公司

境外

A公司

100%

境內
臺灣個人

分
配
股
利

100% 100%

視
同
分
配
股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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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臺專法落日與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應備文件

計算及申報

基本所得額時

1. 個人或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之結構圖、所得年度12月31

日持有股份或資本額及持有比率。

2. 受控外國企業財務報表，並經其所在國家或地區或中華民

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但個人或營利事業有其他文據足

資證明受控外國企業財務報表之真實性並經個人戶籍所在

地稽徵機關確認者，得以該文據取代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表。

3. 受控外國企業前十年虧損扣除表。

4. 受控外國企業營利所得計算表(包含實際獲配受控外國企

業股利或盈餘減除數、按出售比率計算之累積至出售日計

算受控外國企業營利所得餘額減除數)。

5. 個人或營利事業適用前條第二項規定，應提出經所在地中

華民國駐外機構或其他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驗證之所得

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

6. 受控外國企業之轉投資事業股東同意書或股東會議事錄。

7. 經所在地中華民國駐外機構或其他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

驗證之受控外國企業之轉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合併、

破產或清算證明文件。

供稽徵機關查核時
1. 個人或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持股變動明細。

2. 非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轉投資事業財務報表。

CFC反避稅法案簡介(續)

依據尚未生效之《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及《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

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持有設立於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公司50%以上股權或

對該等公司具有重大影響力之臺灣個人股東或是營利事業股東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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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專法即將落日，CFC反避稅法案又將隨之日出，面對日新月異的稅務環境，廣大個

人臺商應當如何因應此一稅務變革呢?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家族辦公室林志

翔執業會計師提出以下兩種方案以及相關建議事項供讀者們參考，希望讀者們都能

順“稅”平安。

資金性質 證明文件

股東往來返還
(非屬海外所得，免稅)

▪ 境外公司資產負債表
▪ 足資證明借貸事實之文件

盈餘分配
(所得性質，應稅)

▪ 境外公司資產負債表
▪ 盈餘分配表

►海外所得納入基本所得額：稅率20%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累進稅率5%~40%

√ 需視資金組成性質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境外公司資金匯回至

個人可能的二種情況為例：

►匯回資金總額x稅率10%

√ 專法施行期限僅有兩年，並將於今(2021)年8月14日截止，

距今已僅剩不到三周的期限，若有想適用專法的讀者，建議

儘快尋求專業稅務會計師協助處理，搶搭上資金回臺專法的

末班車。

專法開始實施日
2019/8/15

專法實施第二年
2020/8/15

適用期限
2021/8/14

稅率：8% 稅率：10%

方案一：境外資金匯回至個人

適用專法

適用解釋令

境外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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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族辦公室諮詢專區
若您閱讀文章後有任何的疑問或需要更進一步的建議諮詢，誠摯歡迎您來信簡述您
的需求。收到您的信件後，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與您聯絡預約時間。

安永家族辦公室期待您的來信!! familyoffice@tw.ey.com

►林志翔執業會計師(Michael.Lin@tw.ey.com；(02)2757-8888分機88876)

►林信行資深經理(Laster.Lin@tw.ey.com；(02)2757-8888分機67166)

資金回臺專法落日與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

方案二：繼續維持境外公司(CFC)

1. 建議檢視股權結構及持股比例

► 整體架構調整：多層或分散架構是否還有其必要性？

► 股權比例調整：

 所得與財力不相當之子女做為股東的風險？

 檢視是否有以名義人持有?

2. 建議尋求專業會計師記帳簽證及稅務諮詢

 確認法令規定要求。

 盤點境外公司資產。

 釐清境外公司資金組成性質，屬於本金或盈餘。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後，如境外公司有虧損，方能主張扣抵。

3. 檢視稅務居民身分

► 確認個人是否為臺灣稅務居民。

安永家族辦公室建議：

個人過去如因不諳會計觀念或尚未保存相關會計憑證，且並未建立個人境外
公司帳簿，建議應於CFC制度正式上路前，尋求專業會計師進行稅務諮詢及
早部署往合規方向調整，以因應未來CFC申報規定。

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CFC反避稅法案上路因應(續)

mailto:familyoffice@tw.ey.com
mailto:Michael.Lin@tw.ey.com
mailto:Laster.Lin@tw.ey.com


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
界的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
計服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 －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
隊提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
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
機構可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
供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
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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