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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印發 

 

院總第 269 號 委員 提案第 21024 號   

 

案由：本院委員余宛如等 16 人，為鼓勵個人申報境外資金及公司獲

配境外轉投資收益，並引導相關資金回國投資特定受獎勵事

項，特制定「促進境外資金回國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金融帳已經連續 27 季呈現淨流出，究其原因，其中又以對海外投資為大宗，加上近年

外人直接投資我國金額相對下降、外商公司離開台灣轉往中國設點，以及我國部分產業因

應國際供應鏈調整，生產基地外移，並以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之方式運作，致使我國國內生

產毛額（GDP）有成長之現象（2011 年到 2017 年預估總增加 15.68%，由人均 GDP$20,939

美元增至 GDP$24,222 美元）；但觀察國內整體就業狀況、青年就業數據、實質薪資水準、

新設企業家數，以及股市新公開發行（IPO）企業家數等，卻無相對於 GDP 成長之表現。

由此觀之，我國整體經濟體質實質弱化，亟需政策誘因逆轉淨資金外流之情況，促進我國

經濟再發展及轉型。 

二、蔡英文總統於民國 106 年 5 月 1 日指示國發會研擬金融產業發展戰略，以租稅特赦鼓勵國

人海外資金回流，採取一次性課稅，並鼓勵回流資金投入政策推動項目，避免淪於炒房炒

股。 

三、另，有鑑於全球主要國家相繼祭出「國際共同申報標準」（CRS，俗稱肥咖條款），故趁此

時機引導國人滯留海外資金回國，提供優惠稅負，鼓勵投入政策扶植產業或項目，特訂定

「促進境外資金回國投資特別條例」。 

四、依照美國法規規範，美國企業於海外公司之盈餘，在匯回美國之前不用繳稅，而美國海外

盈餘稅率高達 35%，因此影響企業盈餘跨國流動甚鉅，致使美國企業經常以各種方式再投

資於海外，美國因此不只失去潛在稅收，也損失潛在的本國投資與就業機會。故於 2004 年

美國曾實施短期的租稅假期（tax holiday），明訂一個時間，讓企業把海外資金撤回國內，

並施以低稅率（5.25%），但限定這些資金必須投入雇用人工、基礎建設，或研發等。 

五、近來，東南亞國協第一大國印尼，於 2016 年 6 月 28 日通過並實施租稅特赦（tax amn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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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特赦項目包含所得稅、增值稅與奢侈稅等三項，印尼政府預估會增收 124 億美元（

約 3700 多億新台幣）的稅金，並且在 2017 年第一季，已經收到 86 億美元（約 2600 億新

台幣）的稅收，其成效相當卓越。印尼採取之租稅特赦，不僅在限定申報期限內（總共 9

個月），免除原未申報之稅目之責罰，也以降低稅率的方式作為誘因，並實施時間差別稅

率，在法律通過三個月內申報，稅率為 4%，第四到六個月 6%、第七到第九個月 10%。印

尼並進一步規定，申報後，若匯回印尼本國內，投資或保留至少 3 年，則上述稅率減半（

參閱下表）。 

表一 台、美、印尼三國促進境外資金回國投資作法差異對照表 

 我國 美國 印尼 

稅務誘因方式 促進境外資金回國投資 租稅假期 租稅特赦 

稅率 4%、8%、12% 5.25% 4%、6%、10% 

投資減免 至少投資 3 年減半 無 至少投資 3 年減半 

製表：立法委員余宛如辦公室 

六、根據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海外所得高於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

，扣除免稅額六百七十萬後依稅率 20%繳稅。所謂海外所得，係指海外所得之淨額，未能

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如為財產交易，得按實際成交價格之 20%，計算其所得

額。我國海外資金中以投資占最大比重，參照一般性投資結果可推知其中又以本金占多數

，真正的盈餘數額較小。參考上述海外所得淨額認定實際成交價格 20%之規定乘上 20%稅

率，因此實際課稅率約落在 4%上下；另外，根據綜合所得稅資料（如表二），我國綜合所

得之有效稅率在 6%上下，綜合以上，本案建議以稅率 4%、8%、12%為優惠稅率，在適用

投資減半後，稅率分別為 2%、4%、6%，以達到引導租稅回流併投資我國之政策效果。 

表二 100年至 103年我國綜合所得稅之有效稅率表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有效稅率 6.11% 5.79% 5.38% 6.65% 

七、至於投資優惠，相較於新加坡及香港，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為 17%，新加坡同為 17%

，但香港則為 16.5%，但我國還有未分配盈餘稅 10%，以及營業稅 5%，故以優惠誘因而言

，必須提供扣除資金移動成本後，足夠高的稅率差異方能讓這些資金有投入政府指定之產

業誘因。我國、新加坡、香港之稅率整理如下表（詳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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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星、港稅率對照表 

 台灣 新加坡 香港 

營利事業所得稅/企業稅稅率 17% 17% 16.5% 

未分配盈餘稅稅率 10% 無 無 

營業稅/商品及服務稅 5% 7% 無 

製表：立法委員余宛如辦公室 

八、鼓勵回流資金需配套相關措施，除禁止投資房地產等無益實質經濟發展項目外，對於投資

特定受獎勵事項或事業或於項目間轉換，且至少維持三年者，應另予以其他政策獎勵，以

充分發揮促進境外資金回國投資的政策目的。本條例針對投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相關計畫

及子計畫、五+二產業創新計畫相關計畫及子計畫等事項或事業，給予適用稅率減半之優惠

，即著眼於相關事項或事業屬於政府主要施政計畫，與國家經濟發展有重大關連，或是與

社福公益等整體社會利益有關者。 

九、本條例共計十三條，相關內容如下： 

第一條：立法宗旨。 

第二條：用詞定義。 

第三條：主管機關。 

第四條：個人境外資金回國投資適用條件。 

第五條：公司境外資金回國投資適用條件。 

第六條：個人適用稅率減半之投資事項及時間。 

第七條：公司適用稅率減半之投資事項及時間。 

第八條：課稅收入之專用事項。 

第九條：投資房地產之限制與例外。 

第十條：應連續三年提供境外資產與獲配境外轉投資收益使用情況年度報告。 

第十一條：短漏報之處罰。 

第十二條：施行細則之訂定。 

第十三條：施行日期。 

 

提案人：余宛如   

連署人：蔡易餘  陳賴素美 姚文智  吳焜裕  江永昌  

劉世芳  蘇巧慧  莊瑞雄  鍾佳濱  郭正亮  

陳曼麗  吳玉琴  陳 瑩  邱泰源  黃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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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境外資金回國投資特別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鼓勵個人申報境外資金及公司獲配

境外轉投資收益，並引導相關資金回國投資

特定受獎勵事項，特制定本條例。 

明定本條例立法宗旨。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境外資產：個人於境外所有資產，包括

以他人名義登記者。 

二、公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三、金融機構：指適用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

條規定之機構。 

四、金融業務：金融機構業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核准或備查或其他依法得以辦理之

一切金融業務，但不包括銀行法第三條所

規定之存款。 

五、自住房屋、土地：指適用所得稅法第十

四條之八規定之房屋、土地。 

一、明定本條例用詞定義。 

二、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第一款：「金融機

構：指下列銀行業、證券及期貨業、保險

業所包括之機構、信託業、金融控股公司

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 

(一)銀行業：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票

券金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 

(二)證券及期貨業：包括證券商、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

券金融事業、期貨商、槓桿交易商、

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

顧問事業。 

(三)保險業：包括保險公司、保險合作社

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明定本條例主管機關。 

第四條 個人於下列期間，申報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境外資產者，得分別依

照下列規定稅率課稅，而免除該等資產所涉

各項稅法課稅及處罰之規定： 

一、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至一百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適用稅率百分之四。 

二、於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期間，適用稅率百分之八。 

三、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一百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期間，適用稅率百分之十二。 

於本條例施行日尚未確定案件，適用前

項規定。 

一、明定個人境外資金回國投資適用條件。 

二、根據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第

十三條規定，海外所得高於新台幣一百萬

元以上，扣除免稅額六百七十萬後依稅率

20%繳稅。所謂海外所得，係指海外所得

之淨額，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

件者，如為財產交易，得按實際成交價格

之 20%，計算其所得額。我國海外資金中

以投資占最大比重，參照一般性投資結果

可推知其中又以本金占多數，真正的盈餘

數額較小。參考上述海外所得淨額認定實

際成交價格 20%之規定乘上 20%稅率，因

此實際課稅率約落在 4%上下；另外，根

據綜合所得稅資料（如表二），我國綜合

所得之有效稅率在 6%上下，綜合以上，

本案建議以稅率 4%、8%、12%為優惠稅

率，在適用投資減半後，稅率分別為 2%

、4%、6%，以達到引導租稅回流併投資

我國之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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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公司於下列期間，獲配境外轉投資於

本法公佈施行年度（含以前年度）所生之收

益者，得分別依照下列規定稅率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而不適用所得稅法第五條第五項

規定之稅率： 

一、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適用稅率百分之七。 

二、於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適用稅率百分之九。 

一、明定公司境外資金回國投資適用條件。 

二、投資優惠，以新加坡及香港相較於我國而

言，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為 17%，新

加坡同為 17%，但香港則為 16.5%，但我

國還有未分配盈餘稅 10%，以及營業稅

5%，故以優惠誘因而言，必須提供扣除資

金移動成本後，足夠高的稅率差異方能讓

這些資金有投入政府指定之產業誘因。 

第六條 個人依第四條規定申報境外資產，且

將該等資產於當年度投資以下特定受獎勵事

項或事業或於項目間轉換至少三年者，其適

用稅率減半： 

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相關計畫及子計畫。 

二、五+二產業創新計畫相關計畫及子計畫

。 

三、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條第七款所定長照

服務體系。 

四、新創事業。 

五、社會企業。 

六、托育事業。 

七、社福公益等營利或非營利機構。 

八、擴大境內投資，包含對本國營利事業投

資，或是對外投資但相關資金用於台灣分

公司或轉投資子公司。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需要鼓勵推動的產

業。 

前項各款之適用範圍及相關辦法，由主

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定之。 

一、明定個人適用稅率減半之投資事項及時間

。 

二、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條第七款，

「長照服務體系」係指「長照人員、長照

機構、財務及相關資源之發展、管理、轉

介機制等構成之網絡」。 

三、新創事業之定義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 

四、社會企業之認定，在相關專法立法完成前

，依據經濟部「社會企業行動方案」辦理

。 

五、可投入社福公益等營利或非營利機構，以

補國內社福資源之不足。 

第七條 公司依第五條規定獲配境外轉投資收

益，並於當年度投資前條所列之特定受獎勵

事項或於項目間轉換至少三年者，其適用稅

率減半。 

明定公司適用稅率減半之投資事項及時間。 

第八條 依據本條例課稅的相關稅賦收入，應

專用於補充長照財源及法定公共年金。 

一、明定課稅收入之專用事項。 

二、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四條第七款，

中央主管機關應負責長照財源之規劃、籌

措。 

三、依據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我國年

金制度架構」，第一層為法定公共年金，

包括公教保、軍保、勞保、農保（老農津

貼）、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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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個人所申報之資金或公司獲配之境外

轉投資收益，三年內不可投資我國境內房屋

、土地，但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可購置

個人自住房屋、土地或公司業務所需用之自

用不動產。 

前項個人自住房屋所需用之自用不動產

以一戶為限，土地以建築該自住房屋或自用

不動產所需為限。 

明定投資房地產之限制與例外。 

第十條 個人與公司應於適用本條例年度次年

起，連續三年提供境外資產與獲配境外轉投

資收益使用情況年度報告。未依規定期間內

提供報告者，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六條之一

規定處罰。 

一、明定應連續三年提供境外資產與獲配境外

轉投資收益使用情況年度報告。 

二、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有

關機關、機構、團體、事業或個人違反第

五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財政部或其授權之機關調查或備詢，或未

應要求或未配合提供有關資訊者，由財政

部或其授權之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配合辦理；

屆期未配合辦理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一條 個人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有短報或漏報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境外資產涉及違反稅法時，其處罰加倍。 

明定短漏報之處罰。 

第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 

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