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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Finance clarified whether overseas funds repatriated by individual 
residents will be taxe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has issued a tax ruling to clarify what types of overseas 
funds repatriated by individual residents will not be subject to income tax.  A 
reference list for the documents to be prepared for explanation and a flowchart for 
judgment are also attached. This clarification is intended to eliminate 
misunderstandings and encourage individual residents to repatriate overseas funds 
and invest in Taiwan. 
 

財政部說明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課稅？ 

 

財政部發布解釋，明確規範我國居住者個人匯回海外資金不用課徵所得稅的 3 種態樣，包括：

(1)非屬海外所得的資金；(2)屬海外所得，但已課徵所得基本稅額的資金；及(3)屬海外所得，

未課徵所得基本稅額但已逾核課期間的資金。並規定相關認定原則與應提示文件，供徵納雙

方參考，希望藉此消除外界誤解及疑慮，增加臺商資金回流投資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考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8-01-31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704681060 號令：核釋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基

本稅額之認定原則及檢附文件規定 

一、核釋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個人）自中華民國境外、香港及澳門將資金匯回境內（以

下簡稱匯回海外資金），其資金性質、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所得基本稅額之認定原則及相關證明文件： 

（一） 個人取得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以下簡稱海外所得），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

稅額，其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依同條例第 13 條規定於限額內扣抵之。 

（二）個人匯回海外資金，得自行辨認該匯回資金之性質及提示相關證明文件（詳附件 1 參考表），供

稽徵機關認定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所得基本稅額： 

1. 匯回海外資金之性質屬下列類型者，無須依本條例規定補報及補繳所得基本稅額： 

（1） 非屬海外所得之資金，包括海外投資本金或減資退還款項、借貸或償還債務款項、金融機

構存款本金、財產交易本金及其他資金等。 

（2） 已依本條例規定課徵所得基本稅額之海外所得。 

（3） 未依本條例規定課徵所得基本稅額，但已逾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規定核課期間之海外所得。 

2. 匯回海外資金之性質屬前目規定以外之海外所得者，包括海外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

得、利息所得、租賃所得、權利金所得、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財產交易所得、競

http://www.alliancetaipei.com/
http://www.alliancetaip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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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退職所得及其他所得等，應依本條例規定補報、計算及補繳所得基本

稅額（詳附件 2 流程圖）。 

（三）個人匯回海外資金屬於海外所得部分，依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以下簡稱查核要點）規定認定課稅年度及計算所得額： 

1. 認定課稅年度：海外所得應於給付日所屬年度，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所稱給付日所屬年度如下： 

（1） 投資收益：指實際分配日所屬年度。 

（2） 經營事業盈餘：指事業會計年度終了月份所屬年度。 

（3） 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賃所得、權利金所得、自力耕作、漁、牧、林、

礦之所得、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退職所得及其他所得：指所得給付日所屬年度。 

（4） 財產交易所得：指財產處分日所屬年度。適用於股票交易所得者，指股票買賣交割日所屬

年度；適用於基金受益憑證交易所得者，指契約約定核算買回價格之日所屬年度；適用於

不動產交易所得者，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所屬年度。 

2. 計算所得額：個人已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應核實計算其所得額；其未能提出成本及

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得依查核要點第 16 點規定計算其所得額。 

（四）稽徵機關依前 2 款規定查核認定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所得基本稅額時，就

個人自行舉證及辨認匯回資金性質，應本諸職權核實認定並錄案列管，避免重複採認。 

二、個人自大陸地區將資金匯回，涉及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

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者，其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綜合所得稅之認定原則及檢附文件，比照

前點第 2 款至第 4 款規定辦理。 

附件 1：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所得基本稅額相關證明文件參考表 

http://www.ntbsa.gov.tw/etwmain/download?sid=168a701c17d00000e978bc33c5100e80 

附件 2：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課稅分析流程圖 

 

http://www.ntbsa.gov.tw/etwmain/download?sid=168a701c17d00000e978bc33c5100e80
http://www.ntbsa.gov.tw/etwmain/download?sid=168a701c17d00000e978bc33c5100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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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31 財政部新聞稿：核釋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基本稅額之認定原則及相關

證明文件規定 
近來強化稅務合作與國際稅務資訊透明反避稅趨勢興起，美中貿易戰線不斷延長，不少長期在海外發

展的臺商為減輕企業所受衝擊，開始調整全球投資營運布局，回臺投資成為重要選項之一。行政院為

協助受影響臺商順利返臺投資，積極推動「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整合各部會資源提供土地、

水電、人力、稅務及資金等措施，儘可能排除各種可能不利的因素，以吸引優質臺商資金回流，帶動

國內經濟發展。 

財政部表示，稅務問題雖不是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唯一因素，但對考慮回臺投資的臺商而言，仍有釐

清投資相關稅務問題的需要，因此該部各地區國稅局已配合上開行動方案提供「稅務專屬服務」，包括

設立聯繫窗口提供稅務法規諮詢服務，並成立專責小組進行個案諮商，以有效處理臺商稅務疑義，提

升稅負確定性。 

同時為避免臺商誤以為匯回海外資金將會全部被視為海外所得課稅，且為確保稅務諮詢服務品質，財

政部於今(31)日發布解釋，明確規範我國居住者個人匯回海外資金不用課徵所得稅的 3 種態樣，包括：

(1)非屬海外所得的資金；(2)屬海外所得，但已課徵所得基本稅額的資金；及(3)屬海外所得，未課徵

所得基本稅額但已逾核課期間的資金。並規定相關認定原則與應提示文件，供徵納雙方參考，希望藉

此消除外界誤解及疑慮，增加臺商資金回流投資意願。 

財政部強調，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是針對我國居住者個人的「海外所得」而非「海外資金」課稅，由於

海外資金的構成因素及來源眾多，且多數個人對稅法規範普遍認知不足，也不像營利事業有設帳保存

憑證習慣，故上開令釋規定個人得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資金來源證明文件，自行辨認匯回海外資金構成

內容，凡不具所得性質者，例如海外投資本金或減資退還款項、海外借貸或償還債務款項、海外金融

機構存款本金及海外財產交易本金等，都不會涉及所得稅問題。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即使海外匯回資金含有海外所得性質，只要符合下列 3 種情況，也不用課稅，包

括：(1)個人於取得海外所得年度，不具我國居住者身分；(2)個人於取得海外所得年度具我國居住者身

分，但已申報課稅；及(3)個人於取得海外所得年度具我國居住者身分且未申報課稅，但依提示資料辨

別所得年度已逾核課期間。 

至於非屬上述 3 種情況，我國居住者個人如有核課期間內尚未申報課稅的海外所得，也可依稅捐稽徵

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如有應補繳基本稅額，得適用海外稅額扣抵以避免重複課稅，又補繳

的稅款除加計利息外，將免予處罰。該部並補充「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課稅分析流程圖」(詳附件)，

供外界參考。 

舉例說明： 

例一、我國居住者個人甲君於 108 年匯回海外資金新臺幣(下同)1 億元，已提示財富管理公司出具的

投資證明及交易對帳單，自行主張其中 6,000 萬元屬 95 年間為投資海外金融商品匯出的本金(非屬海

外所得)，3,000 萬元屬 99 年度投資獲配的海外營利所得(已逾核課期間)，餘 1,000 萬元屬 105 年度

出售該金融商品的海外財產交易所得(未逾核課期間)，海外已繳納所得稅為 20 萬元。假設甲君 105 年

度除海外所得外，沒有其他所得，一般所得稅額為 0 元，則甲君僅須就海外財產交易所得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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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當年度補報及計算所得基本稅額 66 萬元【(1,000 萬元-670 萬元)×稅率 20%】，並得扣抵海外已

納稅額 20 萬元，應繳納的基本稅額為 46 萬元。 

例二、我國居住者個人乙君(106 年度不具我國居住者身分)於 108 年匯回海外資金 1 億元，已提示原

始購置海外房地產相關紀錄及來源地稅務機關出具的出售所得納稅證明，自行主張其中 7,000 萬元屬

102 年度為購置海外房地產匯出的本金(非屬海外所得)，2,000 萬元屬 106 年度出售該房地產的海外

財產交易所得(106 年度為非居住者，該所得非屬課稅範圍)，餘 1,000 萬元屬 103 年至 105 年間(該期

間乙君為我國居住者)出租該房地的海外租賃所得(未逾核課期間)，則乙君僅須就海外租賃所得 1,000

萬元辦理 103 年度至 105 年度補報及計算所得基本稅額事宜，其在海外已繳納的所得稅，可於限額內

扣抵。 

財政部提醒，納稅義務人可提出有利的證明文件，自行主張匯回資金的構成內容與性質，稽徵機關將

錄案，往後年度再匯回海外資金時，應避免重複主張同一來源。 

附件：「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課稅分析流程圖」 

 
 

108-01-31 財政部新聞稿：境外資金匯回是否課稅說明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個人將資金配置於境外，其構成因素及來源眾多，非均屬境外所得，未必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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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境外所得課徵所得稅或所得基本稅額問題，但若屬須課稅部分，應主動申報，以免受罰。 

該局說明，民眾將境外之資金匯回，若非屬境外所得，是無須課稅的，例如：境外投資股本或財富管

理本金之收回、向境外金融機構之借款、撤回原預計境外投資之資金、處分境外財產非屬增值部分及

國際貿易存放於境外之資金等。但是，在境外從事各項投資、營運活動或提供勞務等所取得之所得，

例如：獲配境外被投資企業盈餘或股利、提供勞務取得所得及處分境外資產產生所得等，皆應分別於

獲配時、取得時及處分時依規定申報納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個人 99 年度以後取得之海外所得，同時符合下列三項門

檻，才須繳納基本稅額： 

一、一申報戶海外所得合計數在新臺幣 100 萬元(含)以上。 

二、一申報戶基本所得額(綜合所得淨額＋海外所得＋特定加計項目)超過 670 萬元。 

三、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70 萬元)×20%〕大於綜合所得稅一般所得稅額。 

另外，個人如果有取自大陸地區來源之所得，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該筆大陸地

區來源所得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該局補充說明，境外所得如有應納基本稅額或所得稅之情形，海外所得在所得來源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或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已於大陸地區繳納所得稅，可依規定自個人基本稅額或所得稅應納稅額中扣抵，

以消除重複課稅，合理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 

該局呼籲，境外資金不等同境外所得，所得如逾核課期間即不再課稅，個人基本稅額有課稅門檻，且

境外已納稅額可扣抵應納稅額。所以，個人境外資金匯回未必涉及課稅或漏稅問題，惟如有涉應課稅

或漏稅問題，請儘速自動補報補繳，可加息免罰。  *新聞稿同步影片連結：個人將境外資金匯回，要課稅嗎？

(https://youtu.be/yGRxcLEkxWA)* 

 

108-01-31 財政部新聞稿：營利事業境外資金匯回是否課稅之說明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常接獲民眾洽詢其所經營事業的境外資金匯回是否課稅疑義，有鑒於境

外資金(包括海外及大陸資金)係營利事業配置於境外作為各項用途，其構成要素及來源眾多，並非均屬

境外所得，例如收回境外投資股本及向境外金融機構借款，即非屬境外所得，未涉課徵所得稅問題。 

該局說明，所謂境外所得係指營利事業在境外從事各項投資、營運活動或提供勞務等所賺取的所得，

例如獲配境外被投資事業盈餘或股利、於境外提供勞務所取得的報酬及處分境外資產產生的所得等。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應就其境內及境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並

繳納應納稅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為避免重複課稅，境外所得如有繳納所得來源國或地區的所得稅，得提出所得來源

國或地區稅務機關發給的納稅憑證等相關證明文件，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惟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境外所得所增加的結算應納稅額。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的境外所得如未及時申報，請儘速自動向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凡屬未

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僅就補繳之應納稅額按日加計利息

免予處罰。 *新聞稿同步影片連結：公司匯回境外資金不等於境外所得（http://youtu.be/-8qxLhY_oDo）* 

https://youtu.be/yGRxcLEkxWA
https://youtu.be/yGRxcLEkxWA
http://youtu.be/-8qxLhY_oDo
http://youtu.be/-8qxLhY_o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