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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從各國發展資產管理事業經驗來看，全球資產管理事業發展至今，不僅

成為先進國家及新興市場進行資產配置及累積財富的方式，也是導引儲蓄資

金投入長期投資、支持產業活動的有效管道。而從主要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發

展經驗來看，隨著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全球化，各國高資產族群透過跨境資金

移動尋求更有效率的資產配置與財富管理方式，各個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無不

積極建立有效吸引境外資金的誘因機制與投資環境，以壯大所轄資產管理規

模，並藉此導引境外資金流入支持本國產業發展與基礎建設等資金需求。 

隨著臺灣經濟發展日趨成熟，擁有高淨值財富的國人逐漸增加，帶動財

富管理的需求。依據德國安聯集團 2017 年所發表的報告，2016 年臺灣整體

金融資產成長 10%，高於全球平均的 7%；在 2016 年全球最富有國家的排名

中，臺灣平均每人金融資產淨值約為 342 萬台幣，名列亞洲第 2 和全球第 5

名，顯示臺灣有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的潛力。 

但過去十年臺股基金規模卻大幅萎縮，2007 年約為新台幣 5 千億元，至

2018 年 7 月底已減少為新台幣 1,800 億元，縮水近三倍；同期間臺股日成交

均量從 1,683 億元降至 1,327 億元。同時，我國境內基金與境外基金規模差

距日益擴大，2007 年國內投資人持有境外基金僅新台幣 1.4 兆元，至 2018

年 7 月底已增加為新台幣 3.5 兆元；相對地，2007 年境內基金資產規模約新

台幣 2 兆元，至 2018 年 7 月底僅微幅增加為新台幣 2.5 兆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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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資產管理市場現況 

資料來源：1.投信投顧公會網站，http://www.sitca.org.tw/。 

2.本研究整理。 

鑒於臺股基金規模持續萎縮不利中小企業籌資，而國人習於將財富交由

海外資產管理業務管理，長期也將影響國內資產管理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利

我國發展資產管理中心。故為發展我國成為區域資產管理中心，建立資金引

導機制，吸引境外資金透過國內資本市場投資實體產業，不啻為可研議的一

帖良方。 

近年來考量全球投資環境轉變，以及主要國家相繼簽署《共同申報準則》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s, CRS)之反避稅措施、我國亦將在 2020 年 9 月

實施第一波國際租稅資訊交換，加以政府積極鼓勵臺商鮭魚返鄉，臺商多有

考慮將資金匯回並投資臺灣。若能爭取此一龐大境外資金回國，鼓勵回流資

金投資在政府刻正推動的前瞻計畫、五加二產業、長照產業等相關資產管理

商品與私募股權基金，將有助於帶動臺灣產業發展與就業成長；且隨著國內

資產管理事業發展茁壯，亦能建構相關金融產業鏈，提振我國資產管理產業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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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臺灣經濟研究院接受投信投顧公會委託執行「促進境外資金回流

支持我國成為資產管理中心發展」研究計畫，研議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資

產管理業和私募股權基金為樞紐，導引我國境外資金回流投資重點推動產業、

支持資產管理中心發展之運作機制。希望透過國際經驗之借鏡及國內外文獻

研究，研提建立此一運作機制之建議架構，供我國資產管理業有關單位在政

策推動之參考，以促進臺商境外資產匯回並發展我國成為資產管理中心。 

第二節 研究內容、方法與架構 

一、 研究內容 

為研議如何促進境外資金回流並支持我國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本研

究將參酌當前全球資產管理產業發展趨勢、主要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吸引境外

資金來發展的成功經驗，以及近年國外運用租稅優惠吸引境外資金，並透過

資產管理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支持實體產業機制之相關內容，做為規劃設

計我國機制之參考。本研究內容涵蓋以下範疇： 

(一) 蒐集整理國外相關文獻，探討境外資金與資產管理事業在全球資產

管理的角色及實體經濟促進的貢獻，佐證我國以資產管理業為樞紐

來導引境外資金回流投資重點推動產業、支持資產管理中心發展之

價值。 

(二) 比較國外導引境外資金投資實體產業、支持資產管理中心發展的促

進措施及其效果，探究如何透過資產管理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將境

外資金引進實體經濟、支持資產管理中心發展，做為設計我國機制

與配套措施之參考。 

(三) 回顧我國資產管理產業發展及開放從事私募股權基金現況，評析並

論述我國以資產管理業務及私募股權基金為樞紐，驅動境外資金投

資國內外實體產業、支持資產管理中心發展之必要性、可行性、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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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益。 

(四) 針對如何促進境外資金透過資產管理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來投資

實體企業、支持資產管理中心發展，提出具體可行之機制設計與配

套措施。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係針對前述議題，藉由文獻資料的蒐整與分析，了

解當前全球資產管理業的發展現況與趨勢，探討境外資金及資產管理事業對

發展資產管理中心及一國實體產業活動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同時，比較研

究近年美國、印尼、新加坡與澳洲吸引境外資金流入並透過資產管理事業支

持當地經濟發展的機制內容與推動效益，從中歸納可供我國借鏡的成功經驗，

納入成為我國機制的重要元素。相關研究方法如下說明： 

（一） 文獻分析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的方法，蒐集國內外研究暨學術機構、資產管理產

業組織、政府單位等對全球資產管理市場、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吸引境外資

金機制之研究資料，進行系統化的彙整及客觀的分析，以有效掌握當前全球

資產管理業與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發展全貌，並洞察境外資金與資產管理事

業對一國經濟展之貢獻，作為本研究推論演繹的基礎依據。 

（二） 比較研究 

本研究使用比較研究方法，比較美國、印尼、新加坡與澳洲四國近年吸

引境外資金流入本國的誘因機制，以及前述四國個別透過資產管理事業導引

境外資金投資國內產業活動的機制差異，並分析各自推動效果及原因，從中

獲取我國可參採及借鏡之政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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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分四個部分進行分析，包含探討境外資金與私募股權基金於全

球資產管理角色；比較國際上導引境外資金支持發展全球資產管理中心之案

例；評析我國資產管理產業發展現況及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之契機與重要

性；進而提出促進境外資金回臺投資發展資產管理業的可行機制。具體研究

架構見圖 1-2-1。 

 

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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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全球資產管理發展談境外資產回臺契機 

為研議如何促進境外資金回流支持我國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本章擬

先剖析在全球資產管理產業的發展脈絡及未來趨勢下，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如

何吸引境外資產來壯大市場規模，從中獲取可借鏡之處，再檢視臺灣相對其

他國家在全球資產管理市場的先天條件與發展潛力，評析我國導引境外資產

回臺支持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契機與重要性。 

第一節 全球資產管理產業之發展與經濟貢獻 

金融市場全球國際化與自由化已是不可避免之趨勢，隨著金融市場資訊

流通快速與瞬息萬變，再加上低(負)利率環境到來，許多高淨額財富投資者

試圖尋找替代傳統儲蓄存款之另類投資理財方式，以獲取更高投資報酬，因

而轉向藉由相關專業人員之專業化資產管理，來管理其財富以及資產。本節

將從全球角度概介當前資產管理市場現況，並從中觀察全球資產管理業的未

來發展趨勢。同時也將綜整相關文獻研究成果，進一步探討資產管理業對實

體經濟的貢獻與意義。 

一、全球資產管理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一) 全球資產管理產業發展現況 

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亦稱為資產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

或是投資管理(Investment management)，為針對證券及資產之專業金融服務，

由資產管理機構或投資銀行匯集投資人資金，以客戶投資人之利益為出發點，

透過金融資產管理相關專業人員之專業服務提供，進而為投資人創造其投資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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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全球國際化與自由化已是不可避免之趨勢，隨著金融市場資訊

流通快速與瞬息萬變，再加上個人財富有所提升與低(負)利率環境到來，許

多高淨額財富投資人試圖找尋替代傳統儲蓄存款之投資理財方式，因而轉向

藉由相關專業人員之專業化資產管理，透過資產管理人員專業知識建議與操

盤來管理其財富資產，以獲取更高投資報酬。此外，隨著個人所得財富增加

與高齡化社會趨勢到來，許多民眾對於己身之資產永續管理更為重視，特別

是在發展中國家，個人退休與養老基金乃成為現今資產管理市場中，最具發

展潛力之項目。 

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Taiwan)發布之《2017 資產和財富管理

調查報告》1，全球資產管理資金規模於 2004 年至 2016 年間逐漸擴增，從

37.3 兆美元成長至 84.9 兆美元，13 年間約成長了 2 倍之多；從地區別來看，

由北美和歐洲地區主導，2016 年北美市場總資產管理規模為 46.9 兆美元，

約占全球比重 55%，其次為歐洲市場為 21.9 兆美元，約占全球比重 26%(圖

3 及圖 4)。 

報告並指出，伴隨著全球低水平利率與持續性整體經濟增長之下，全球

資產管理產規模將會呈現快速增長現象，預估在未來 2025 年，全球資產管

理規模將從 2016 年 84.9 兆美元迅速成長至 145.4 兆美元之多，其資產與財

富管理產業之產業(市場)滲透率2占比有著逐年攀升之趨勢(圖 3)。同時，相較

於北美及歐洲地區，未來亞太地區資產管理規模將成長快速，預估自 2016

年至未來 2020 年，將從 12.1 兆美元成長至 29.6 兆美元之多，並以每年 8.7%

速度來成長；且預估 2020 年至 2025 年，亞太地區資產管理規模會提升至每

年 11.8%，增長速度比歐美地區來的快上兩倍之多，未來將會成為北美及歐

洲以外之第三大資產管理市場。 

 

 

                                                      
1 資誠 PwC2017 年 10 月發布之「資產與財富管理革新:迎接急劇變動」調查報告。 
2 滲透率(penetration rate)為資產管理產業占總資產之占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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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PwC Taiwan)與中國信託銀行(CTBC)共同發布之《台灣高資產客群

財富報告》中提及，未來資產管理市場主導霸權將從傳統歐美地區轉移至中

國大陸、印度與東協國家等高速經濟增長之新興市場。另勤業眾信諮詢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簡稱為 DTTL)子公司 Casey Quirk 發布的

《百舸爭流，奮楫者先:未來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的領航者》報告也預估，中

國大陸於未來 2019 年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資產管理市場，且其資產管理規模

於 2030 年也將達 17 兆美元之多。 

 

 

 

 

 

 

 

 

 

 

 

 

 

 

 

圖 3 全球資產與財富管理產業資金規模圖(含預估值) 

     資料來源:1.資誠 PwC Taiwan，“Asset & Wealth Management Revolution:  

                Embracing Exponential Change ” ，2017 年。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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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全球資產管理產業資金規模分布區域圖(含預估值) 

    資料來源:1. 資誠 PwC Taiwan，2017 年，“Asset & Wealth Management Revolution:  

                Embracing Exponential Change ”。 

              2. 本研究整理。 
 

(二) 全球資產管理產業之未來發展趨勢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前，全球資產管理市場投資人偏好傳統型的主

動式投資，於 2004 年至 2012 年間占整體資產管理市場將近 80%。但全球金

融海嘯過後，市場利率普遍呈現下行趨勢且市場波動加劇，投資人為提高資

產管理的投資報酬率，逐漸傾向指數股票型基金(ETF)等被動式投資，以及

非傳統性質的另類投資工具(Alternative)，包含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PE Fund)、避險基金(Hedge Fund)、創業投資基金(Venture Capital,VC)

等，以進行有效資產管理配置及規劃。 

如圖 5 所示，至 2020 年，預估被動式投資的資金規模將由 7.3 兆美元增

加為 22.7 兆美元，達 3 倍以上。同一期間，另類投資工具的資金規模將由

6.4 兆美元增加為 13 兆美元，也將成長 1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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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資產管理產業投資標的種類成長趨勢圖(含預估值) 

資料來源:1. 資誠 PwC Taiwan，2014 年，“Asset Management 2020: A Brave New World”。 

         2. 本研究整理。 

 

展望未來世界各地的眾多情勢變化，如「中」美貿易衝突、中國大陸消

費驅動型經濟轉型、英國正式啟動脫歐程序與地緣政治紛亂等，無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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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及適度轉型，運用大數據分析並與電子商務整合，提早掌握客戶之投資行

為模式，來提供更優質且更適切的專業資產管理服務，以助興未來資產管理

產業持續蓬勃成長。

32.7

49.8 50.2
66.1

4.3 7.3

22.7

5.3
6.4

13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04 2007 2012 2020e

主動型資產管理工具 被動型資產管理工具 另類資產管理工具

單位:兆美元 



12 

 
 

二、資產管理產業之經濟貢獻 

資產管理產業在協助投資人進行資產配置及賺取投資報酬之同時，也扮

演將資金供給方導引至資金需求方，藉以支持實體產業活動的資金需求。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曾指出，將儲蓄有效導引至長期投資的管道 (saving-investment 

channels)，能促進經濟持續成長及金融市場穩定發展，其中資產管理業在歐

美國家發揮最重要的導引管道功能3。不僅是傳統的資產管理工具，世界經濟

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為 WEF)於 2015 年發布《另類投資 2020》

調查報告4亦指出，其他另類資產投資基金，包括私募股權基金、創投基金以

及避險基金等，對於一國經濟增長、業者生產能力與企業創新等均帶來正面

獲益幫助。 

(一) 實質經濟貢獻 

2008 年發生金融海嘯後，隨著各國銀行金融機構法規改革趨嚴，在嚴格

之監管法規制度下，資產管理產業與另類投資公司逐漸取代傳統銀行之資金

借貸功能，反而更能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多資金需求。根據私人財富管理公會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Association，簡稱為 PWMA)與畢馬威中國

(Klynveld Peat Marwick Goerdeler，簡稱為 KPMG)共同撰寫之 2018 白皮書5中，

提及私人財富管理產業(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industry，簡稱為 PWM)對

於香港經濟之貢獻極為重要，於 2017 年為香港經濟貢獻 246 億港元至 300

億港元之增值，占香港國內生產總值之 1%至 1.2%，目前資產管理規模高達

1兆美元之多，認為財富及資產管理產業為整體金融服務業之重要組成要素，

其整體金融服務業占 2016 年香港國內生產總值 18%，也提供 1 萬個工作崗

位機會，且對於如旅遊及其他企業服務都具有一定之影響力存在。 

                                                      
3 Gert Wehinger, “Fostering Ling-term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Summary of a High-Level OECD 
Financial Roundtable”, OECD Journal: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Vol. 2011-Issue 1. 
4 World Economic Forum Investors Industries. From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2020, Regulatory Reform and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5 PWMA and KPMG. From “Hong Kong:A leading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 Hub of the futur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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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生產業者生產能力與增加產業間競爭關係 

提升企業生產能力，有助於帶動一國之經濟增長，例如投資人投資私募

股權基金於企業，將累積固定資產投資(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投入實體資

本，以改善機器廠房設備，進一步幫助提高企業其勞動生產能力與生產量，

有助於提高一國的國內生產毛額。被投資企業其生產能力提升，在市場上有

著市場競爭力，此時產業彼此間形成相互競爭之關係，是故有效運用另類資

產投資，包括私募資產投資基金、避險基金投資與創業投資基金等，都能適

時提高企業在國內與國際上之市場競爭力。 

(三) 創造就業機會與推動企業創新 

其他另類資產投資基金對於支持「資本市場」而言，其多種基金組合，

是具有資金引導之功能，透過資產管理投資公司研發設計出創新金融商品與

金融交易方式，免除傳統銀行諸多嚴苛法規門檻限制，提供新創企業更具彈

性之資金融資方式，促使新創企業在資金需求方面不至於受阻礙，這將有助

於推動企業創新與創造更多新就業機會。 

透過金融體系運作，資產管理投資公司更是提供投資人更專業之投資理

財知識，搭配眾多投資人之資金，在相輔相成之下，以擴大金融資產市場規

模，進而帶動整體金融相關產業與活絡整體國家經濟，且進一步活化國家整

體投資環境。 

三、結語 

隨著全球資產管理規模日益擴大，資產管理產業已是金融產業未來發展

趨勢。而私募股權基金、創投基金以及避險基金等另類資產管理投資工具，

在資產管理產業所扮演之角色日趨重要，對於國家實質經濟增長貢獻良多，

包括提升國內生產毛額(GDP)、增強生產業者生產能力、增進產業彼此間競

爭力、創造就業機會與推動企業創新等實質經濟貢獻。現今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簡稱為 FinTech)興起，包括大數據應用、推動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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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機器人流程自動化、金融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等，促使許多投資人

開始趨向多樣性之高科技數位金融服務，此時此刻，資產管理業者要具備跨

領域學習能力，來進行產業轉型與持續創新，並且研發出更具創新之金融產

品與服務，以滿足投資人更廣大之財富及資產管理需求，為資產管理產業再

造另一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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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吸引境外資金發展臺灣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近年來隨著全球自由化與國際化到來，跨國資金流動性也因此提升了不

少，加上全球低利率環境，高淨值資產財富投資者透過跨境資金移動來進行

更有效率的資產配置及追逐更高報酬的資產投資。另一方面，各個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無不積極建立有效吸引境外資金的誘因機制與投資環境，以壯大所

轄資產管理規模，並藉此導引境外資金流入支持本國產業發展與基礎建設等

資金需求。 

 本節將從全球富人資產配置與移動趨勢，觀察國際知名資產管理中心的

發展及其成功經驗，從中探討能吸引境外資金移入進而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的發展條件，供我國研議促進境外資金回流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之

參考實例。 

一、境外資產管理中心成為全球富人資產配置的解方 

依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在 2018 年公布

之《全球財富管理報告 2018》6，2017 年全球金融資產規模為 201.9 兆美元，

主要由三大區域囊括其中的 91%，分別為北美地區 86.1 兆美元、西歐地區

45.2 兆美元、含日本之亞洲地區 53.3 兆美元。若單看金融資產中的可投資資

產(investable assets)，2017 年全球可投資資產規模為 26.4 兆美元，美國即占

30%，為世界第一，其次為中國大陸占 14%，德國第三占 5.7%，香港、法國

和日本同列第四，各占 3.4%。若觀察各國企業家持有之金融資產，仍以美國

規模最大達 11.6 兆美元，法國次之為 1.08 兆美元，義大利和日本分列第三

和第四，各為 9,250 億美元和 8,550 億美元，德國約 3,740 億美元，排名第九，

中國大陸為 3,020 億美元排名第十二。 

由此可知，全球主要富人來源國集中於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中

國大陸和日本等國家，但這些高資產持有者不盡然皆將資產投資於所屬國家。

                                                      
6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From “Global Wealth 2018, Seizing the Analytics Advantage”, BCG, 2015,13. 



16 

 
 

波士頓諮詢公司該份報告指出，有些國家受惠於制度誘因、文化關聯與地理

位置優勢等因素，成為全球富人進行有效資產配置的境外資產管理中心。依

據該份報告，2017 年全球約有 8.2 兆美元境外金融資產，而瑞士、香港與新

加坡為最受富人喜愛的前三大境外資產管理中心，其所管理境外資產規模，

依序為 2.3 兆美元、1.1 兆美元和 0.9 兆美元，合計占全球境外金融資產之

52%(圖 6)。無論從可投資資產規模或企業家持有資產規模來看，瑞士、香港

與新加坡皆非名列前十大的國家，卻因吸納了來自鄰近國家富人資產，而發

展成為首屈一指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以瑞士為例，其三大境外資產來源國

包含德國、法國和沙烏地阿拉伯；香港三大境外資產來源國則是中國大陸、

臺灣和日本；新加坡則是中國大陸、印尼和馬來西亞。 

圖 6 全球境外財富分布國家分布圖 

資料來源:1.波士頓諮詢(BCG)，2018 年，《全球財富管理報告 2018》，“Global Wealth 

2018: Seizing The Analytics Advantage” 。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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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瑞士、香港與新加坡之所以能成為知名境外資產管理中心，各有其

歷史背景與當前制度優勢。瑞士長期以來以優良中立國之稱著名，其國家內

部整體經濟環境與政經局勢亦呈現穩健平穩姿態，瑞士政府對於建立完善優

良之金融體系環境，長期以來實行嚴格銀行帳戶保密制度，也對金融產業專

業人才進行相關專業培訓，搭配一流產品與服務，以建構吸引國外金融機構

與國際專業金融人才相繼進駐投資於此；新加坡政府對於建立其國家資產管

理產業也主動採取積極作為，包括提供優惠稅賦減免與建立嚴謹法律監管制

度、專業國際資產管理人才培育、建造優良通訊與交通運輸等基礎公共設施

以及鼓勵外國富人永久居住與外來就業，再加上新加坡本身國家生處優越地

理位置，對於聯繫中國大陸、新興東南亞市場與南亞地區國家，更是便利許

多，且其國內英語體系環境，利於與海外企業進行日常語言溝通；香港屬於

無外匯管制與資金自由進出之開放自由經濟體系，健全之金融監管制度、優

良法治傳統、天生優越之地理位置與完善之基礎建設設施，都是吸引國外資

金進駐於此之重要因素。 

二、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之重要條件 

對於這些國家成功發展其資產管理產業絕非偶然且僥倖，而作為一個國

際資產管理中心必須具備之要件，包括稅制精簡優惠、專業國際人才培育、

建立良好金融監理制度、法律制度透明且完善與資金進出便利性等。以下分

別詳述之。 

(一)國家優越地理位置與政經環境穩定 

欲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其國家本身境內之整體政經環境穩

定與先天國家生處優越地理位置，皆是不可或缺之必要條件之一。 

瑞士位處歐洲中心，毗鄰歐洲四大經濟體之中的德國、法國與義大利，

其地理位置優越，再加上瑞士長期以來其國家政經局勢穩定，於 1291 年建

國，在國際上長期以來一直以傳統優良中立國家自居，採行中立國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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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以避免受國外政治力干擾，導致其國內政治直接民主制環境與經濟方

面可謂之相當穩定，多年以來從未涉及國際軍事動亂紛爭，再加上瑞士多年

以來國內維持低通貨膨脹率之總體經濟環境，促使投資人安心將己身資產轉

移至瑞士這裡以尋求將來穩定之投資回報，並且吸引國際性金融機構單位前

來設立分行，在這長期政經情勢穩定下，打造完善之金融體系，讓瑞士金融

業不管在國內或是國際上都保有相當程度之高度競爭力。 

新加坡位於東南亞，屬於東協十國會員國家，其地理位置位於馬六甲海

峽南方出口，且連接著太平洋與印度洋之航運要道上，為東南亞區域之中心，

有著亞洲十字路口之稱，也是歐洲及非洲往東航行至東南亞地區最短航線必

經路線，進入東南亞周圍市場便利性高，加上新加坡有著穩定豐厚之經濟基

礎投資環境，為東南亞經濟發展之領頭羊，也造就吸引著外來資金前來投

資。 

香港位處於中國大陸東南部沿岸，鄰近珠江三角洲，也因為距離中國大

陸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不遠，廣受許多海外商業公司歡迎，香港為進入中國

大陸之門戶，毗鄰中國大陸地利之便，作為資金進出中國大陸之窗口，近年

來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等新興市場相繼紛紛崛起，因此香港在亞洲區域具

有最大之市場腹地，且香港在時區上與歐美金融市場具有承上啟下之關係存

在，擁有絕佳之市場競爭基礎，這將吸引世界各地海外資金進駐於香港。另

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目前金融市場尚未達完全開放，所以香港成為眾多中

國大陸富商心中之財富資產管理首選之地，進而成為當今世界國際化城市之

一，有著「東方明珠」之稱。 

(二) 提供優惠稅制減免 

相較於歐盟體系內各國的高所得稅率，瑞士相對低的所得稅率使其容易

吸引到周圍歐盟國家的境外資金。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17

年發布資料，瑞士的個人所得稅率為 16.9%，在歐盟國家中為最低，其餘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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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普遍落在 20%至 40%之間。7
 

在優惠稅賦減免激勵措施方面，新加坡當地政府秉持著「輕稅簡政」之

精神，新加坡與其他亞洲國家相較之下為輕稅國家，其個人所得邊際稅率從

2017 年起為 0%至 22%，在公司營業所得稅方面，至 2010 年開始，也從 2009

年 18%調降為 17%。此外，新加坡政府為鼓勵新加坡居民及公司在海外資金

匯回且停泊在新加坡本地，實行境外資本利得與海外所得皆不課稅。其他優

惠政策例如境外基金(Offshore Fund)制度獎勵計劃與天使投資者稅務減免計

劃(Angel Investor Tax Deduction Scheme)8等計劃，在一定條件之下部分收益

能豁免稅收，並於 2008 年起決定廢除遺產稅。 

而香港境內稅賦低且稅制簡單明瞭，公司營業所得稅最高為 16.5%，比

起中國大陸 25%來得低許多；在個人所得稅率方面，香港最高為 15%，比起

臺灣最高 45%、中國大陸最高 45%以及新加坡最高 22%，都來的平易近人許

多。香港一直以來遺產稅與贈與稅都是零課徵，且香港政府為了不讓其簡單

稅制產生矛盾以及助長資本外流現象，採行不課徵資產增值稅(即資本利得

稅)，相較於其他國家之稅率呈現較低之情況。 

(三) 穩健金融監管制度與完善法律體系 

瑞士為了體現資產管理服務以客為尊之理念，長期以來實施傳統嚴格銀

行帳戶保密制度，早於 1934 年，瑞士通過《瑞士聯邦銀行儲蓄法》(Federal 

Act on Banks and Savings Banks)，簡稱為《瑞士銀行法》，成為瑞銀集

團 9之立業之本，其規範銀行必須防範客戶資訊被非本客戶以外其他第

                                                      
7 每日頭條，2017 年 5 月，＜已開發國家個人收入地圖，瑞士七萬美元居首，稅率卻僅 17%＞，

https://kknews.cc/zh-tw/world/p58rxb2.html。 
8 天使投資者減稅計畫:新加坡當地政府規定，符合一定條件，包括一年內投資新創產業公司超過 10 萬元

新加坡幣與持續持股超過兩年，其投資新創產業公司之投資成本可以用以 50%減稅優惠，延長 5 年期限優

惠，至 2020 年 3 月 3 日為止。 
9 瑞銀集團(UBS Group AG)為現今瑞士最大銀行，於 1998 年由瑞士聯合銀行(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與

瑞士銀行公司(Swiss Bank Corporation)合併而成，且於 2000 年成功收購當時美國第四大證券經紀商普惠投

資公司(PaineWebber)，其分行遍布在全球超過 50 多個國家，在世界各地各大金融中心城市均有設立，營運

據點遍布全球，為在瑞士之跨國投資銀行兼金融服務企業公司，致力於財富管理、投資銀行與資產管理等

服務項目，被堪稱是全球大型投資機構之一。 

https://www.kpmg.com/CH/de/Library/Legislative-Texts/Documents/pub_20090101-BankA.pdf
https://www.kpmg.com/CH/de/Library/Legislative-Texts/Documents/pub_20090101-Bank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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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所知悉且不得對外公開客戶資料，以保護銀行客戶之隱私，其中第

三方包括官方與私人，也因為恪守如此保密之制度，瑞士因此獲取全球

各地客戶信賴，且不用擔心個資存在外洩之風險，並吸引眾多境外資金

流入，成為國際上最大之境外金融暨資產管理中心。 

金融產業是新加坡長期大力扶植之產業之一，新加坡當地政府之積極作

為，將相關行政流程簡化與放寬其認定標準，並且相關法令也隨著新投資工

具出現而不斷力求更新，且法制監管嚴謹完備，新加坡高品質監管服務健全

且高違法成本、法律透明度及當地法令規章隨時因應國際變化而作調整，以

活絡新加坡之投資與強化其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 

健全金融監管制度與優良法治傳統，是香港得以發展資產管理產業之一

切基礎。香港沿襲先前殖民國英國，其法律制度以法治與司法獨立於一切為

根本，《銀行業條例》是香港銀行業監管之法律基礎，規定必須遵守《銀行

業條例》各項監管規定，當中包括向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簡稱為金管局)提交定期申報表、隨時保持充足穩定流動資金與資

本以及高層管理人員向金管局申請審批等規定項目，健全金融監管制度與完

善金融法規，產權亦能得到保障，造就了香港長期以來穩健之銀行體系。 

此外，香港政府在司法方面，也秉持著司法獨立之原則，不允許任何客

觀因素試圖影響香港司法獨立之事實，此外也因為香港過去曾經是英國之殖

民地，至今香港的法定語文為中文與英文，隨後也衍生出「兩文三語」之政

策，亦即以中英文為書寫文字，而粵語、英語以及普通話則為日常溝通口語，

如此多種語言之環境，也促使香港成為國際化城市之條件，進而吸引海外企

業相繼安心地把資金停泊在香港。 

(四) 自由經濟體系與寬鬆外匯管制 

外匯管制方面，新加玻比臺灣寬鬆，國外資金匯入匯出不像臺灣只能在

某些特定銀行進行，在 2018 年由《華爾街日報》與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ttps://www.kpmg.com/CH/de/Library/Legislative-Texts/Documents/pub_20090101-BankA.pdf
https://www.kpmg.com/CH/de/Library/Legislative-Texts/Documents/pub_20090101-BankA.pdf
https://www.kpmg.com/CH/de/Library/Legislative-Texts/Documents/pub_20090101-Bank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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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之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中暫居第二，僅次於香港。10 

香港自1978年以來實行開放自由經濟體系，其境內無外匯管制與資金進

出相當自由，對於貨幣買賣與國際資金流動皆不限制。根據全球經濟自由度

指數顯示，截至2018年為止，香港連續24年蟬聯榜首之位，亦即與其他較少

自由經濟度國家相比，香港擁有較高之經濟成長速度，這也意味著香港政府

對於主動干預國內經濟之程度較低，具有市場自由化、貿易自由化以及對國

外開放市場不設立貿易限制。 

 (五) 培育專業資產管理人才 

為了提供客戶更專業且資訊即時之資產管理服務，以發展成為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高度專業人員搭配一流產品與服務亦是各國積極投入之焦點。 

瑞士極為重視金融發展與其國內金融整體環境之建立，例如瑞士日內瓦

大學裡匯聚許多世界頂級經濟與金融專業人才，優秀專業資產顧問人才乃是

建立資產管理產業不可或缺之重要因素。同時，瑞士金融業長期以來也極為

重視專業人才培育，且在私人銀行中發展傳統師徒制度之培訓，政府每年投

入大量資金對於金融產業專業人才進行專業培訓。 

以瑞銀集團為例。瑞銀集團為強化資產管理業務與提升服務客戶能力，

其負責瑞銀集團專業人才培訓管理系統之瑞銀大學(UBS University)，在香港

及新加坡都設有實體瑞銀大學地點作為專業財富及資產管理人才之培訓基

地，也提供 2400 多項之培訓內容，從諮詢培訓到技能開發與專業產品訓練

等項目。同時為了能讓財富及資產管理業務能夠隨時掌握最新最即時之金融

服務，則安排不定時論壇與固定相關專業課程，搭配專業級教授與資產管理

研究專家進行專業課程授課，瑞士政府希望透過這些訓練，來提升專業財富

及資產管理人才在短時間了解、處理及滿足客戶近年來之大量需求，以提供

                                                      
10 《華爾街日報》與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共同發布之《2018 經濟自由度指數 (2018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年度報告。  

https://www.kpmg.com/CH/de/Library/Legislative-Texts/Documents/pub_20090101-BankA.pdf
https://www.kpmg.com/CH/de/Library/Legislative-Texts/Documents/pub_20090101-Bank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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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之金融服務給每一位客戶，並且瑞士每家銀行之研發能力也相當不錯，

根據每一位客戶之需求，提供客戶最專業化且專屬之金融產品。 

新加坡重視專業國際資產管理人才培育，由淡馬錫控股 (Temasek 

Holdings)與政府投資公司(GIC)聯合支持下，於 2003 年成立新加坡財富管理

學院11(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簡稱為 WMI)來向新加坡本地與全世界

各地招生，以發展財富與資產管理，並且透過嚴謹之課程規劃安排以及完整

之師資陣容，包括學界學者、金融領域業者及財富資產管理專家等，培訓了

許多專業人士，進而幫助提升眾多資產管理人員之專業研究能力與競爭力。

新加坡法令亦規定在指定行業投資或直接投資新加坡現有本地公司至少 250

萬新元，就能享有永久居住權申請資格，新加坡吸引全球富有人士湧入，也

提供完善之就業環境，引導外國資金投資進駐以創造各式商業機會，利用提

高人才競爭力來維持國內外經濟同步成長之動能。 

(六) 完善的資通訊基礎建設 

優良通訊與交通運輸等基礎公共設施方面，如香港具有許多品質優良之

基礎建設設備，包括與國際接軌之香港國際機場、便利公共交通網路系統、

覆蓋率極高之電訊網絡、先進之港口與航空貨運設施、廣深港高速鐵路(預計

2018 年開始通車)以及即將新建落成之港珠澳大橋等基礎建設，發展這些完

備之交通運輸及通訊網絡，使得香港得以提供金融企業快速之互聯網服務與

立即傳達資訊之便利性。新加坡具有品質優良基礎建設、電信通訊設備以及

便利交通運輸等基本公共硬體設施，這些將有利於本國當地與其他境外國際

金融機構作最立即之資訊交換與傳達，這些完善金融基礎設備與良好之金融

經商環境，再加上新加坡過去曾經被英國所殖民，後來成為英語體系國家，

國內絕大部分華人都能用中英文雙語溝通，使得國外資產管理金融機構適合

                                                      
11 新加坡財富管理學院(WMI)為淡馬錫、新加坡管理大學(SMU)、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與瑞士金融學院聯

合成立，成立於 1964 年 11 月 28 日，屬於以開發新加坡人力資源為主之非營利性會員機構組織，其內部師

資團隊由金融財富管理學學者、私人銀行企業家與國際金融機構高階管理人員所組成，為資產與財富產業

領域培育相關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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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設立總部或分行。 

三、結語 

資產管理產業為現今許多國家積極扶植之產業，瑞士、香港及新加坡皆

為國際上著名之資產管理中心，藉由充分運用其當地優勢條件，瑞士、香港

及新加坡成功吸引境外資金前來進駐投資並發展國內資產管理產業。如表 1

所示，除了實施較周邊國家為低的企業所得稅率或對海外企業提供優惠稅制

減免方案，瑞士、香港及新加坡得以成為國際資金管理中心，也歸因於國家

地理位置優越、推行自由經濟體系、整體國內政經環境穩定、穩健金融監管

制度、完善法律體系環境與優良基礎建設，再加上當地政府主動積極作為，

提供投資人更專業之資產管理服務品質，對於專業資產管理人員進行相關專

業人才培育，使得國家資產管理產業能不斷向上成長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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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發展國際資產管理產業之成功要素整理表 

國家 成功要素 

瑞士 

1. 傳統嚴格的帳戶保密制度 

2. 企業所得稅率較其他歐盟國家為低 

3. 國家政經局勢穩定，打造完善金融體系 

4. 高度專業人員搭配一流產品與服務 

香港 

1. 國家生處地理位置優越，毗鄰中國大陸地利之便 

2. 稅制簡易且低稅賦政策 

3. 開放自由經濟體系，無外匯管制與資金進出自由 

4. 健全金融監管制度與優良法治傳統 

5. 優良且完善之基礎建設設施 

新加坡 

1. 國家生處地理位置優越，接近有發展潛力之東南亞國家 

2. 政府積極作為:提供優惠稅賦減免與法制監管嚴謹 

3. 開放自由經濟體系:無外匯管制與資金進出自由 

4. 國內英語體系環境、鼓勵外國富人永久居住與外來就業 

5. 專業國際資產管理人才之培育 

6. 優良通訊與交通運輸等基礎公共設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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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促進境外資產回臺發展資產管理業之重要性與契機 

從本章第一節和第二節的文獻探討與分析可知，在全球低利率環境下，

配合投資人追求更有效率的資產配置方案，共同基金等資產管理事業逐漸取

代傳統銀行體系成為媒介儲蓄資金至投資理財的重要角色，且金融海嘯後監

管標準趨嚴，私募股權基金等非傳統式投資工具的比重逐漸上升。另一方面，

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跨境資金移動往更有效率及更高報酬的國家，包

含瑞士、香港與新加坡等，紛紛以租稅優惠、穩健金融監管制度以及當地政

府積極作為等誘因，吸引全球境外資金投資國內，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並導引境外資金支持國內經濟發展。本節將在前兩節基礎上，進一步探討

臺灣在主觀條件與客觀環境下，促進境外資產回臺發展資產管理業及成為國

際資產管理中心的重要性與契機。 

一、 臺灣具有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之條件 

臺灣擁有開放且具規模的共同基金市場，有成為全球投資人進行亞太地

區資產配置首選市場的優勢條件。依據美國研究機構柯爾尼顧問公司(A.T. 

Kearny) 於 2015 年發布報告，12在亞太(不含美國)地區 12 個主要資本管理市

場中，13臺灣共同基金市場規模排名第五，2015 年境內外基金合計規模達

1,161 億美元，雖不及澳洲、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但較香港和新加坡為

大，後兩者規模分別為 1,000 億美元和 590 億美元；而其中境外基金即占 2015

年臺灣共同基金市場逾半數規模，在 12 個亞太資產管理市場中開放程度排

名第三，僅次於境外基金占近八成的香港和新加坡。此顯示臺灣資產管理市

場開放程度與香港和新加坡差距不遠，而市場規模卻較香港和新加坡來得大，

若能增加金融資產的多元性並提高投資報酬率，對追求高效率資產配置的國

                                                      
12 A.T. Kearney, 2015. “Asia Region Funds Passport”. 
13 這 12 個市場包含澳洲、紐西蘭、日本、南韓、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

律賓和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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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高財富投資人而言，臺灣資產管理市場應具有相當潛力。 

其次，臺灣企業家及個人持有資產規模在亞洲地區名列前茅，為全球資

產管理業難以忽視的重要潛力市場。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於 2018 年 6 月發布《2018 年全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2018: Seizing the Analytics Advantage)指出，14企業家財富管理市場為未來資

產管理事業的關鍵商機，而 2017年臺灣企業家帳上財富金額為 3,080億美元，

世界排名第 11 名，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日本的 8,550 億美元；且該報告並

預估臺灣企業家財富從 2017 年至 2022 年將持續成長，複合年度成長率約為

6%。同時，2017 年臺灣所持有之可投資資產(investable assets)總額為 2.1 兆

美元，雖不及中國大陸 18.8 兆美元和日本 11.4 兆美元規模，但仍與南韓並

列亞洲第三名。此顯示臺灣自身擁有雄厚的財富資產，臺灣資產管理業若能

發揮本地優勢及對客戶之熟悉度，提供有效率及高報酬的資產配置建議方案，

產業發展商機可期。 

儘管擁有前述有利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條件，實際上臺灣卻沒

有晉身為全球高端資產客群及企業家進行資產配置的境外資產管理中心之

一。依據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該份報告，全球排名前三位的境外資產管理中

心依序分別為瑞士、香港和新加坡，其中香港的前三大主要資金移入來源為

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即臺灣企業家及高資產客群的雄厚財富未投資於臺

灣市場，反而促成了香港成為世界前三大境外資產管理中心，實為可惜。 

二、 國際租稅資訊交換推動境外資產回臺契機 

2014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參考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制定並公布《共同申報準則》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此為我國推動促進境外資產回臺的契機

                                                      
14 The Boston Gonsulting Group, 2018 June. “Global Wealth 2018: Seizing the Analytics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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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共同申報準則》(CRS)為基於稅務用途的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準則。

所謂金融帳戶包含存款帳戶、證券經紀帳戶、理財商品、基金、私募基金、

信託及具有現金價值的保險等，交換範圍並不包含其他如不動產、古董珠寶

等非金融境外資產。基於此一金融帳戶資訊交換要求，金融機構負有申報義

務；又因稅務用途，交換的金融帳戶資料並非僅限於具有國籍之國民，還包

含非國民的稅務居民，即對當地負有納稅義務者，例如在臺灣的定義為兩類：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及「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一百八十三天

者」。 

目前共有 107 個國家訂定並準備實行《共同申報準則》，其中有 49 個國

家已在 2017 年進行第一次資訊交換，有 53 個國家預計於 2018 年前進行第

一次訊交換，另有 5 個國家估計於 2020 年前完成第一次資訊交換。我國臺

商多處於中國大陸(含港、澳)、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周邊國家，

這些國家多已承諾將於 2018 年前完成第一次資訊交換。其中大多數臺商聚

集在中國大陸，自 2018 年以來因「中」美貿易戰使得臺商在當地取得的貿

易優勢下降，加之同年 9 月起中國大陸開始交換稅務資訊，臺商遂興起將資

產轉回國內的想法。除了面對險峻的經貿及稅務環境外，以往號稱具備最高

帳戶隱密性的瑞士也承諾交換外籍人士之金融帳戶資訊，亦是促使具境外資

產的納稅義務人將資產轉移回臺之契機。 

在此國際趨勢下，為提高金融帳戶資訊透明度，並據此與其他國家進行

金融帳戶資訊交換，以利我國與各國稅捐機關掌握納稅義務人之境外金融帳

戶資訊，防杜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資訊保密特性將所得或財產隱匿於外國金

融機構規避稅負，我國財政部也在 2017 年 11 月 16 日發佈《金融機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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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此辦法除增加國際間金融帳戶的資訊透明度，

還降低國際間稅捐稽徵成本。過去利用金融帳戶保密性而將資產移轉至國外

之納稅義務人，將因此面臨各國互相交換金融帳戶資訊而須補繳稅款。 

我國目前因應 CRS 所制定之《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

施行作法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對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後新開帳戶進行盡職審

查工作；第二類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針對 2019 年 1 月 1 日前開設之「個

人高價值帳戶」進行盡職審查；第三類於 2020 年年底前針對 2019 年 1 月 1

日前開設之「個人較低價值帳戶」及「實體帳戶」進行盡職審查。目前與我

國簽署租稅協定的國家共有 33 個，其中 23 國已承諾按《共同申報準則》自

動交換，惟雙方須就資訊交換方式、內容、範圍等探討協商並簽署《主管機

關協定》(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CAA)後，始進行金融帳戶資訊交

換。 

因此，財政部依據租稅協定基礎擬分批次洽簽《主管機關協定》，各批

次洽邀國家如表 2 所示。根據財政部表示已洽邀第一批次的 23 國，其中超

過半數國家正面回應，預計於 2020 年可展開首次金融帳戶資訊交換，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批次，由於我國「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

之法源稅捐稽徵法第 5 條之 1 第 6 項已將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排除在適用

範圍，故未來須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通過且

《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生效後，方可能與中國大陸

及港澳地區進行金融帳戶資訊交換。15 

 

 

                                                      
15

 林文義，2018 年 1 月，〈台港中圍攻抓肥咖假外資無處躲〉，中華徵信所名人講堂，https://goo.gl/Mrt86B ， 

最後瀏覽日期：2018/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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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與他國/地區簽署 CAA 規劃 

順序 是否簽署租稅協定 國家 

第一批次 

與我國簽署全面性

租稅協定並已承諾

按 CRS 自動交換 

新加坡、馬來西亞、以色列、瑞士、印尼、

南非、荷蘭、盧森堡、澳大利亞、英國、

法國、奧地利、紐西蘭、印度、義大利、

瑞典、斯洛伐克、日本、比利時、加拿大、

丹麥、德國、波蘭 

第二批次 

與我國簽署全面性

租稅協定但未承諾

按 CRS 自動交換 

巴拉圭、吉里巴斯、匈牙利、塞內加爾、

越南、甘比亞、史瓦濟蘭、泰國、馬其頓 

第三批次 
未與我國簽署全面

性租稅協定 
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 

資料來源：1. 蘇秀慧，2017 年 9 月，〈金融帳戶資訊交換星國優先〉，經濟日報。 

          2. 本研究整理。 

 

三、 配合國內鼓勵新創政策引導境外資產回臺發展資產管理業之契機 

我國主管機關長期以來致力於發展及強化我國資本市場，其中資產管理

業為我國主管機關不斷鼓勵發展的金融產業之一，不僅是從國家定位角度支

持我國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亦從產業發展角度推行各項壯大國內資

產管理產業的政策措施，包含 2013 年發布的「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及

2015 年發布的「鼓勵投信躍進計畫」等。 

另一方面，近十年來國際興起投資新創企業的風氣，我國自然不落人後，

諸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將改制為「經濟及能源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可見我國發展新創環境之決心。然而對新創企業而言最為艱困的是籌措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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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見的資金籌措管道包含創業者自籌資金、向親友借貸或是銀行個人信

貸、天使投資人(Angel Investor)所提供的資金，上述這些管道都有金額侷限，

於創業過程可能無法發揮良好作用。 

較為人廣知的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 VC)，則因以投資標的上市櫃作

為其退出交易機制且因為其承擔之風險亦相對高，故在挑選投資標的上相對

謹慎，常見於投資在新創科技公司，較少投資於其他類型企業。除創業投資

外，近期因為網路普及化的影響，群眾募資(Crowd-funding)也是常見的新創

企業募集資金管道，主要分為股權型、捐贈型、回饋型及債權型等四類。16然

而因群眾募資為向不特定多數人募資管道，考驗商品或服務受市場青睞的程

度，可能較不利於技術含量相對高的新創產品或服務。 

另根據匯宏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楊子江董事長表示，我國未來創業投資型

態將逐步走向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PE Fund)，17而金管會也分

別於 2017 年及 2018 年開放投信事業及證券商參與私募股權基金相關業務，

在資金提供者與需求者雙方間搭建整合管理平台，協助引導國內機構投資者

之資金投入國內企業發展及新創活動，可見我國積極發展新創事業之立場。 

鑒於此，若能搭上國際投資新創企業之風氣，以及配合政府推動前瞻計

畫、5+2 產業創新及長照 2.0 等相關產業發展政策，運用資產管理事業及私

募股權基金為管道，引導境外資產回流並發展資產管理業，除可促使我國成

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外，亦能對我國投資環境及產業發展有所助益，可謂一

舉數得。 

 

                                                      
16 陳盈蓁，〈籌資新選擇─群眾募資及創新平台相關法律議題〉，勤業眾信網站，https://goo.gl/paHr2Z，最 

後瀏覽日期：2018/10/19。 
17 楊子江，民國 96 年 6 月，《中央銀行季刊》第二十九卷第二期，頁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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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借力使力導引境外資產回流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綜上所述，基於臺灣擁有開放且具規模的共同基金市場，有成為全球投

資人進行亞太地區資產配置首選市場的優勢條件，加之臺灣企業家及個人持

有資產規模在亞洲地區名列前茅，可謂全球資產管理業不可錯過的商機市場。

唯國內企業家與高資產客群的可投資資產，一方面基於企業全球營運需求考

量，一方面為追求稅後最高投資報酬，多以境外資產形式持有，從臺灣轉移

至其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甚至成為鄰近香港地區的主要資金移入來源地。 

因應當前全球 107 個國家擬實行《共同申報準則》的趨勢，加之全球經

貿情勢改變，臺商多有將原先配置於其他國家的境外資產轉回投資臺灣的規

劃。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在 2018 年 9 月發布數據即指出，2018 年第 2 

季底，上市櫃公司投資中國大陸收益累計匯回金額合計達新台幣 4,226 億元，

占累積原始投資金額新台幣 2.38 兆的 17.73%，創下歷史新高。18 

鑒於臺商資金匯回需要專業諮詢提供較好投資報酬的標的，擅長提供資

產配置有效方案的資產管理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可謂不二人選；加之國內鼓

勵新創事業發展，但新創企業多苦於缺乏合適且充足的早期風險投資資金來

源。因此若能借力使力，提供具吸引力的誘因機制，在外部推力和內部拉力

的雙重作用下，鼓勵臺商及早申報並匯回境外資產，同時透過資產管理事業

及私募股權基金將臺商回流資產有效導引至合適的資產配置，一方面可提高

臺商境外資產回臺的誘因與投資效果，二方面也能將臺商長期配置境外的豐

厚資產轉化為臺灣發展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財富投資能量，三方面也能以臺

灣資產管理事業和私募股權基金為平臺，運用臺商境外資產來支持國內新創

事業發展，意義重大。 

                                                      
18 黃敬哲，2018 年 9 月，〈避肥咖條款？中國台商半年匯回 4 千多億〉，科技新報，

https://technews.tw/2018/09/12/avoid-the-fat-coffee-terms-chinese-taiwanese-businessmen-repatriate-more-than-4

00-billion-yuan-in-half-a-year/。 

https://technews.tw/2018/09/12/avoid-the-fat-coffee-terms-chinese-taiwanese-businessmen-repatriate-more-than-400-billion-yuan-in-half-a-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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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導引境外資金投資國內經濟之國際經驗 

有鑑於全球版肥咖條款的《共同申報準則》(CRS)即將上路，此為各國爭

相吸引資金回流國內的好時機，可藉此機會增加本國稅收、吸引資金優化創

新創業環境。以下舉出四個吸引本國資金回流或國際資金投資的國際案例，

包含美國《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的稅務改革、印尼為促進資產申報的《租

稅特赦法案》(Tax Amnesty)、新加坡吸引外企與資金的「全球商業投資者計

畫」(GIP)，以及澳洲長久以來的移民政策等，其實施背景、機制與成效可作

為臺灣建立租稅優惠、導引資金回流的政策參考依據。 

第一節 美國經驗：《減稅與就業法案》 

2017 年 12 月美國國會通過《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大力支持的法案，此為自 1986 年以

來最重大的稅制改革，法案變革內容包含個人與法人所得稅率的調整，並修

改多項租稅條款，冀望能夠鼓勵海外資金匯回與吸引跨國企業回國投資美國，

創造美國國內景氣繁榮。 

一、 背景 

在新稅改案前，美國稅制是採用屬人主義(Residence-based system)，凡總

部設在美國之企業皆為課徵對象，企業在世界各地的所得皆須繳納課稅，聯

邦法定累進稅率最高達 35%，且跨國企業於海外盈餘或股利之課稅，採用遞

延課稅(deferral)方式，於盈餘實際匯回美國境內時再予以課稅，其海外所納

之稅額並可抵扣。例如，美國母公司於臺灣設立子公司，在臺灣稅後盈餘為

100元，若將盈餘全數分配回美國母公司，除在臺灣需扣繳21元的稅額之外，

還須在美國繳納 14 元所得稅(100*35%-21)；若將盈餘全數留於臺灣做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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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尚未匯回美國而暫不被課徵所得稅，之後盈餘匯回美國本土時再補繳稅

款。19 

此稅制間接導致了美國跨國企業將盈餘留於海外進行再投資，並提高了

將美國公司總部移往海外的誘因，以避開高額稅負或是延遲課稅。根據美國

國會稅務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統計，美國企業未匯回之境

外盈餘高達 2.8 兆美元，而自 1981 年來，逾 50 家美國公司將總部移往海外。 

美國跨國公司在進行國際投資時，亦會利用各國法律不同所形成的漏洞，

進行合法避稅。例如，愛爾蘭以總公司所在地作為公司註冊地，且海外收入

不課稅，而美國稅制為海外收入不分配就不課稅，蘋果公司便是利用此漏洞

將利潤移轉至愛爾蘭分公司，此為蘋果公司將 90%之現金存放於海外，卻在

美國發債付股息之原因。其他避稅之方式，像是向關係企業買高賣低，將利

潤放於海外，或是將無形資產放海外，再向美國公司收使用權，以及由關係

企業借錢給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可藉由利息抵稅等。 

為了改善此現象與促進美國海外資金回流，《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

最大改革之一，便是將美國企業所得稅制由對全球所得課稅的屬人主義，改

為對境內所得課稅的採用屬地主義(territorial tax system)，將來美國企業之海

外盈餘不再予以課稅，而修法之前所累積之未匯回海外盈餘，將採視同匯回

(deem repatriation)的課稅方式，全數予以一次性課稅，作為此轉變的過渡機

制之一。 

二、 促進機制與方案 

在《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中，美國主要稅法修改多項法條，包含降

                                                      
19 林陣倉，2018 年 2 月，〈從美國稅改企業境外盈餘一次性課稅制度看「租稅特赦」〉，月旦會計網，網址：

http://www.angle.com.tw/accounting/cross/post.aspx?ipost=2212。 

http://www.angle.com.tw/accounting/cross/post.aspx?ipost=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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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稅率、課稅政策、稅收扣除額(tax deduction)以及稅收抵免(tax credit)等項

目，法案修改內容繁多，此處僅針對會影響美國企業資金回流與跨國企業回

國投資的內容予以說明。 

1. 降低企業所得稅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處(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研究資料，本次

稅改之前，美國企業需繳納的所得稅率偏高20，聯邦法定公司所得稅率(federal 

statutory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採用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 35%，且大部分

的公司適用此稅率；再綜合計算其他需繳納給地方政府的所得稅、各種附加

稅與稅務補貼，美國企業最高法定公司稅率約為 39.1%，平均公司稅率為 29%，

整體來說高於大部分國家，此將不利企業選擇投資美國(圖 7)。 

圖 7 主要國家之稅率比較 

資料來源：1. 美國國會預算處 (CBO)，〈企業所得稅率之跨國比較〉 (International 

Comparisions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2017 年 3 月 8 日。 

2. 本研究整理。 

                                                      
20 CB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s, March 8, 2017,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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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率的降低無疑對美國企業是一大重要改革，由原先採用累進

稅率、最高可課徵達 35%之課稅制度，改為單一稅率 21%，企業的稅負成本

與營運成本降低，而美國在國際上不再是高稅率國家，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經

商環境成本降低，國際競爭力也相對提升，有利於美國吸引企業選擇在美國

投資設廠或設立總部，促進資金回流。 

2. 國際稅收條款 

本次稅改法案中最主要的變革，為課稅基礎由屬人主義轉向屬地主義。

過去美國跨國企業的海外盈餘在匯回美國之前皆不須繳稅，待匯回美國境內

時再予以課稅，造成美國企業喜好將資金滯留於境外，進行再投資或其他資

金配置，使得資金回流美國的誘因很低。有鑑於此，新稅改法案《海外稅收

條款》（International Tax Provisions）將課稅基礎由屬人主義轉向屬地主義，

美國企業之境外盈餘不再被課稅。 

國際稅收條款是一項全新稅制，為海外股利所得的「參與權豁免機制」

（Participation exemption system），持股 10%以上之外國公司的股利收入，可

以 100%作為稅收扣除額；此處「持股 10%以上之外國公司」，是指美國公司

持有股份10%以上、持有期間達一年以上之外國公司，但不包含賺取如股息、

利息、租金等被動收入（Passive Income）之海外公司。例如，有在美國境外

開設工廠之 A 公司，專門替蘋果公司生產消費性電子商品，若此 A 公司為

蘋果海外子公司，蘋果自 A 公司所分配到的股利，則可以 100%作為稅收扣

除額，因為開設工廠業務屬於主動式業務（active business），但若該工廠是

將股息分配給蘋果另外一間子公司―B 公司，再由 B 公司分配股息給蘋果公

司，則此股利收入需要繳稅，因為 B 公司從事之業務為被動式業務（Passive 

Business）。 

簡而言之，美國公司自持股 10%以上之海外公司獲配股利，不再被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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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但稅改前未匯回之境外盈餘仍須繳稅，為過渡稅制轉變，將對這些

累積海外盈餘將視同匯回，並徵收一次性之稅負，亦即自 1986 到 2017 年之

海外累積盈餘無論是否匯回美國境內，皆視為在 2017 年年底分配匯回，且

須繳納課稅，對以現金或約當現金形式持有之未分配盈餘，所課徵之稅率為

15.5%，對以非流動資產持有之未分配盈餘21，所課徵之稅率為 8%，皆較國

內企業所得稅 21%為低，且企業可以在未來 8 年內完成分期稅負支付。22 

3. 無形資產海外銷售所得 

為了提供美國公司將無形資產留於美國境內的誘因，對美國公司之無形

資產海外銷售所得（Foreign-Derived Intangible Income, FDII），提供稅率抵減

之優惠措施，降低所課徵之所得稅率，換言之，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所得仍是

屬人主義繳稅，即有形資產所孳生之所得免稅，無形資產所孳生之所得則須

繳稅。 

無形資產海外銷售所得(FDII)規定於美國《國內稅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第 250 條，其對美國國內公司的海外無形資產所得提供

稅率抵減之優惠措施：2018 年至 2025 年得享有依海外銷售所得扣除 37.5%

的稅收優惠，自 2026 年以後則調降為扣除 21.875%。故持有無形資產海外

銷售所得之美國公司，其 2018至 2025年所負擔的實質有效稅率23為 13.125%，

自 2026 年後則為 16.406%，皆較本次稅改後之 21%國內企業所得稅為低。 

此新增的抵減規定，被外界形容為企業無形資產海外銷售所得（FDII）

之減稅，降低稅率無疑對持有海外無形資產且於美國境內營運之公司提供新

的利益。由於 FDII 條款之扣除取決於無形資產出口表現，且僅適用於出口，

                                                      
21 指已轉投資為資本財之盈餘。 
22 指 2017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6 年 1 月 1 日。 
23 21% * ( 1 - 37.5% ) = 13.125% ; 21% * ( 1 – 21.875% ) = 1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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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變相出口補貼，可能會促使跨國公司遷往美國，歐洲五國24之財政部長致

信予美國財政部長努欽（Steven Mnuchin）提出相關疑慮，質疑美國稅收法

案的 FDII 條款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之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Subsidies on Countervailing Measures）中之禁止性出口補貼，

故 FDII 條款於 WTO 之 SCM 協定下的合法性，需觀察後續是否會引起相關

法律爭議。25 

4. 受控外國公司條款之改革 

根據過去美國稅法所規定，若一間外國公司之股份超過 50%由美國公司

所持有，則此外國公司為該美國公司之受控外國子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又依照美國稅法對美國股東之定義，以及如何合併計算

持有股份之適用，其中，修法前有一條規定為：若美國股東與外國股東共同

持有某受控外國公司時，美國股東持有外國公司之股份計算，將不納入外國

股東持有之部分，此為美國公司規避受控外國公司（CFC）認定之來源。 

例如，美國 A 公司 100%持有一家英屬維京群島 B 公司，依法規定 B 公

司為 A 公司的受控外國公司（CFC）。然而，美國 A 公司可透過資產換股份

方式，上設一間愛爾蘭 I 公司，讓 I 公司 100%持有美國 A 公司後，以 I 公司

的資產換取英屬維京群島 B 公司的 51%股份。I 公司持有美國 A 公司 100%

的股份及英屬維京群島 B 公司的 51%股份，而 A 公司僅有 49%的 B 公司股

份，經由此一股權架構的安排，B 公司即可排除在 A 公司所屬受控外國公司

（CFC）的名單之外。依照過去美國稅法規定，由於 I 公司為外國公司，儘

管 100%持有美國 A 公司，I 公司對於 B 公司的 51%股份並不在計算「美國

股東」所持有的範疇之內。此漏洞允許有心的美國股東於海外另設公司持有

                                                      
24 五國分別為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與西班牙。 
25 劉芸昕，美國減稅就業法案引發之爭議―以無形資產海外銷售所得條款為例，經貿法訓，第 231 期，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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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企業後，再透過轉換資產及股權，以規避受控外國公司（CFC）的相關

法令。26 

為了防堵此操作空間，美國新稅改法案將此條廢除，如此美國企業家無

法再透過將總部設於海外並和其他國外股東共同持有的方式，來規避納稅義

務。 

三、 實施成效 

近幾十年來，隨著供應鏈全球化之劇烈發展，在美國出現所謂「稅務倒

置」現象（Tax Inversion，通常也稱為「公司倒置」），其主要特徵為大批跨

國公司以併購、被收購或投資子公司等手段，紛紛向海外轉移資產，國際企

業遷址與生產基地及各種總部遷移，以低廉的生產成本進行跨國生產與貿易，

規避本需繳納之美國課稅，此稅務倒置導致美國聯邦政府幾百億之稅務損失，

同時美國製造業空洞化之現象與稅務倒置也有相關，跨國企業選擇將資金配

置於海外，如中國大陸，或因工資成本、就近市場等考量，而「避稅」加劇

了此現象，使部分工作機會與投資機會向海外移轉。27 

此次新稅改法案對境外收益匯回課稅之政策做重大改變，意在抑制稅務

倒置現象，促進資金回流。首先是企業所得稅由原本偏高的稅率調整為單一

稅率 21%，使企業在美國經商成本降低，增加企業投資或擴張業務的誘因；

再者是美國企業海外股利符合特定條件則予以免稅，即 100%收取股利扣除

（dividend received deduction, DRD），過去未匯回境內之盈餘予以一次性結

算匯回稅（toll tax），一是作為租稅政策轉變之過渡政策，並促進資金回流，

二是減少財政部與企業計算應繳納所得稅收之成本，並且企業可用 8 年分攤

繳稅，最後是降低了無形資產海外銷售所得（FDII）之實質稅率，企圖藉此

                                                      
26 月旦會計網，美國稅改對 CFC 的影響——對同一母公司於海外事業群的衝擊，2018 年 9 月 26 日，網址：

http://www.angle.com.tw/accounting/cross/post.aspx?ipost=2950。 
27 吳德豐，美國稅改重點及其效應，國際租稅要聞，第 192 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angle.com.tw/accounting/cross/post.aspx?ipost=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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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形資產留在美國境內。 

1. 美國企業持有現金類資產之狀況 

據美國各大上市企業公布之年報資料，許多大型企業持有鉅額現金與約

當現金資產，其中大部份現金資金存放在海外的子公司，並未分配回母公司，

而擁有現金與約當現金資產前 10 名之公司分別是：蘋果、微軟、谷歌母公

司、思科系統、甲骨文、通用電器、安進、高通、吉利德科學及可口可樂，

大多是科技和醫療藥品公司(表 3)。 

表 3  美國上市櫃公司之現金類資產規模前十名 

排名 公司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現金與約當現金 

1 蘋果 Apple 2690 億美元 

2 微軟 Microsoft 1330 億美元 

3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1020 億美元 

4 思科系統 Cisco 705 億美元 

5 甲骨文 Oracle 660 億美元 

6 通用電氣 General Electric 440 億美元 

7 安進 Amgen 390 億美元 

8 高通 Qualcomm 380 億美元 

9 吉利德科學 Gilead Sciences 370 億美元 

10 可口可樂 Coca Cola 270 億美元 

資料來源：1. 中國銀行(香港)有線公司，〈稅改引發美國企業海外資金回流的趨勢分析〉，     

2018 年 2 月。 

         2.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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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國會稅務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估計，美國企

業之未匯回海外獲利約為 3 兆美元28，其中一半是以流動性較低的營運資產

(指機器、廠房、設備與無形資產等)形式持有，另外一半則是以現金與約當

現金之形式持有並投資於美元計價資產，前五大持有海外現金餘額之公司分

別為為蘋果、微軟、谷歌、思科系統、甲骨文(表 4)，這些公司海外資金主

要投資部位為短期與中期美國公債與公司債29。 

 

表 4  海外現金餘額之美國公司前五名 

排名 公司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海外現金餘額 

1 蘋果 Apple 2520 億美元 

2 微軟 Microsoft 1320 億美元 

3 思科系統 Cisco 690 億美元 

4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610 億美元 

5 甲骨文 Oracle 590 億美元 

總計 5730 億美元 

資料來源：1. Matt Bubriski，〈企業資金回流對貨幣市場的影響〉，景順固定收益投資觀點

網站，https://www.invesco.com.tw/retail/zh_TW/insights/20180322，2018 年 3

月 22 日。 

2. 本研究整理。 

 

                                                      
28 稅務聯合委員會、Barthold 於 2016 年 8 月 31 日給 Brady/Neal 的信。 
29 Matt Bubriski，〈企業資金回流對貨幣市場的影響〉，景順固定收益投資觀點網站，   

https://www.invesco.com.tw/retail/zh_TW/insights/20180322，2018 年 3 月 22 日。 

https://www.invesco.com.tw/retail/zh_TW/insights/20180322
https://www.invesco.com.tw/retail/zh_TW/insights/201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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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稅改法案實施之短期成效 

根據美國聯準會所發布的報告30，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已經開始展現

影響力，過去美國稅制促使美國企業將利潤留於海外，截至 2017 年底為止，

約有 1 兆美元現金在境外，且大多以固定收益債券形式持有，根據最新國際

收支平衡表(BOP, balance of payments)資料，顯示在 2018 年第一季美國企業

回流資金為 3,030 億美元，約為過去平均回流金額的六倍、估計境外累積現

金的 30%。美國曾在 2004 年時短暫實施租稅假期(Tax Holiday)，至 2005 年

累計 3,120 億資金回流，約占當時初估 7,500 億境外美元現金的 41%(圖 8)。 

 

圖 8  境外收益回流金額 

資料來源：1. 美國聯準會，美國企業境外收益回流分析 U.S. Corporations' Repatriation of 

Offshore Profits，2018 年 9 月 4 日。 

          2. 本研究整理。 

                                                      
30 The Federal Reserve, U.S. Corporations' Repatriation of Offshore Profits，Sep. 04,2018,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notes/feds-notes/us-corporations-repatriation-of-offshore-profits-2018090

4.htm#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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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回流在會計科目上的改變是：過去由子公司持有的資金，現在改由

為母公司持有。在稅改之前的稅務制度，使用境外資金做在美國境內之投資

或是股票回購，一律會被視為資金回流而被課徵所得稅，故在新稅法法案―

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上路之後，回流的美國資金量會對美國企業的融資方

式和投資決策有重大影響。根據美國聯準會分析，2018 年第一季所回流的資

金與股票回購有相關性，而未有明顯證據指出資金回流與美國企業增加有明

顯關聯，但也還不能斷定美國企業資金回流不會促進投資，因為企業做投資

決策的考量非常多，故促進企業投資的效果會可能會有時間遞延現象。 

以持有海外現金部位最大的蘋果公司為例，蘋果公司回流美國的海外盈

餘中，支付約 380 億美元的股利，並且宣布未來將有 5 年期 300 億美元的投

資計畫，蘋果公司將在美國擴張建立新園區、建立資料中心，此舉預計將創

造兩萬個就業機會和 3500 億美元的經濟貢獻，不過截至 2018 年 10 月止尚

未公布其廠址。31 

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因素眾多，包含是否有投資標的、當地市場規模、

該地經商成本等原因，而稅率高低則是影響著企業總稅費成本，故也可以預

期在短期影響到的企業決策的產業類型可能是毛利率較低的產業、國際移動

性較高的產業以及現金持有部位高的產業等，而新稅改法案對美國企業投資

狀況的實際影響情形，則還需時間觀察。  

                                                      
31 蘋果海外現金回流美國將繳 380 億美元稅款 特朗普：美國重大勝利，2018 年 1 月 19 日，

https://unwire.pro/2018/01/19/apple-repatriation-tax/news/。 

https://unwire.pro/2018/01/19/apple-repatriation-tax/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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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印尼經驗：《租稅特赦法案》 

自 2011 年開始，印尼經濟成長開始趨緩，其原因在於政府對印尼投資環

境改革停滯，且中國大陸經濟景氣冷卻減少對天然資源市場的需求，故直接

投資熱潮暫緩，印尼經濟成長率放緩。對印尼來說，直接投資是影響印尼經

濟的主要因素，印尼生產力開始無法應付國內需求，貿易順差開始逐漸縮

小。 

為解決直接投資減少的問題，印尼政府實施多次租稅特赦(Tax Amnesty)。

所謂租稅特赦是指在一段期間內，若納稅人誠實申報過去未誠實申報之資產，

則給予以優惠稅率補繳過去須繳的稅，並免除其延伸的罰則。印尼曾在 1964

年、1984 年、2008 年和 2016 年實施過租稅特赦，其中 2016 年到 2017 年所

執行的《2016 年印尼租稅特赦法案》(Law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o.11 of 

2016 Regarding Tax Amnesty)，分成 3 個連續階段，每階段時間為 3 個月，越

早申報所適用稅率越優惠，若將該筆申報之海外資產匯回到印尼，並透過指

定金融管道投資 3 年，則適用稅率再減半。租稅特赦的主要目的是鼓勵印尼

國人申報資產來改善稅務體質，同時藉此促進印尼直接投資。 

一、 背景 

2015 年初印尼政府為了應逐漸下滑的經濟成長率，決議開始施行財政擴

張政策，例如發展印尼的基礎設施等活動，以挽回逐漸低迷的印尼經濟。尤

其當時印尼的利率環境正處於相對高點，而短期內印尼央行並無打算調降利

率。同時，為了改善印尼稅收情況，印尼政府也進行了幾項稅務改革。 

在 2015 年 5 月初，印尼政府發布關於稅的總統命令32，宣布將放寬對國

內投資或外人投資之稅收免稅額(tax allowance)條件。過去，投資人需投資至

                                                      
32 Government Regulation (PP) No. 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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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 兆印尼盾(約 7,700 萬美元)以上才能豁免所得稅；新的方案將不會設定

很明確的最低投資金額作為免稅條件，而是視該當地或外國公司的投資是否

對印尼有其價值，例如出口印尼製造的工業品、聘僱許多印尼勞工等事項，

印尼政府將會對個別投資案做評估和決定是否給予稅收免稅額，目標吸引更

多來自國內外的重大投資。33 

同時，印尼政府打算再次實施租稅特赦，希望可以增加稅收，以應付增

加的政府支出。此租稅計畫將持續 9 個月，希望印尼國人可以在這段期間主

動申報過去未繳納的稅務義務，同時可以免除本應繳納的罰款。根據網站印

尼投資(indonesia-investments)所報導，印尼 2014 年的稅收與國內生產總值之

比率(tax-to-GDP)只有 10.8%，為亞洲最低。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

希望透過租稅特赦法案將納稅比率提高，進一步改善印尼整個國家的財政體

質34。                                                                                                                                                                                                                                                                                                                                                                                                                                                                                                                                                                                                                                                                                                                                                                                                                                                                                                                                                                                                                                                                                                                                                                                                                                                                                                                                                                                                                                                                                                                                                                                                                                                                                                                                                                                                                                                                                                                                                                                                                                                                                                                                                                                                                                                                                                                                                                                                                                                                                                                                                                                                                                                                                                                                                                                                                                                                                                                                                                                                                                                                                                                                                                                                                                                                                                                                                                                                                                                                                                                                                                                                                                                                                                                                                                                                                                                                                                                                                                                                                                                                                                                                                                                                                              

二、 促進機制與方案 

在 2016 年 7 月 18 日，印尼政府發布了《2016 年印尼租稅特赦法案》(Law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o.11 of 2016 Regarding Tax Amnesty)，此法案主

要是想加強印尼國人遵守租稅繳納規則的情況，增加印尼政府稅賦收入，並

鼓勵海外資金回流至印尼，促進印尼國內投資與經濟活動，此租稅特赦實施

期間為 9 個月。 

依印尼政府自行估計，約有 4,000 兆印尼盾(約 3,030 億美元)的印尼資產

被藏在海外，如新加坡、巴拿馬、倫敦、香港和英屬維吉尼亞群島等避稅天

                                                      
33 Indonesia-Investments, Tax in Indonesia: Boosting Tax Collection through New Policies, May. 11 2015,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news-columns/tax-in-indonesia-boosting-tax-collection-through-ne

w-policies/item5545?searchstring=Tax%20Amnesty。 
34 Tax in Indonesia: Boosting Tax Collection through New Policies ，2015 年 5 月 11 日，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news-columns/tax-in-indonesia-boosting-tax-collection-through-ne

w-policies/item5545。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news-columns/tax-in-indonesia-boosting-tax-collection-through-new-policies/item5545?searchstring=Tax%20Amnesty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news-columns/tax-in-indonesia-boosting-tax-collection-through-new-policies/item5545?searchstring=Tax%20Amnesty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news-columns/tax-in-indonesia-boosting-tax-collection-through-new-policies/item5545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news-columns/tax-in-indonesia-boosting-tax-collection-through-new-policies/item5545


46 

 
 

堂。這些資產若能納入印尼的稅賦系統，可以成為印尼政府課稅的重要來源，

以及支持印尼經濟發展的資金來源。 

1. 租稅特赦之稅率設計 

印尼政府為了更有效鼓勵印尼納稅人誠實申報資產，並且吸引海內外資

金回流印尼進行直接投資，設立「清算稅稅率」(Clearance levy rate)，於租稅

特赦的特定時間，只有在此段時間申報資產或匯回資產，才能享有此稅率優

惠。印尼境內與境外資產皆適用此租稅特赦方案，只要印尼國人主動在此期

間申報資產，都適用清算稅稅率補繳納稅，並免除過去未誠實納稅所遭懲處

的罰則。而租稅特赦時間又分為三個階段，在越早期階段申報該資產，則適

用越優惠的稅率，申報資產所付出的稅務成本越低。又因印尼經濟體十分仰

賴直接投資，此為帶動印尼生產力的主要因素，故若該申報資產用於投資印

尼國內並投資三年，則優惠稅率再減半，也就是若所申報之海外資產匯回印

尼境內投資 3 年，享有減半稅率(表 5)。 

表 5  印尼租稅特赦計畫的清算稅稅率 

 第一階段 

2016/7/1 

至 2016/9/31 

第二階段 

2016/10/1 

至

2016/12/31 

第三階段 

2017/1/1 

至 2017/3/31 

申報國內資產，並投資印尼至少 3 年 
2% 3% 5% 

申報海外資產，並匯回投資印尼至少 3 年 
2% 3% 5% 

申報海外資產，但未匯回投資印尼 
4% 6% 10% 

資料來源：1. Taxand 全球稅務諮詢公司，《2016 年印尼租稅特赦法案》(Law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o.11 of 2016 Regarding Tax Amnesty)， 2016 年。 

     2.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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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納稅人在 2016 年 9 月 31 日前申報過去未申報的資產，則適

用 4%的稅率；若納稅人不只是申報資產，並在 2016 年 9 月 31 日前匯回至

印尼，則可適用 2%稅率。納稅人越晚加入租稅特赦計畫，所需付出的納稅

成本越高，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後仍未誠實申報或匯回者，所受逃漏稅的懲

罰將更重。 

2. 租稅設計之金融管道 

依據《2016 年印尼租稅特赦法案》，納稅人匯回海外資產需透過指定金融

管道，且資金須投資印尼至少 3年，以防止龐大資金流入影響印尼金融體系，

可以使用的 8 種指定金融工具有包含政府債券、國營事業債、公司債、定期

存款、共同基金、私募基金計畫(RDPT)、集體投資合約(Collective investment 

contracts)和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同時，政府亦有指定特定金融機構來

處理與管理回流資金投資到上述指定的投資商品，其中包含 18 間銀行、18

間投資管理公司以及 19 間證券商 (表 6)。另外，只有印尼盾資產

(rupiah-denominated funds)適用此資金回流方案，意味著若要適用資產回流稅

率減半，必須出售外國貨幣或資產換成印尼盾再匯回印尼，避免衝擊匯率。 

3. 其他規定 

大部分的企業與個人都能夠參與 2016 年的租稅特赦，唯獨被調查中、法

院審判中和已被懲處的納稅人不能參與。凡參與 2016 年租稅特赦的印尼國

民，皆可免除本應繳納的所得稅、增值稅與奢侈稅等應納稅額，並免除因為

逃漏稅而被懲處的行政處分與稅務刑事處分。若未誠實申報資產，印尼政府

將採取更嚴重懲處。若所申報資產低於實際持有資產，則多出來的資產會被

視為納稅人的額外收入並予以課稅，並處以其金額 200%的罰款；若未申報

資產，在租稅特赦之後的 3 年內，該資產將會被視為納稅人的額外收入並予

以課稅，並根據稅法懲處相關行政處分。 



48 

 
 

表 6  印尼租稅特赦政策之指定金融機構 

銀行 Banks 投資管理公司 Investment Managers 證券商 Stockbrokers 

曼迪利銀行 
Bank Mandiri 

Danareksa 投資管理公司 

Danareksa Investment Management 

Mandiri 證券 

Mandiri Sekuritas 

印尼國家銀行 
Bank Negara Indonesia 

施羅德投資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donesia 

金光證券 
Sinarmas Sekuritas 

印尼人民銀行 
Bank Rakyat Indonesia 

瀚亞投信 
Eastpring Investment Indonesia 

Panin 證券 

Panin Sekuritas 

中亞銀行 
Bank Central Asia 

宏利投信 
Manulife Aset Management Indonesia 

里昂證券 
CLSA Indonesia 

Danamon 銀行 

Bank Danamon Indonesia 

Bahana TCW 投資管理公司 

Bahana TCW Investment Management 

泰國聯昌證券 
CIMB Securities Indonesia 

Permata 銀行 

Bank Permata 

曼迪利投資 

Mandiri Management Investasi 

Trimegah 證券 

Trimegah Sekuritas Indonesia 

滙豐銀行 
HSBC 

法國巴黎投資合夥公司 
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興業證券 
RHB Securities Indonesia 

Syariah Mandiri 銀行 

Bank Syariah Mandiri 

Batavia Prosperindo 投資管理公司 

Batavia Prosperindo Aset Manajemen 

大宇證券 

Daewoo Securities Indonesia 

Bukopin 銀行 

Bank Bukopin 

BNI 投資管理公司 

BNI Asset Management 

Bahana 證券 

Bahana Securities 

兆豐銀行 
Bank Mega 

Panin 投資管理公司 

Panin Asset Management 

Indo Premier 證券 

Indo Premier Securities 

Tabungan Negara 銀行 

Bank Tabungan Negara 

Ashmore 投資管理公司 

Ashmore Asset Management Indonesia 

大華 Kay Hian 證券 

UOB Kay Hian Securities 

星展銀行 
Bank DBS Indonesia 

Sinarmas 投資管理公司 

Sinarmas Asset Management 

BNI 證券 

BNI Securities 

花旗銀行 
Citibank 

Trimegah 投資管理公司 

Trimegah Asset Management 
Sucorinvest Central Gani 

泰國聯昌銀行 
Bank CIMB Niaga 

PNM 投資管理公司 

PNM Investment Management 

Danpac 證券 

Danpac Sekuritas 

印尼大華銀行 
Bank UOB Indonesia 

Ciptadana 投資管理公司 

Ciptadana Asset Management 

Panca Global 證券 

Panca Global Securities 

Pan Indonesia 銀行 

Bank Pan Indonesia 

Bowsprit 投資管理公司 

Bowsprit Asset Management 

MNC 證券 

MNC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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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Banks 投資管理公司 Investment Managers 證券商 Stockbrokers 

馬來亞銀行 
Bank Maybank Indonesia 

Indosurya 投資管理公司 

Indosurya Asset Management 

Pacific 資本 

Pacific Capital 

Jawa Barat dan Banten 銀行 

Bank Jawa Barat dan Banten 

Syailendra 資本 

Syailendra Capital 

兆豐投資 

Mega Capital Indonesia 

  Pratama 資本 

Pratama Capital Indonesia 

資料來源 : 1.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Appointment of Gateway to 

Facilitate Tax Amnesty，2016 年 10 月 7 日。  

          2. 本研究整理。 

三、 實施成效 

根據印尼官方統計，印尼成年人口高達 1.65 億人，卻約只有 3,500 萬的

印尼人向政府註冊成為納稅人，而印尼稅務系統中的 3,500 萬人中，只有 1200

萬每年為他們的收入和資產繳納稅負，這表示許多印尼人並未完成應盡的納

稅義務，故增加每年申報稅負人數以及優化印尼政府稅收資訊系統是政府的

主要任務。 

印尼曾在 1964 年、1984 年、2008 年和 2016 年實施過租稅特赦(tax 

amnesty)，其中目的之一是為了改善印尼稅收情形，其中在 2016 年 7 月 1 日

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間所進行的租稅特赦計畫，總共有 96.6 萬人參與此次

印尼租稅特赦計畫，其中約有 20 萬人是過去未曾繳過稅的納稅人，其餘為

過去曾繳納過稅務，但未誠實申報資產之納稅人。 

根據印尼統計局資料，參與 2016 年租稅特赦計畫所申報的資產價值達

4,855 兆印尼盾，其中約有 75%申報資產是在印尼國內，其餘 25%為海外資

產，此申報資產約占印尼當年度 GDP 的 40%，超過印尼政府原先設定的目

標(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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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印尼租稅特赦計畫執行目標與成效 

單位：印尼盾兆元 

 目標金額 實現金額 完成度 

申報資產 4,000 4,855 121.4% 

回流資產 1,000 147 14.7% 

資料來源：1. 印尼統計局，https://www.bps.go.id/，最後瀏覽日為 2018 年 11 月 1 日。 

          2. 本研究整理。 

 

在回流資產部分，計畫實施成果卻不盡理想。印尼官方統計資料顯示，

約有 147 兆印尼盾資產透過指定金融管道回流到印尼國內，較印尼政府原先

所設定的 1,000 兆印尼盾目標為低；同時與印尼國人在租稅特赦期間所申報

的海外資產金額比較，顯示將資金回流印尼境內的意願並不高。這些透過指

定金融管道回流的海外資產主要配置於定期存款、債券與財富管理基金，相

對其他國家，印尼較沒有吸引人投資的計劃且國內稅率較高，故許多印尼國

人未將財富配置於印尼(圖 9)。 

https://www.bps.go.id/，最後瀏覽日，2018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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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印尼盾兆元 

圖 9  印尼租稅特赦計畫執行目標與成效 

資料來源：1. 印尼統計局，https://www.bps.go.id/，最後瀏覽日為 2018 年 11 月 1 日。 

          2. 本研究整理。 

據統計，新加坡為印尼國人申報資產與回流資產最大的來源國家35，計劃

期間從海外匯回的 147兆印尼盾資產中，有 84.52兆印尼盾是從新加坡匯回，

約 57.4%，計劃期間申報的海外資產約有 1,031 兆印尼盾，其中有 751.19 兆

印尼盾是在新加坡被申報，然而印尼國人在新加坡持有的資產約有 2,600 兆

印尼盾，顯示境外資產申報數字占所持有境外資產之比例偏低。36  

 

 

                                                      
35 除了新加坡，其他印尼國人申報海外資產的國家包括英屬維京群島、香港、開曼群島和澳大利亞等地。 
36 Tax amnesty: Indonesians repatriate $8.8b from Singapore，Mar. 31 2017,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tax-amnesty-indonesians-repatriate-88b-from-singapore。 

https://www.bps.go.id/，最後瀏覽日，2018年11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tax-amnesty-indonesians-repatriate-88b-from-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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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境外資產回流情況未達原定目標，印尼政府仍藉由租稅特赦計畫而

增加約 114 兆印尼盾的稅金；印尼政府於 2017 年稅收成長 10%，而在 2016

特赦時期之前平均稅收成長率為 7%。印尼政府並改善了印尼的稅務資訊系

統，同時新的稅收收入也是建設資金的資金來源之一，印尼政府正推動許多

且重要的基礎建設計畫，包含公路、鐵路、港口、電力等計畫，以改善印尼

投資環境並帶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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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加坡經驗：「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 

新加坡是一個面積僅有 718.3 平方公里的都市型國家，2018 年新加坡 564

萬人口之中，僅有 347 萬人為新加坡公民，其餘分別為 52 萬為持有永久居

留權(Permanent Residents, PR)的外籍人士，以及 165 萬為非新加坡居民，非

本國人民比例高達 38.5%，37且新加坡在商業領域上主要使用語言為英語，

可見新加坡國際化的開放程度。 

從新加坡發展經濟的歷史來看，提供租稅優惠給外國企業以吸引外人投

資是新加坡一貫的政策。2017年新加坡企業所創造的生產額為4027億新幣，

其中一半以上的生產額是由外國企業所創造，而當地企業總數達 8 成以上卻

不到一半的生產力，也可見新加坡對外國企業的依賴(表 8)。 

表 8   2017 年新加坡外國企業與本地企業比較 

 企業數量 雇員數量 名目附加價值 

總額 220,100 家 340 萬 4,027 億新幣 

外國企業占比 15% 32% 57% 

本國企業占比 85% 68% 43% 

資料來源：1. 新加坡統計局，https://www.singstat.gov.sg/，最後瀏覽日為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本研究整理。 

新加坡政府現在極力推行新創產業，以發展知識密集型經濟為目標，並

試圖振興科學研究發展，故新加坡也積極從世界各地延攬專業研究人員。新

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所主導的「全球商業投

資者計畫」 (Global Investor Program, GIP)即提供外籍企業家及投資者申請居

                                                      
3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2018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https://www.singstat.gov.sg/find-data/search-by-theme/population/population-and-population-structure/latest-data

。 

https://www.singstat.gov.sg/find-data/search-by-theme/population/population-and-population-structure/latest-data
https://www.singstat.gov.sg/find-data/search-by-theme/population/population-and-population-structure/lates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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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權，並藉此使新加坡為國際化創業基地與資產管理中心。在此方案下，有

意在新加坡創業並具有創業經驗，或是想在新加坡進行的投資人，可通過此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GIP)申辦新加坡永久居留權(PR)，享有新加坡較多數國

家為低的所得稅率。 

換言之，新加坡以較低所得稅率及永久居留權為誘因，吸引全球投資人

匯入資金在新加坡創業或進行商業投資，藉以促進新加坡投資活動及新創產

業發展。以下詳述「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之推動背景、促進機制與方案，

以及推動成效。 

一、 背景 

新加坡在 1963 年脫離英國殖民，之後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其中一州，

但由於馬來西亞政府的政策多以馬來人的權力為優先，此與有眾多華人住民

的新加坡產生許多極大衝突，故在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

亞，同時正是獨立成為新加坡共和國。當時新加坡的華人與遺留下的馬來人

住民相互對立，民族衝突使社會狀況不穩定，失業率達 14%，新加坡人民處

於貧困狀態因而甚至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當時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採取

開發獨裁的方式來建設新加坡和快速發展其經濟。 

為解決新加坡失業的經濟問題，當權政府認為建設工廠能夠創造出足夠

就業機會，又基於時間與現實考量，以招攬外國企業來振興製造業有其必要，

而早於 1961 年英治時期成立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便是主持吸引外國企業投資新加坡的政府中心單位，作為政府機

構對外企投資的單一窗口，提供外資包含外資成立公司、確保土地等進入新

加坡的支援服務，同時，經濟發展局(EDB)也有給予優惠稅率的權力，可用

於獎勵投資，可見新加坡吸引外國投資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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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新加坡仍延續實施這項吸引外國投資的政策，加上新加坡擁有便利

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金融與物流基礎建設，遂成為全球外人投資的首選國

家之一，也形成新加坡 GDP 一半以上的貢獻是來自外國企業，足見外國企

業對新加坡經濟的貢獻。新加坡的國內企業以政聯企業(Government-linked 

Corporations)38為主，主要由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s)為大股東，

其控股的企業包含全資控股的國際港務集團(PSA)、新加坡能源集團、SMART

公司等企業，以及新加坡電信(SingTel)、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DBS)、吉寶

集團(Keppel Corp)等重大控股公司(Significant controlled company)，許多具高

度國際競爭的新加坡本地公司都是政聯企業，相對新加坡本地的民間企業發

展較緩慢，其中以水處理業者凱發集團(HyFlux)較具國際競爭力，大多數的

新加坡民間企業都是中小企業。 

 新加坡經濟受惠於外國企業與政聯企業而蓬勃發展，同時也面臨經濟結

構轉型問題，其中一項為製造業衰退及產業外移。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

的資料，新加坡製造業產值占 GDP 之比例於 2004 年曾達到高峰 26.8%，近

年卻有不斷下降的趨勢，至 2017 年製造業產值占 GDP 比例降為 17.29%(圖

10)。對應新加坡 GDP 結構的變化，服務業產值不斷上升，包含批發零售業

(17.6%)、商業服務業(14.8%)、金融業(13.3%)與物流業(7.2%)等，貢獻了約

70% GDP，顯示新加坡經濟越來越依賴服務業。 

                                                      
38 指政府直接持有該企業控制性股權，並指派董事長或高階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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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新加坡各年製造業產值 GDP 占比 

資料來源:1. 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TOTL.ZS，最後瀏覽

日為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本研究整理。 

    新加坡製造業衰退的隱憂來自於其高昂的水電費與勞工成本，以及近年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新興經濟體(如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崛起，致使新加坡面臨

企業工廠外移的壓力；相對地，新加坡因其方便的地理優勢與健全的基礎建

設，物流與貿易等服務產業得以發展良好。 

    為解決製造業衰退問題並重振國內投資，新加坡政府正極力推動新創產

業、智慧國家等政策。2014 年年底，在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大力推動下，正

式成立「智慧國家計劃辦公室」（Smart Nation Programme Office），以成為智

慧國家為目標邁進，透過數位科技與醫療、生活、運輸、公共服務的結合，

打造共便捷的居住與經商環境。同時，新加坡政府也極力想吸引各種新創產

業的創業者與資金前來進行投資，致力於提供創業者與投資者良好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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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TOTL.ZS，最後瀏覽日2018年11月26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TOTL.ZS，最後瀏覽日2018年11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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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新創公司草創階段提供各種服務與支援，而「全球投資者計畫」(GIP)

正是新加坡政府新創與投資政策之一。39 

二、 促進機制與方案：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 

 「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是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的部門之

一，為有意在新加坡投資、營商及落戶的外籍企業家提供一站式服務，通過

聯繫新加坡和各政府部門及本地企業的網絡，為企業牽線搭橋，建立夥伴關

係，協助企業家在新加坡順利拓展業務， 打造國際化平臺，具備豐富營商

經歷且有意通過新加坡拓展國際業務的企業創始人，可通過「全球商業投資

者計畫」申辦新加坡永久居留權(PR)。40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Global Investor Programme,GIP)是新加坡政府

針對國外投資者在新加坡創業和投資，並提供移民、入境與居留等相關手續

支援，此對新加坡至關重要，新加坡政府致力於提供優良經商環境，不僅是

因為國際商業投資扮演著影響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吸引全世界的創

新商業點子與豐富創投資金，會帶來更多創新活動與技術，其經濟效益和就

業機會不容小覷。 

1. 投資方案 

 此計畫包括 A 與 B 兩項投資方案，兩者皆須投資新幣兩百五十萬元以

上；其中 A 方案是吸引創新者在新加坡創業與設立公司，而 B 方案則是吸引

全球資金到新加坡投資商業實體，透過私募基金機制運作。兩方案內容如

下： 

                                                      
39 21 世紀智慧國家的雛形─新加坡，2017 年 04 月 23 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5870。 
40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聯繫新加坡 Contact Singapore，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gip。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5870
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g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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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方案 A：投資至少兩百五十萬元新幣建立新的商業實體，或者擴充

現有的商業運營。 

(2) 投資方案 B：投資至少兩百五十萬元新幣於一檔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

金(GIP Funds)。 

通過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申請永久居民的 GIP 申請者，必須擁有豐富的

商業經歷以及成功的創業背景，至少須擁有三年的創業經驗。其次，GIP 申

請者的公司必須屬於計畫「行業列表」中的一個或多個商業領域，包括生物

製藥科學、清潔能源、教育和專業服務、電子、化工和工程服務、環境技術、

資訊通訊和多媒體、時尚及運動、物流、運輸工程等領域(表 9)。同時，申

請者須準備公司最近三年的會計師審計（查核）財務報表，提出至少為期三

年的詳細創業或投資計畫書，內容須包括徵才計劃及各年度財務規劃，且最

近一年的營業額與最近三年間的年均營業額須超過新幣五千萬元。此外。申

請者如經營多項事業，則必須以其經營企業中營業額最高的公司作為申請投

資計畫的主公司，如：單一事業之營業額未達到申請門檻，申請者也可以提

出由其經營之關係企業的財務資料加總，又如果申請者的公司屬於私人企業，

申請者必須持有至少 30%的股權，而申請者於公司內的職責範圍，企業的營

收、獲利情形也將列入審核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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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之行業列表 

航空業 新能源業 汽車工程業 化工業 衛生保健業 

製藥及生物科

學業 

物流及供應鏈

管理業 

工程服務業 家族理財及金

融服務業 

資訊通訊產品

及服務 

新技術 

（智慧系統、納米

技術、新技術行業） 

藝術類商業  

(實體藝術品商業

或  演藝類藝術商

業) 

海洋事務與離

岸工程業 

自然資源業 (如

金屬、礦業、農業

大宗商品行業) 

消費產品業 (如

香精香料、飲食營

養、快速消費品行

業) 

電子業 能源業 傳媒業 醫療技術業 安防產業 

宇航業 航運業 精密工程業 專業服務業 體育商品業 

資料來源：1. Contact Singapore，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gip，最後瀏覽日為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 本研究整理。 

2.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 

「全球投資者計畫」(GIP)使有創業與管理經驗的投資人能夠在新加坡申

請永久居留證(PR)，申請者有兩種投資管道，分為直接投資商業實體與間接

投資金融商品。其中以間接投資金融商品的方案 B 是規定投資者須投資於全

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至少 250 萬新幣，被授予成為「全球商業

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的基金就能從 GIP 計畫募集資金。 

新加坡政府為「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設定資格標準，基金須經過審

核申請程序並由美世(Mercer)進行評等後，才能成為合格的「全球商業投資

者計畫基金」。 

 首先，該基金必須要註冊與設立於新加坡，基金管理公司也必須註冊與

設立於新加坡，且要取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允許對其將從事相關活動的資本市場服務牌照(Capital Market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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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或成為註冊資金管理公司(Registered Fund Management Company)，基

金管理公司與基金主要管理人需要有私募基金或創投基金的良好管理經驗

與績效，並有義務要在申請前參加關於其他申請要件的說明會議，其他主要

申請要件如下：41 

(1)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需要至少 3000 萬新幣至 1.5 億新

幣的規模。 

(2)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至少要有三位董事成員，其中至

少又兩位是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 

(3)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至少要有 3 為投資委員會成員，

並且有兩位是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並有至少五年全職於私

募或創投基金的相關管理經驗。 

(4)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須確保至少有一位董事會成員不

是投資委員會成員。 

(5)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資金來自兩個國家以上的 GIP 申

請者，並且最少有 15%的 GIP 申請者來自一個或多個次級市場。 

(6)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必須將 50%以上的資金投資在於

新加坡營運且從事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推廣產業之企業。所謂在新

加坡營運，是指成立於新加坡且其主要活動亦在新加坡者，而指定產

業可見行業列表(表 9)。 

(7)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不可投資在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 

(8) 在五年之內，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至少將 70%承諾資

                                                      
41 GIP Funds, Contact Singapore, 

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en/investors-business-owners/invest-in-singapore/gip-funds。 

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en/investors-business-owners/invest-in-singapore/gip-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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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於私募基金投資。 

(9)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和基金管理人必須提交每年審核

財務計畫、申明書與季投資報告給「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

該審計必須由國際具聲譽的會計公司執行，並且相關費用由該基金所

負擔。 

從 2012 年起，「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引進獨立基金評級機制

作為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的申請和評選流程的重要環節之一，美世(新加

坡)私人有限公司(Mercer)於 2012 年 3 月被委任為獨立評級機構，評級審查基

於對基金三大方面的綜合考量：(1)決定該基金投資意向和業務管理的人員組

成；(2)該基金投資組合的建構程序和落實過程，以及(3)該基金的公司治理、

風險控制、投資技術與行政。 

符合評級標準的基金獲得美世「首選基金」評級，「聯繫新加坡」的全

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評選委員會再對其進行審核，並授予最終標準。通過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批准的基金需要在首次批准後的集資期間進行持續審

核，以再次確認其已獲得的評級，並且確保符合聯繫新加坡的相關要求。按

照美世評級機制，於 2018 年共有 4 檔基金被認證為「首選提供者」，繼續作

為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參與其中。(表 10)42 

 

 

 

 

                                                      
42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gip。 

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g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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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GIP Funds)名單 

基金經理人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 

Crest Capital Asia Fund Mgmt Pte Ltd 企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Evia Capital Partners Pte Ltd 毅雅成長基金 

F & H Fund Management Pte Ltd 風和新家園基金有限公司 

Phillip Private Equity Pte Ltd 輝立企業創業基金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1. Contact Singapore，https://www.contactsingapore.sg/cn/gip，最後瀏覽日為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 本研究整理。 

 

三、實施成效 

 由新加坡經濟貿易發展局提出的「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GIP) ，是為

吸引全球企業家投資新加坡的經濟政策。新加坡長期推行各項吸引各地人才、

企業家與人才的經濟政策，以及其地理優勢、透明法規、語言環境、租稅優

惠與健全設施等優勢，已有許多世界各地的富裕外國人士與跨國企業高級主

管入籍新加坡，適用新加坡偏低的稅率。除了將資金移入投資於合格「全球

商業投資者計畫基金」之外，這些全球富豪和企業家也不乏有人在新加坡創

業，促進新加坡國內企業活動及經濟發展。例如，紐西蘭億萬富豪 Richard 

Chandler 在 2008 年新加坡永久居留權，並成立了 Chandler 投資公司；臉書

創辦人之一 Eduardo Saverin 因臉書上市時所需繳納的鉅額納稅，放棄美國國

籍並定居於新加坡，在新加坡投資開設科技公司。 

 根據美世(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發布的全球投資者計畫基金評級報告，

四檔基金分別有不同表現。募資狀況最好的基金是輝立企業創業基金有限公

司，受惠於其持股母公司規模、營運和企業監管，募集資金接近 4,000 萬新

幣，該基金年淨投資報酬率目標為 6%到 12%，大部分投資於夾層融資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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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階段的可轉換債，目前已投資於四間公司。另一檔風和新家園基金有限公

司則是自全球投資者計畫(GIP)募集了 3,750 萬新幣，該基金的投資期望報酬

率為 25%，投資在晚期風險與成長階段的新創公司，投資集中在消費與科技

領域，透過投資特別股和有贖回條款的可轉換債券確保下行風險，該基金至

2015 年末已在 22 個公司投資 3,390 萬新幣；企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募集了

1,250 萬新幣，該基金計畫投資多元類別的中小企業，毅雅成長基金有限公

司僅募集 854 萬新幣，這兩檔基金募集全球投資者計畫(GIP)資金的狀況則是

遠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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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澳洲經驗：「商業創新與投資計畫」 

澳大利亞憑著自身自由開放的文化環境、完善的福利和醫療，以及宜人

氣候，吸引著世界各國的人到澳洲工作與學習，其中也有不少人選擇在此定

居。澳大利亞有相較於其他歐美國家方便的移民政策，有相對優厚的移民吸

引力，也正因此使澳洲成為華人移民的首選國家。 

澳大利亞主要有幾種移民方式有技術移民、雇主擔保移民、商業投資移

民、配偶移民、家庭團聚移民、退休移民和人道援助移民，每項移民方式有

不同種審核方式。譬如技術移民評比標準包含年齡加分、英語能力、提名技

術職業、學業、提名或擔保、澳大利亞學習要求以及其他因素，且進行一連

串的自我評估、職業評估、註冊 EOI、簽證申請等流程，便有機會成為澳大

利亞移民，澳洲的 189 獨立技術移民是移民大軍中最為龐大的群體，與許多

人通過留學、技術移民加分、申請技術移民的方式獲得了澳大利亞久居住權，

進而擁有澳洲國籍。 

澳洲原先是英國的殖民地，起初為關押犯人的監獄與有少量移民，後來

歷經掏金熱，引來大量移民，亦有隨之而來的種族歧視與白澳政策，自此移

民政策成為澳洲的特色與傳統。澳洲幅員廣闊、資源豐富，人口密度卻非常

低，移民政策能讓優質移民的流入，不但可以解決人口稀少的問題，並且這

些有技術或財富的移民流入，更能為澳洲經濟帶來更多活力，故移民政策一

職是澳洲政治與經濟上的重點。 

一、 背景 

從二十世紀初期，澳洲政府頒布了《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

只許白人移民流入，限制非白種人移入澳洲，直至 1972 年《白澳政策》才

正式宣布廢除，並鼓勵難民、家庭聚首的移入。到 1980 年代，澳洲政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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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產業經濟的發展，啟動技術勞工的移民計畫，只要移民擁有特定領域的專

長或者商業經營能力，申請該計畫合格通過後，便擁有澳洲永久居住權(PR)，

而這些技術移民之後成為了澳洲總移民人數的主要來源。43 

在 2013 年，澳洲人口約為 2300 萬人，與臺灣人口數相當，但澳洲面積

為 769 萬平方公里，面積約為臺灣的 212 倍，人口相對稀少。憑藉著移民政

策，2016 年澳洲人口已經來到 2460 萬人，在這樣的人口流入下，除了可預

期澳洲於未來的人口數仍會是呈現正成長之外，相較於美國、日本、加拿大

等等先進國家，澳洲的人口社會結構是健康且年輕化，這也是澳洲經濟成長

以消費支撐的特徵，也是為經濟帶來其活力的來源之一。  

二、 促進機制與方案  

商業投資移民是澳洲用以吸引富有移民的移民方案之一，全名為「商業

創新與投資計畫」(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Program, BIIP)，以中小

企業業主與大型企業管理者為主要對象，吸引投資者與創業家投資澳洲，進

而創造就業、引入新科技、增加競爭力與國際市場連結。該計畫提供三大簽

證類別可申請，包含：商業人才(永久)簽證(132 類別)、商業創新與投資(臨

時居留)簽證(188 類別)以及商業創新與投資(永久)簽證(188 類別)，每個簽證

類別下各提供幾個申請方案，欲申請該計畫的商業投資移民需以家庭為單

位。 

上述三大簽證類別中，商業創新與投資(臨時居留)簽證(188 類別)含有四

種簽證申請方案，分別為商業創新方案(188A類別)、投資者方案(188B類別)、

重大投資者方案(188C 類別)以及創業者方案(188E 類別）。其中 188C 重大投

資者類簽證的申請條件更側重投資方向，是澳洲政府重點關注的移民類型，

                                                      
43 【投資指標 GPS】澳洲 ： 一個連續 100 季不衰退的國家!，財經 M 平方，

https://www.macromicro.me/blog/tou-zi-zhi-biao-GPS-ao-zhou-yi-ge-lian-xu-100ji-bu-shuai-tui-de-guo-jia。 

https://www.macromicro.me/blog/tou-zi-zhi-biao-GPS-ao-zhou-yi-ge-lian-xu-100ji-bu-shuai-tui-de-guo-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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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又稱為「重大投資者類移民」（Significant Investor）。 

188C 重大投資者類簽證沒有年齡限制，沒有英語要求，亦不需評分，只

要在政策規定的領域內至少投資 500 萬澳幣，就可以快速移民至澳洲，適合

人群為高淨資產與高收入的成功人士，簽證有效期四年，主申請人必須滿足

160 天居住要求。其申請條件為家庭淨資產 500 萬澳幣（滿足當前時點），且

申請人必須在澳洲投資至少 500 萬澳幣超過四年，並符合以下投資比例至指

定投資商品（表 11）： 

(1) 至少 50 澳幣投資到創業投資基金（Venture Capital）或成長型私人股權

基金（Private Equity），此類基金主要投資於新創與小型非上市企業，

而為鼓勵此類基金，澳洲政府給予此類基金免稅優惠。 

(2) 至少 150 萬投資到小型股票基金，此類基金專注市值小於 5 億澳元的

上市或非上市企業，且非上市企業不超過基金淨值的 20%。 

(3) 最多 300 萬之剩餘資金投資到其他管理基金，可投資股票、債券、特

別股、可轉債、商業不動產。 

表 11  重大投資者方案 500 萬澳幣投資分配 

投資內容 金額 

投資新創公司和小型私有企業的創投基金或成長型私募股權基金

(VC/PE) 
至少 50 萬元澳幣 

投資澳洲證券交易所掛牌新興公司的合格管理基金 至少 150 萬元澳幣 

投資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澳洲公司債券或票券、年金和商

業不動產 (10%以下)的管理基金 
最多 300 萬元澳幣 

資料來源: 1. 澳洲議會網站，商業創新與投資計畫(BIIP)問答集(Inquiry into the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Programme)，刊載日期為 2015 年 3 月 24 日。 

         2.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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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者簽證除了對投資金額與配置有所限制之外，亦禁止直接和間

接投資於住宅房地產，且其投資不得用作貸款的擔保或抵押品。此外，澳洲

政府並無特定基金名單，只列出應投資金額與投資基金類型的條件，並不指

定任何金融管道或基金，此因澳洲投資環境多元豐富，投資標的選擇眾多，

投資商品限制少更能增加潛在投資人申請誘因。 

三、 實施成效 

受惠於良好的社會居住環境與移民政策，每年的移民人數穩定成長是澳

洲經濟成長來源的主要原因之一。過去 10 年，相較於大部分的已開發國家

的人口平均成長不到 1%，澳洲的人口增長率則高達 1.5%，此人口成長的速

度為澳洲帶來了龐大的住宅需求和消費動能，帶動整體經濟保持穩定增長。

又移民政策的另一個影響是人口結構，澳洲經篩選過的新移民持續流入，使

其人口結構與已開發國家相比，更為年輕與健康，亦是經濟活力的象徵之一。

具體可見澳洲國內生產毛額結構，營建房地產占澳洲 GDP 8.8%，而消費則

占 55%，兩者都對澳洲長期以來的經濟影響非常大。44 

澳洲政府近年來逐漸緊縮或改革其移民政策，例如在 2011 年 1 月 5 日澳

大利亞移民局祭出徵求意見稿，其中明確指示新政策將徹底推翻現有的商業

移民類別和要求，並引進評分制度，新政策將對申請人的教育程度、專利和

商標、已經存在的進出口管道、新技術開發，以及英語水準等進行評分，得

分高者優先審理，而將英語水準引入評分系統，對英語不好的移民較為不利。

澳洲政府改革的原因在於過去的移民政策吸引不少原以為對澳洲經濟有所

貢獻的不少移民，但是部分投資移民申請者都只是經營小餐館、超市或旅館

之類的小生意，對澳洲經濟並沒有起到實質性的幫助，故澳洲政府在經過 1

年多的研究與徵求各個州政府的意見後，為了從眾多的商業移民申請人中挑

                                                      
44澳洲：一個連續 100 季不衰退的國家!，財經 M 平方，2018 年 5 月 17 日，

https://www.macromicro.me/blog/tou-zi-zhi-biao-GPS-ao-zhou-yi-ge-lian-xu-100ji-bu-shuai-tui-de-guo-jia。 

https://www.macromicro.me/blog/tou-zi-zhi-biao-GPS-ao-zhou-yi-ge-lian-xu-100ji-bu-shuai-tui-de-guo-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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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更優秀的申請人，對移民政策進行改革。45 

2017 年澳洲移民政策再次緊縮，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 ·特恩布爾

（Malcolm Turnbull）表示，未來成為澳洲公民的人士將須經過更嚴格的測試，

證明移民的英語水平並需體現「澳大利亞價值觀」，並指出此次改革會以澳

大利亞人和澳大利亞人就業為優先，澳大利亞總理所指的澳洲價值觀是移民

必須支持宗教自由和性別平等，例如家庭暴力、童婚或割除女性生殖器等，

其他移民政策的改革包含：46更嚴格的英語測試；提供融入社區的證據，比

如學校錄取或社區組織成員資格等；成為永久居民的年數從原本的三年調至

四年；申請人只能申請三次，在測試中作弊的人自動取消資格。 

 

 

                                                      
45 澳洲移民政策改革的背景，2012 年 4 月 10 日，http://australia.xdf.cn/201202/1103195.html。 
46 澳大利亞收緊移民入籍程序：有何重大修改？BBC 新聞網，2017 年 4 月 20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39650701 

http://australia.xdf.cn/201202/1103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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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為研議如何促進境外資金回流並支持我國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本研

究參酌當前全球資產管理產業發展趨勢、主要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吸引境外資

金來發展的成功經驗，以及近年國外運用租稅優惠吸引境外資金並透過資產

管理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支持實體產業的機制內容，做為規劃設計我國機制

之參考。 

   本研究第二章綜整全球資產管理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並從全球富人資

產配置與移動趨勢，觀察國際知名資產管理中心的發展及其成功經驗，從中

探討能吸引境外資金移入進而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發展條件，供我國研

議促進境外資金回流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之參考實例。同時進一步探

討臺灣在主觀條件與客觀環境下，促進境外資產回臺發展資產管理業及成為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重要性與契機。 

本研究於第三章各節探討四個國家如何透過租稅優惠機制吸引境外資金

回流，並藉由資產管理事業進行投資的案例，包含美國《減稅就業法案》(TCJA)

的稅制改革、印尼《租稅特赦法案》(Tax Amnesty)、新加坡「全球商業投資

者計畫」(GIP)及澳洲「商業創新與投資計畫」(BIIP)，作為臺灣建立租稅優

惠、導引資金回流的政策參考依據。 

以下摘要本研究第二章及第三章之重要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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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進境外資金回流我國支持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之重要性、契

機與原則 

本研究第二章指出，臺灣擁有開放且具規模的共同基金市場，且臺灣企

業家及個人持有資產規模在亞洲地區名列前茅，若能善用本身優勢吸納國內

外高財富族群的金融資產，應能發展成為具競爭力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唯

臺灣所得稅率較周邊國家為高，促使企業家基於稅後報酬或營運效率之考量，

將所持有資產轉配置在較低所得稅率的地區，如鄰近的香港，未能掌握發展

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先天優勢。 

因此本研究第二章提出，在當前全球計有 107 個國家實行《共同申報準

則》的趨勢下，眾多臺商所處的中國大陸也確定在 2018 年 9 月實施相關措

施，加之「中」美貿易摩擦尚未見休兵之勢，中國大陸臺商原先「中國大陸

製造再出口至美國」的全球貿易優勢削減，促使臺商規劃將長期累積的海外

盈餘匯回投資臺灣，我國宜把握此一促進境外資產回臺投資的契機。然而，

考量當前國際反洗錢規範趨嚴且臺灣不乏閒置資金，在研議相關機制之時宜

適當拿捏監管尺度，需符合國際防制洗錢相關規範以避免非法資金獲得合法

掩護，且需避免匯回資金用於炒房、炒股和炒匯而影響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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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臺灣促進境外資金回流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 SWOT 分析 

優勢 劣勢 

 臺灣擁有開放且具規模的共同

基金市場。 

 臺灣企業家及個人持有資產規

模在亞洲地區名列前茅。 

 周邊國家所得稅率較臺灣低，吸

引國人將資產配置於該處。 

 國人習於將財富交由海外資產管

理業務管理。 

機會 挑戰 

 全球 107 個國家實行《共同申報

準則》，包含中國大陸。 

 「中」美貿易摩擦降低臺商在當

地的全球貿易優勢。 

 需符合國際防制洗錢相關規範，

避免非法資金獲得合法掩護。 

 需避免匯回資金用於炒房、炒股

和炒匯，影響社會安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資產管理市場發展趨勢及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本研究第二章指出，全球長期低利率環境與金融局勢變化多端，投資人

逐漸偏好將資產交託予專業投資人進行管理與運用，共同基金等資產管理事

業透過提供有效率的資產配置諮詢與管理服務，逐漸取代傳統銀行體系，成

為導引儲蓄至投資的重要角色；且近年來包含交易所買賣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的被動式投資策略(Passive Investments)，以及私募股權基金和創業投資

等另類投資工具(Alternative Investments)，兩者占投資人整體投資配置的比重

逐漸提高。而經由相關文獻探討發現，資產管理產業對於提高國內生產總值、

提升生產業者生產能力、創造就業機會與推動企業創新等，均帶來正面獲益。

因此，我國在研議導引境外資金投資國內的機制時，宜多加運用資產管理事

業此一重要管道，並將私募股權基金等新興資產管理趨勢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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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第二章指出，瑞士、香港、新加坡等雖然不是聚集最多企業

家和高財富資產者的地區，但受惠於鄰近國家境內富人的金融資產移入當地，

而發展成為首屈一指的境外資產管理中心。進一步分析後發現，這些地區之

所以能吸引境外資金移入投資當地，皆具有幾項共通條件，其中之一則是提

供較周圍國家偏低的所得稅率。因此，若欲促進境外資金流入臺灣資產管理

市場，可參酌瑞士、香港、新加坡的發展經驗，衡酌評估透過租稅優惠措施

之可行性。 

表 13 瑞士、香港、新加坡的境外資產規模、資金來源與成功條件 

國家 境外資產規模 主要來源國 成功條件 

瑞士 2.3 兆美元 

德國、法國

和沙烏地阿

拉伯 

⚫ 較周圍國家偏低的所得稅率 

⚫ 國家優越地理位置 

⚫ 完善法律體系 

⚫ 培育專業資產管理人才 

香港 1.1 兆美元 
中國大陸、

臺灣和日本 

⚫ 較周圍國家偏低的所得稅率 

⚫ 國家優越地理位置 

⚫ 完善法律體系 

新加坡 0.9 兆美元 

中國大陸、

印尼和馬來

西亞 

⚫ 較周圍國家偏低的所得稅率 

⚫ 國家優越地理位置 

⚫ 完善法律體系 

⚫ 培育專業資產管理人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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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印尼、新加坡與澳洲吸引境外資金機制對我國之啟示 

世界各國為吸引龐大全球境外資金投資本國，包含美國、印尼、新加坡

及澳洲等先進與新興國家在內，紛紛以租稅獎勵方式提供境外資金投資國內

的誘因，其實施機制可提供我國參考。 

首先，美國政府於2017年修訂《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以吸引美國企業海外資金回流並投資美國國內，其針對企業稅改內容包括美

國企業所得稅大幅降低、海外盈餘不再課稅、過去累積之境外盈餘予一次性

課稅等。此項稅改大幅提高企業投資誘因，使得 2018 年第一季企業海外資

金回流金額成長 6 倍，而實際的投資效益仍有待觀察。 

其次，印尼為鼓勵國人申報國內外資產並匯回投資國內，以活絡國內投

資，凡在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間，將海外資產匯回印尼並透過政府指

定的金融機構投資於私募股權基金等指定金融工具者，匯回資產可以特定稅

率繳納稅款；若投資期間超過投資三年，則適用較低稅率。又其特定稅率以

三個時期劃分，越早申報資產適用越低稅率，以增加印尼國人申報資產的誘

因。根據印尼財政部統計，共有 147 兆印尼盾回流印尼，該政策成效頗佳。 

   此外，為吸引全球跨國企業資金投資其國內資本市場與經濟活動，進而

促進本國經濟成長，新加坡和澳洲分別推動「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和「商

業創新與投資計畫」，外國投資人可選擇直接投資該國企業實體，或投資指

定條件的私募基金與創投基金，而符合此投資條件之外國投資人即可以等同

該國居民身分之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 

綜合上述國際經驗可知，除了美國未限定匯回資金的投資管道，新加坡、

澳洲與印尼等國多有要求須透過國內合格投資工具，且合格投資工具皆有納

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私募股權基金等資產管理工具。各國吸引跨國企業境

外資金投資國內的作法，彙整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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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美國、印尼、新加坡、澳洲的境外資產投資國內租稅獎勵方案 

國

家 
美國 印尼 新加坡 澳洲 

方
案 

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 

Tax Cuts and Jobs Act 

租稅特赦法案 

Tax Amnesty 

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GIP) 

Global Investor Program 

商業創新與投資計畫(BIIP)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Program 

主
要
內
容 

(針對企業部分)由屬人主義
轉為(半)屬地主義，原則上
不再針對企業境外轉投資公
司之盈餘課稅。為因應此轉
變，修法前企業所累積之境
外盈餘，課徵一次性之稅負。  

(2016/07-2017/03)同時針對印尼
國內和國外之資產申報，以實施
時間分為 3 階段，資產越早申報
稅率越優惠。若該筆資產為海外
匯回資產且未來將投資三年，則
稅率再減半。 

想在新加坡創業並具有創業經
驗者、想在新加坡進行投資者，
可通過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
(GIP)申辦新加坡永久居留權
(PR)。 

提供三大簽證類別可申請，包
含①商業人才(永久)簽證(132

類別)、②商業創新與投資(臨
時居留)簽證(188 類別)、③商
業創新與投資(永久)簽證(188

類別)，每個簽證類別提供幾
個申請方案。 

背
景
原
因 

原稅率偏高、境外盈餘實際
匯回時才予課稅 (遞延課
稅)、海外所納稅額可扣抵，
導致美國公司將盈餘留於境
外再投資，而不願匯回盈
餘、總部設於海外。 

為解決印尼直接投資的減少，以
及印尼政府稅收狀況不佳的問
題，以相關特定稅率措施鼓勵印
尼國人申報國內外資產，並移回
海外資產，以增加國內投資，同
時整頓印尼稅務體系。 

過去新加坡經濟起飛原因之一
為引入大量外國資金，如今外國
投資對國際化的新加坡仍至關
重要，故提供外籍企業家及投資
者申請永久居留權，使新加坡為
國際創業基地與資產管理中心。 

移民政策為澳洲政策的傳
統，移民流入能為解決澳洲人
口不足問題與為經濟注入活
力。吸引投資者與創業家能創
造就業、引入新科技、增加競
爭力與國際市場連結。 

課
稅
方
案 

美國企業持股 10%以上之海
外公司盈餘不再予以課稅，
過去所累積之未匯回海外盈
餘則予以一次性課稅，其
中，現金與約當現金資產之
盈餘稅率為 15.5%，其他資
產之盈餘稅率為 8%。 

三大稅率方案： 

① 申報在印尼境內之資產，以
及自海外匯回印尼且將至少
投資三年之海外資產。 

② 申報於印尼境外但未匯回之
海外資產。 

③ 營業額超過 48億印尼盾的企
業所申報之資產，價值超過
100 億印尼盾者。 

含有兩項投資方案， 

投資方案①：投資至少兩百五十
萬元新幣建立新的商業實體，或
者擴充現有的商業運營。 

投資方案②：投資至少兩百五十
萬元新幣於一檔全球商業投資
者計畫基金(GIP Funds)。 

商業創新與投資(臨時居留)簽
證(188 類別)，含有四種簽證
申請方案： 

① 商業創新方案(188A 類別) 

② 投資者方案(188B 類別) 

③ 重大投資者方案(188C 類
別) 

④ 創業者方案(188E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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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美國 印尼 新加坡 澳洲 

重
要
機
制 

➢ 美國企業稅率降低： 

美國企業所得稅由累進
稅率(最高 35%)，降至單
一稅率 21%，且廢除最低
稅負制。 

➢ 受控外國子公司改革： 

修法前，美國股東與外國
股東共同持有某受控外
國公司(CFC)時，美國股
東持有外國公司之股份
計算，將不納入外國股東
持有之部分，此條廢除。 

➢ 無形資產海外銷售所得： 

仍維持屬人主義，但新增
租稅抵免之優惠措施。 

➢ 防止稅基流失條款： 

美國境內公司匯往海外
關係企業之款項課稅
10%、對美國跨國企業無
形資產之移轉課稅。 

➢ 租稅特赦之海外資金機制： 

申報海外資產，並將該筆海
外資產匯回印尼，並投資至
少三年，則稅率減半。(下表) 

申報時間 稅率 

2016/ 7/1- 9/31 2% 

2016/10/1-12/31 3% 

2017/ 1/1- 3/31 5% 

➢ 指定投資金融管道 

指定海外回流資金投資 8 種
特定金融工具47，並有政府配
合的 18 間銀行、18 間投資管
理公司、19 間股票經紀商，
以管理回流資金。 

➢ 被調查中、法院審判中和已
被懲處的納稅人不能參與此
計畫 

➢ 參與租稅特赦計畫的人可免
除本應繳納的所得稅、增值
稅與奢侈稅等應納稅額，因
逃漏稅而被懲處的行政處分
與稅務刑事處分 

評等機構篩選 GIF Funds 

美世(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被委
任為獨立評選全球商業投資者
計畫基金 48 (GIP Funds) 的機
構，其評選 

主要條件有： 

① 需註冊與設立總部於新加
坡，並取得管理當局之認可
資格，基金規模在 3,000 萬至
1.5 億新幣，並具有私募股權
或創投基金的管理經驗等資
格。 

② 50%資金用於新加坡政府列
出的 25 個重點產業，5 年內
要完成當初所承諾投資於私
募股權的 70%資金。 

首次申請需提交 5 年投資計畫，
在首個五年後，若想續簽再入境
許可證，需要①履行投資條件②
在新加坡建立商業實體或居住
一半以上的時間。 

188C 類別-重大投資者方案
(Significant Investor) 

1. 申請人必須投資至少 500

萬澳幣超過四年，並符合
以下投資比例： 

投資內容 金額 

投資新創公司和小
型私有企業的創投
基金或成長型私募
股權基金 

至 少
50 萬
元 澳
幣 

投資澳洲證券交易
所掛牌新興公司的
合格管理基金 

至 少
150 萬
元 澳
幣 

投資澳洲證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澳洲公
司債券或票券、年金
和不動產  (10%以
下)的管理基金 

最 多
300 萬
元 澳
幣 

2. 禁止直接和間接投資於
住宅房地產。 

3. 投資不得用作貸款的擔
保或抵押品。 

 

 

 

                                                      
47 包含 8種指定金融工具：政府債券、國營事業債、公司債、定期存款於指定銀行、共同基金、RDPT(REKSA DANA PENYERTAAN TERBATAS)私募基金、集

體投資合約(Collective Investment contract)、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 

48 新加坡政府 2018 年 8 月 31 日最新公佈的合格基金包含企業投資基金、毅雅成長基金、風和新家園基金、輝立企業創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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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美國 印尼 新加坡 澳洲 

優
點 

企業所得稅率降低實質降低
營運成本： 

相較於 2004 年租稅假期，此
次 TCJA 稅改方案更加有回
流誘因。因為除了給予企業
海外資金匯回之租稅優惠，
企業所得稅稅率有效降低，
企業於美國營運成本亦降
低，增加美國企業投資美國
誘因。 

稅率隨時間改變，在特赦期間，
越早申報稅率越低。 

投資閉鎖期為三年，回流資金需
在政府指定金融管道至少三
年，以獲取特定稅率。有助於導
引境外資金至中長期投資。 

RDPT 管道 

政府指定金融工具管道之一，專
門存放回流的海外資金，用於投
資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等。 

委任評等機構審核合格基金 

藉由發布「全球商業投資者計畫
基金評級報告」，揭露基金運
作、風險與績效，故基金資訊透
明，且基金的投資項目具有選擇
的彈性。 

 

無特定基金名單 

列出應投資金額與投資基金
類型的條件，並不指定任何金
融管道或基金。此因澳洲投資
環境多元豐富，投資標的選擇
眾多，增加潛在投資人申請誘
因。 

成
效 

① 聯準會報告內容： 

2018 第一季企業海外資金
匯回 3,030 億美元，該金額
約為稅改前平均回流金額之
6 倍。統計報告指出該季回
流資金與股票回購明顯相
關，與投資增加之關聯則因
投資有遞延現象，目前還未
能評估減稅對投資的效果。 

② 蘋果公司擴大投資： 

因應川普政府減稅方案將把
海外現金帶回美國，支付約
380 億美元發放股利，以及
宣布為期 5 年的 300 億美元
投資計畫 。 

根據印尼財政部資料，總共有
147 兆印尼盾資金自海外回流，
4,718.7 兆印尼盾資產被申報，優
化印尼政府稅務系統，並使印尼
政府稅收增加，成效頗佳。 

將申報資產金額與資金回流數
量做比較，資金回流印尼境內的
意願並不高，顯示印尼國人偏好
將這些財富配置於海外而非印
尼。 

基金績效報告 

① 企業投資基金：提供夾層式
貸款給成長型中小型企業，
已籌集 1,250 萬新幣。 

② 毅雅成長基金：投資成長型
的公司，尤其科技業，已籌
集 854 萬新幣。 

③ 風和新家園基金：主要投資
在消費和科技領域，已籌集
3,750 萬新幣。 

④ 輝立企業創業基金：多元化
地投資於不同工業產業，已
籌集 4,000 萬新幣。 

人口成長為澳洲帶來了龐大
的住宅需求和消費動能，帶動
整體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又使
其人口結構與已開發國家相
比，更為年輕與健康。 

具體可見澳洲國內生產毛額
結構，營建房地產占澳洲 GDP 

8.8%，而消費則占 55%，兩者
都對澳洲長期以來的經濟影
響非常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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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機制與預期效益 

依據本章第一節所綜整之重要研究發現，我國實有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的優勢。故本研究建議，宜掌握近期海外臺商因應全球貿易情勢轉變

及 107 國擬實施《共同申報準則》(CRS)而有意調整布局的契機，參酌瑞士、

香港、新加坡等地區運用租稅優勢吸引境外資金之經驗，以及近期美國、印

尼、新加坡和澳洲透過租稅優惠並運用資產管理事業來導引境外資金投資國

內的做法，在確保非法資金無法藉此獲得合法掩護，以及能有效杜絕匯回資

金用於炒房、炒股和炒匯的前提下，加速建立一套可行的運作機制，以促進

境外資產回臺投資並支持我國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基於前述國外經驗與國內前提，本研究針對此一運作機制提供以下規劃

建議，做為我國相關單位或政府機關之推動參考。 

一、 運作機制的建議內容 

本研究認為 CRS 施行之際，為引導境外資產回臺發展資產管理業良好時

機，本運作機制之中心主旨除透過 CRS 此外力促使境外資產回臺外，更提供

誘因導引個人及法人主動申報境外資產，併同發展我國資產管理事業，以達

兼具鼓勵個人及法人主動申報境外資產並匯回國內投資重點產業，同時又能

夠發展我國資產管理事業，進而支持我國成為資產管理中心，長遠發展甚至

有機會解決一直無法解決的年金改革及其他退休基金議題。 

透過圖 11 及圖 12 可知，本運作機制建置初衷在於希望 CRS 施行時搭上

境外個人、法人較願意將境外資產重新調整配置之時機點，於一定期間內引

導個人及法人的境外資產匯回我國境內，同時在透過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投資

於合格標的之前提下，適用特定稅率計算該境外資產所需補納之稅額，下面

將就機制內各重要要素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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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引導境外資產回國投資機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2  投資機制設計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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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用對象說明 

本運作機制之適用對象為擁有境外資產並有境外所得須申報之個人及

法人，為求本運作機制之良善立意不為人惡意利用，若個人及法人因違反「洗

錢防制法」或「資恐防制法」而遭起訴，且目前處於訴訟程序階段或是有罪

定讞者，其境外資產無法適用本運作機制。 

另一方面本運作機制的合格資產管理事業，為依我國「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設置標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及「證券商設置標準」設立，

取得相關業務資格並經本條例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券商。 

(二) 適用資產來源 

本運作機制下，適用之資產係指具納稅義務之個人或法人其境外所得累

計數，所稱個人境外所得係指我國財政部認定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大陸、

港澳地區來源所得視同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所稱法人境外所得係指法人

獲配境外轉投資收益。 

(三) 合格標的 

適用本運作機制的資產管理事業投資商品分為四大類，包含私募股權基

金、全權委託投資、私募和公開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另外由於本運作

機制除欲發展我國資產管理業，更希望相關資產回流後能對我國投資環境及

經濟發展有所助益，因此各個不同類型投資標的須符合不同資格條件，方能

成為合格標的。 

1. 私募股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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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制下合格私募股權基金為由本運作機制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商之轉投資子公司擔任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GP)

者，同時為確保回流資產主要投資於我國實體產業，且避免相關資金湧入房

市炒作住宅不動產，故要求私募股權基金實收出資總額中，應有 50%以上比

例金額投資於實際營運在國內之企業，同時禁止投資於一般性住宅不動產，

才算合格標的並適用本運作機制之稅率。 

值得注意的是，為避免過度限縮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策略及資產配置彈

性，倘該私募股權基金已達成實收出資總額中有 50%以上比例金額投資於實

際營運在國內之企業，且未投資於一般性住宅不動產，則其餘實收出資額投

資於境外，並不影響該私募股權基金為本運作機制合格標的之資格。 

2. 全權委託投資 

全權委託投資是個人或法人與本運作機制合格資產管理事業約定，由合

格資產管理業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代為操作投資。因本

運作機制之重要目的為引導境外資產回臺投資，故為落實境外資產用於支持

我國實體產業發展，且避免進行商品投機行為，全權委託投資策略須投資於

證券交易法第六條所指有價證券達委託淨資產價值的 70%，方為合格標的適

用本運作機制下之稅率。 

前述有價證券目前依主管機關規定，可包含一般政府債券、公司債券、

公司股票、新股認購權利證書、綠色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資產基礎

證券(Asset-based security, ABS)及不動產投資信託商品(REITs)等。 

3.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是由本運作機制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私募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同樣地，為確保回流境外資產用於支持



81 

我國實體產業發展，避免進行商品投機行為，該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須將

基金淨資產價值的 70%投資於證券交易法第六條所指有價證券，方能被視為

本運作機制下的合格標的。 

4. 公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是由本運作機制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集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但為避免境外資產回臺後停泊在短期資

金與外匯炒作，排除新臺幣貨幣市場基金，所謂貨幣市場基金，根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七條定義為運用於新台幣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

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達基金淨資產價值 70%以上之基金。 

上述四大類合格標的中，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架構複雜且範圍廣泛，易因

雙方資訊不對稱，使投資人可能須承擔合格標的不符合本運作機制適用條件

的風險，倘事後主管機關發現相關投資標的因故無法適用本運作機制，將引

起糾紛，因此本運作機制參酌新加坡相關制度，特別設計由本運作機制主管

機關(財政部)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金管會)明列適用之私募股權基金。除

私募股權基金外，也要求合格資產管理事業須於各類標的適用期間持續符合

本運作機制相關規定。 

(四) 鼓勵期間及適用稅率 

首先本機制希望在我國 CRS 完全上路之前，鼓勵納稅義務人主動申報境

外資產並回臺投資，故有其主動申報期限。本機制下，若於 108 年 1 月 1 日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間主動申報境外資產，並透過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投資

於合格標的達一定期間之個人適用稅率 6%，法人適用稅率 8%；若於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之間主動申報境外資產，並透過合格資產管理事

業投資於合格標的達一定期間之個人適用稅率 10%，法人適用稅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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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投資期間與合格標的轉換 

申請適用本運作機制的個人及法人，除了必須將匯回資金透過合格資產

管理事業投資於前述合格標的之外，尚須滿足投資期間及合格標的轉換的規

定，相關轉換規定如圖 13 所示。 

前述適用的合格標的中，為盡可能地保有投資人在投資決策上的操作彈

性，同時兼顧管理的簡便及資金確實投資於我國實體產業，本研究建議實施

以下合格標的間轉換規定： 

若投資於私募股權基金、全權委託投資、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個人

及法人，可在此三類型商品之間轉換，同時參酌新加坡相關規定，要求私募

性質之三類合格標的間轉換須連續持有且合併投資期間達 5 年，詳見圖 13

之例 1。 

若是公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和前三類私募投資性質商品互為轉換時，則

規定合併投資期間須達 5 年，詳見圖 13 之例 2。 

另外一方面，因公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我國目前最常見，相關投資標

的種類及數量眾多，故規定投資於公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個人及法人，可

在公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商品間轉換，但須連續持有且合併投資期間達 3年，

詳見圖 13 之例 3。 

上開各類合格標的間之轉換，須以同一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所轉投資子公

司擔任普通合夥人的私募股權基金、受託之全權委託投資、私募及募集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為限，以落實對境外資產匯回投資流向的妥善管控，確保回

流資金不會進行炒匯、炒股和炒房，同時確保相關資金投資期間符合本運作

機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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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合格標的轉換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六) 鼓勵措施 

考量納稅義務人境外所得累計數已難以分辨可扣除成本及必要費用數

額，且一次性匯回或可能因為金額龐大而在個人所得稅部分適用最高累進稅

率而影響匯回誘因。為鼓勵境外資產回臺申報相關稅負並投資於我國境內，

建議可參採美國做法，針對主動申報境外資產並投資於合格標的之個人、法

人，可以本運作機制下設之稅率計算及繳納相關稅款，視同已補繳完整缺漏

稅款，免除其行政處罰及刑事責任。 

同時，為鼓勵並引導境外資產支持國內政策重點產業，包含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計畫、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 2.0、具創新能力的新創事業，以及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核定之社

會企業等，舉凡本機制內投資之合格私募股權基金，其資金運用於前述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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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重點產業並於第四年起投資達新臺幣 5 億元或占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

50%以上者，個人及法人匯回投資於私募股權基金之境外資產，得按本條例

適用稅率再減半。 

另外我國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一針對有限合夥組織投資於新創

事業所規範的租稅鼓勵措施，若本運作機制下運營私募股權基金之有限合夥

組織符合產業創新條例規定者，亦能同時適用產業創新條例所給予的租稅獎

勵規定，兩者並無牴觸。 

(七) 參與者之義務 

由於本運作機制之納稅義務人為個人及法人，故其負有協助稅捐稽徵機

關掌握徵稅資料的申報義務，申報內容包含是否投資於適用的合格標的、合

格標的轉換及投資期間與是否符合條件，倘若納稅義務人未按規定提出相關

資訊，又或是投資標的不符規定者，則回歸財政部原訂之相關稅務法規處理，

包含補漏稅款、罰鍰甚至刑責。 

另一方面，為避免本運作機制遭運用於違反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等不法

情事或行為，故要求合格資產管理事業辦理辦理本機制相關業務時，須確實

執行「認識你的客戶」(KYC)，以瞭解客戶所得與資金來源。同時，合格資

產管理事業的客戶若申請適用本運作機制，則合格資產管理事業須確認合格

標的之資金運用及所屬客戶之投資期間與轉換均符合本運作機制條件，並提

供本運作機制主管機關相關資訊。針對上開內部控制及法規遵循事項，合格

資產管理事業須出具聲明書。合格資產管理事業如有重大違反規定或其他重

大足以影響事業正常運作之情事，主管機關並得撤銷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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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規定 

由於本運作機制旨在吸引我國納稅義務人之境外資產回臺投資，涉及資

金之匯入匯出部分遵從中央銀行相關規定，其他在本運作機制下未盡規範者，

則回歸所涉業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原本規定，或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

訂之。 

二、 預期效益 

本運作機制之最終目的，在於藉由外在規範施行的時機點導引境外資產

回臺投資，並期許透過本機制能在促進資金回臺後激發其他外溢效果。本研

究建議機制下，導引境外資產回臺投資之效益發生流程圖 14 所示。除了促

進資金回臺外，以資金流向歸納可預見之效益還包含：發展資產管理業、資

金注入實體產業以及促進經濟發展並擴大就業機會，最後將本運作機制之設

計理念所能帶來的效益以其他效益概括，以下就各不同效益分項說明： 

 

 

 

 

 

 

圖 14 導引境外資產回臺投資之效益發生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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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進資金回臺 

本運作機制將導引期間鎖定在全球承諾並執行金融帳戶資訊交換的時

間之後，以及臺灣預計能與他國進行金融帳戶資訊交換的時間點之前，這段

時間可謂是納稅義務人的緩衝時間，在緩衝時間內納稅義務人將因國外開始

實施金融帳戶資訊交換而思考新的資產布局，而我國於此段時間透過本運作

機制降低境外資產回臺投資之門檻，提升納稅義務人將境外資產匯回臺灣之

誘因，加之導引期間過後納稅義務人將面臨臺灣及國際間因 CRS 互相交換金

融帳戶資訊而須補納稅款之情形，根據我國稅捐稽徵法規定，除了補納稅款

還須加計缺漏稅之利息甚至面臨刑責，在此壓力下，納稅義務人相較以往會

更有誘因將境外資產匯回臺灣並依循本運作機制進行投資。 

 (二) 發展我國資產管理業 

本運作機制將取得相關業務資格並經核准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及證券商視為合格資產管理事業，境外資產匯回臺灣並透過合格

資產管理事業進行投資方可適用本運作機制之稅率，此舉將擴大國內投信投

顧機構與券商的業務領域並觸及客戶，藉由承辦本機制業務來提升資產管理

的專業知能與競爭力，並與國際資產管理業務範圍接軌。 

此外，本運作機制若能順利引導境外資產投資國內資產管理事業，可望

擴大國內投資信託基金與私募股權基金資產規模。較大的資產規模有助投信

投顧機構與券商採用不同投資策略並提升其獲利能力，進而帶動所屬從業人

員薪資提升。依據我國主計總處統計 2017 年金融業各行業平均薪資，投信

投顧機構與券商所屬證券業的平均薪資為 79,684 元，高於整體服務業新資水

準，僅次於電力及媒氣供應業的 94,551 元，而從所屬從業人員薪資有助拉抬

國內消費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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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我國成為資產管理中心 

本運作機制下，合格標的包括私募股權基金、全權委託投資、私募及募

集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工具類別多元，提供多樣化且風險分散的投資

選擇。 

例如，私募股權基金不僅止於私募股權投資，也包含私募債權投資，能

在股權之外提供相對穩定的債權收益，吸引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人，有助提

高國人將境外資產投資於私募股權基金的誘因。近期市場上漸受矚目的另類

投資，包括再生能源基礎建設、巨災債券等，即可透過私募股權基金進行配

置。同時，私募股權基金並可參與新南向國家基礎建設與公共工程，代表臺

灣資金挹注支持當地投資環境的開發建設，有助於強化我國與新南向國家的

長期夥伴關係，將我國政策影響力透過金融管道延伸至新南向市場。 

 (四)發展我國境內實體產業 

根據本運作機制規範，個人及法人匯回境外資產欲申請適用本機制之特

定稅率，須投資於符合條件的私募股權基金、全權委託投資、私募及公開募

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首先，本運作機制下可以投資於經核准募集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但淨

資產價值 70%以上運用於新台幣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附買回交易的貨幣市

場基金因對實體產業發展助益較小，不屬於本運作機制之合格標的。目前於

市場上核准募集的證券信託基金種類繁多，是四項合格標的中選擇性最多樣

化的類型，透過多樣化的商品吸引境外資產回臺投資並加上不同條件要求，

可望導引欲爭取境外資產投資之資產管理業者調整基金商品投資策略或組

合，使更多資金流入國內股市與債市，提供國內上市上櫃及公開發行公司資

本支持，有助活絡產業資金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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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與本運作機制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合格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約定全權委託投資，或者投資於私募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其

淨資產價值 70%以上須投資於證交法有價證券，包含政府債券、公司股票、

公司債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等，此項規定是為確保回流資金投入實體產業

發展，將資金挹注到國內上市櫃、公開發行和未公開發行企業，滿足企業各

種中長期籌資需求，促進產業投資活動。 

第三，投資於符合條件的私募股權基金，並搭配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

條之一的租稅獎勵措施，即私募股權基金若滿足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

一所列條件，包含為新設立的有限合夥組織，且五年內累計投資於新創事業

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 30%或新臺幣三億元，合夥人依所

得稅法徵免所得稅，鼓勵合格資產管理業者多加開發投資於新創事業之私募

股權基金，相關資金得以注入我國創新事業，促進我國創新創業風氣並支持

創新研發，對我國經濟發展有長遠良好影響。 

為鼓勵境外資金挹注在政府重點推動產業，諸如前軌道建設、城鄉建設、

綠能科技與循環經濟等，匯回之境外資產投資於符合條件的私募股權基金，

除適用本運作機制之特定稅率外。若所投資的私募股權基金，其第四年起投

資新台幣 5 億元或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 50%於當前國家重大政策推動產業，

包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

案計畫、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具創新能力的新創事業，以及社會企業行

動方案核定之社會企業等，適用稅率再減半。由於此類涉及國家基礎建設及

因應當前社會問題而產生之重大建設、政策乃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之基

石，若透過本運作機制將匯回之境外資產用於協助國家中長期重大建設及產

業發展，可望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此外，從凱雷集團、KKR、黑石集團等國際大型知名私募股權基金的投

資型態可知，私募股權基金多為發掘潛力產業後進行長期投資，並導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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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與資金來提升公司長遠價值，甚至將其對市場眼光及相關經營經驗帶入

產業，有望提升不論是新創企業或是其他產業之公司治理等，另其投資產業

別廣泛，包含基礎設施與新興科技產業。同時文獻實證結果大多指出，私募

股權基金有助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其研發支出較一般企業高出 2 倍，且企

業獲利持續穩定成長。 

而臺灣資通訊電子業與精密機械業等出口導向的中小企業，具世界隱形

冠軍實力，但面臨接班問題、數位升級轉型與走出國際等經營挑戰。透過私

募股權基金為資金引導管道，可有效將境外資產用於協助這些隱形冠軍強化

公司治理並提高國際知名度。 

另一方面，臺灣在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等新興高科技潛力已

獲國際相關領域大廠的注目，而私募股權基金可運用其全球資源協助臺灣企

業與國際大廠媒合鏈結，透過技術合作或共同研究等方式，提升臺灣新興高

科技產業之研發能量並拓展國際市場。因此透過私募股權基金為資金引導管

道，可有效將國人境外資金用於發展國內新興科技產業，包括亞洲矽谷物聯

網、智慧機械、智慧醫療等，以增強我國科技實力。 

此外，私募股權基金在亞洲地區大多投資在國家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

特別是能源電力和汙水處理等，主要係這些基礎建設耗費龐大資本支出，單

憑一國政府或國內融資機構較難支應，且傳統金融體系也較不願承擔此類長

期工程的融通風險。臺灣當前五加二推動綠能產業，可善加運用私募股權基

金，引導國人龐大境外資金投資太陽能、水力和風力發電，並汰換老舊汙水

處理系統，以及改善水利設施來因應極端氣候等，提供臺灣穩定供電改善投

資環境，進而提高臺灣的投資吸引力。 

當上述產業獲得資金支持，產業就有更多資金得以擴充產能、擴大市場，

此時便需要雇用更多人力以擴大就業機會，像是國內投信投顧機構與券商業

務範圍擴大，除可增加直接雇用人數，因私募股權基金業務性質，亦可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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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包括法律、會計、顧問、產業鑑價估值等行業之工作機會，健全整體

資產管理產業鏈，進而帶動國內就業；而其他透過合格資產管理業獲得資金

支持的產業，也將為支持業務範圍擴大或新市場拓銷而須雇用更多人力；在

創新創業注入的資金則能協助新創產業推出新的科研成果或是商業模式，為

我國經濟市場注入新的活力，並因其事業得以發展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五)其他效益 

1. 杜絕境外資金匯回炒匯、炒股及炒房，有助國內金融穩定 

本運作機制規範，個人及法人匯回境外資產欲申請適用本機制之特定稅

率，須投資於符合條件的私募股權基金、全權委託投資、私募及募集的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且投資期間須達規定的五年和三年。 

首先，投資於經核准募集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但淨資產價值 70%以上

運用於新台幣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附買回交易的貨幣市場基金，不屬於本

機制的合格標的，可避免境外資產匯回流於短期投資與外匯炒作。境外資金

回流雖可投資公開募集的臺股基金，惟因臺股基金資產配置具分散性，且須

投資期滿三年，回流資金不易炒作特定股票。 

其次，投資於符合條件的私募股權基金，該基金須投資國內企業達出資

總額的 50%以上，且不得用於買賣住宅不動產，可望有效引導匯回資金投資

於國內企業，並杜絕境外資產匯回造成住宅不動產房價攀升，損及國人基本

居住權益且排擠國內其他產業投資。 

此外，本運作機制要求投資期間須連續達規定的三年和五年，且合格標

的間相互轉換亦須滿足期間條件，如此可避免國人為適用特定稅率，取巧於

匯回的隔年度即從合格標的移轉資金往其他短期投資或炒房炒匯用途。 



91 

2. 協助把關不法來源資金，並能掌握匯回資金的投資流向 

本運作機制納入取得相關業務資格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及證券商為合格資產管理事業，屬金融服務業，依法須遵循我國金融主

管機關對於資金匯出入及金融投資業務的監管要求，能協助主管機關把關不

法來源資金： 

(1) 資金之匯入匯出須符合我國中央銀行相關規定； 

(2) 須確實執行「認識你的客戶」(KYC)，瞭解客戶所得與資金來源，若客

戶疑似違反「洗錢防制法」或「資恐防制法」應依法進行疑似洗錢或

資恐的申報；若客戶確定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或「資恐防制法」而

遭起訴，則排除適用本機制； 

(3) 須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管控與法律遵循機制，包含與辦理

本運作機制業務相關的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消費者權益保護、利益

衝突防範等事項。 

其次，本運作機制下合格資產管理事業須提供所屬客戶所申報境外資

產於投資期間之年度使用情形，並向主管機關出具內部控制與法規遵循聲

明書，確認所屬客戶之合格標的、投資期間與合格標的轉換均符合本機制

條件，故有助主管機關掌握國人匯回資金是否確實投資於合格標的，避免

境外資金回國後進行炒房和炒匯。 

綜上所述，本運作機制預期可獲得以下預期效益：(一)促進境外資產回

臺投資上市櫃、公開發行和未公開發行企業及新創事業，活絡臺灣創新創業

動能；(二)促進境外資產回臺投資國家政策推動產業，包括前瞻基礎建設、

五加二產業創新、數位國家、長照服務、創新創業及社會企業等，並提升國

內社會福祉；(三)多元合格標的滿足國人資產配置需求，有利我國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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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發展，且涵蓋境內外金融工具，可透過金融影響力延伸國家政策至海外

(包含新南向市場)；(四)發展國內資產管理事業，提升成為資產管理中心之

核心競爭力，並創造國內就業與消費乘數效果，貢獻所得成長；(五)杜絕境

外資產匯回炒匯、炒股及炒房，有助國內金融穩定；(六)協助把關不法來源

資金，並能掌握匯回資產的投資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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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促進境外資產回國發展資產管理業特別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立法宗旨及適用範圍） 

        為鼓勵個人及法人自動申報

境外資產，並引導相關資產透過資產

管理業回國投資，特制定本條例。 

    前項所述事宜依本條例規定；本

條例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規定。 

明定本條例立法宗旨及適用範圍。 

（主管機關）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本條例規定事項，涉及目的事業或

業務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業務主管機關辦

理。 

一、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涉及資金匯出匯入之業

務主管機關為中央銀行。 

（定義）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係指中華民國稅務居民並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繳納所

得稅之自然人。 

二、法人：係指所得稅法第十一條所

定之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合作社及

其他法人。 

三、境外：係指臺灣、澎湖、金門、

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外之地區，包括大陸及香

港、澳門地區。 

四、個人境外資產：係指個人於境外

以個人名義登記及透過實體所持

有之各類資產所得與孳息。所稱

實體，係指法人或法律安排，如

公司、合夥、信託、基金會或團

體。 

五、法人境外資產：係指法人獲配境外

轉投資於本條例公佈施行年度及

以前年度之收益。 

一、明定本條例用詞定義。 

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有關個人及法人之定

義，係參酌所得稅法第二條定義及第十一條

之範圍。 

三、第一項第三款明定本條例境外之定義，以資

明確。 

四、第一項第四款明定個人境外資產之定義。另

參酌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

業辦法第四條之範圍，定義個人透過實體持

有境外資產適用情形。 

五、第一項第五款明定法人境外資產之定義。 

六、第一項第六款明定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定

義。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我國目前核准可募

集或私募投資信託基金之機構，同時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顧事業依法得經營全權

委託投資業務，又金管會業於 106 年及 107

年開放我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和證券商，可

轉投資國內外子公司擔任私募股權基金之普

通合夥人。為發展國內資產管理事業、鼓勵

國人運用投資信託基金與私募股權基金進行

投資，並導引境外資產投資國內實業，爰納

入我國依法設立、取得相關業務資格並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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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六、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係指依我國「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及「證券

商設置標準」設立，取得相關業務

資格並經本條例主管機關會同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

券商。 

准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及證券商。 

（合格標的） 

第四條  個人及法人自動申報境外資

產並申請適用本條例者，須透過合格資

產管理事業投資於以下合格標的並達

第五條規定期間： 

一、由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及證券商轉投資之國內

外子公司擔任普通合夥人，並且符

合下列情形之私募股權基金： 

（一） 各年度之資金運用於我國

境內及投資於實際營運活

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

司，金額合計達該基金當年

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五

十。 

（二） 不得投資一般性住宅不動

產。 

二、與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約

定全權委託投資，且資金運用於投

資證券交易法第六條所定有價證

券之金額，應達委託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七十以上。 

三、投資於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所私募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且資金運用於投資證券

交易法第六條所定有價證券之金

額，應達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

十以上。 

一、第一項明定個人及法人其境外資產回國投

資之合格標的條件。 

(一) 第一項第一款明定可投資於由合格資

產管理事業轄下國內外子公司擔任普通

合夥人之私募股權基金；如該私募股權

基金設立於海外，亦適用本條例。同時

為導引匯回境外資產投資國內重點推動

產業，參酌我國「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

資事業租稅獎勵適用辦法」第二條，定

義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私募股權基金各

年度國內投資比例應達 50%以上。另為

杜絕境外資產匯回造成住宅不動產房價

攀升，損及國人基本居住權益且排擠國

內其他產業投資，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

私募股權基金不得投資一般性住宅不動

產，但可投資都市更新計畫、不動產證

券化信託基金（REITs）。私募股權基金

亦可投入公營事業民營化、興建、營運、

移轉 (Build-operate-transfer, BOT)計

畫、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計畫，以及促進國

家政策重點產業發展之事項或事業。 

(二) 第一項第二款和第三款明定可投資於

投信投顧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以及私募投

信基金。按證券投資信託及全權委託業

務相關法規，投信私募基金和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不得投資於我國證交法第六條

以外之有價證券，且為使所匯回境外資

金能確實支持國內實體產業與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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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資於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所募集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但不包含運用於新臺幣

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附買回交易

之總金額達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七十以上之貨幣市場基金。 

        適用本條例之私募股權基

金，應由本條例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之。 

 

 

等，訂定有價證券投資比例應達基金淨

資產價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前揭有價證券除包含一般政府債券、公

司債券、公司股票、新股認購權利證書

之外，亦包含綠色債券、金融資產證券

化商品、資產基礎證券 (Asset-based 

security, ABS)及不動產投資信託商品

(REITs)、證券商發行之指數投資證券

(Exchange Traded Note, ETN)，以及外國

人在臺募集資金赴外投資所訂立投資契

約等。 

(三) 第一項第四款明定可投資於貨幣市場

基金以外的其他公募投信基金，避免境

外資產匯回流於短期資金與外匯炒作。

另參酌我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四十七條對貨幣市場基金之定義，排

除運用於新臺幣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

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達基金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基金。 

二、第二項為避免投資人因資訊不對稱而投資

於未符合標的，引起後續無法適用於本條例

之糾紛，有損及投資人權益而降低申請適用

本條例之誘因，援引新加坡制度，明定本條

例主管機關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明列

符合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私募股權基金，並

定期更新資訊。 

（投資期間及標的轉換之條件） 

第五條  個人及法人自動申報境外資

產並申請適用本條例者，投資前條合格

標的，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不得賣出

或轉換： 

一、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投資者，合格標的間之轉換，以同

一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所轉投資子

公司擔任普通合夥人之私募股權

基金、受託之全權委託投資及私募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限，且合併

一、明定個人及法人其匯回境外資產並投資於

第四條合格標的，應滿足的投資期間與標的

轉換條件。 

二、第一項第一款援引新加坡制度，明定私募股

權基金、全權委託投資及私募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合併應投資期滿五年。 

三、 考量公開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流動性

需求，明定公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併應投

資期滿三年。 

四、第一項第三款明定私募性質合格標的與公

募投信基金之間的相互轉換，合併應投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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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投資期間滿五年。 

二、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投資者，基

金間之轉換以同一合格資產管理

事業所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為限，且合併計算投資期間滿

三年。 

三、第四條第一項各款合格標的間之

相互轉換，以同一合格資產管理事

業所轉投資子公司擔任普通合夥

人之私募股權基金、受託之全權委

託投資、私募及募集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為限，且合併計算投資期間

滿五年。 

滿五年。 

五、為有效管理個人及法人境外資產匯回的投

資流向，並確保申請適用本條例者符合投資

期間與轉換條件，故明定合格標的間之轉

換，須以同一合格資產管理事業之產品為

限。 

（個人境外資產回國投資） 

第六條 個人於下列期間，自動申報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境外資產，且將該等資產透過合格資產

管理事業，投資第四條合格標的達第五

條規定期間者，得分別依照下列規定稅

率課稅，不適用該等資產所涉各項稅法

之稅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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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於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適用稅率百分

之【十】。 

        個人依第一項自動申報並繳

納稅款之境外資產範圍，視同已自動向

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得

免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

五條以及各稅法所定關於逃漏稅之處

罰；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個人依第一項申報並繳納稅款

時，獲配境外轉投資收益已依所得來源

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不得扣抵本

一、第一項明定個人其境外資金回國投資適用條

件。 

二、為鼓勵及發展境內資產管理業，並帶動實質

之產業發展，個人將境外資產透過合格資產

管理事業投資合格標的達一定閉鎖期者，得

適用本條例稅率。 

三、根據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第十

三條規定，海外所得高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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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綜合所得之有效稅率在 6%

上下，綜上，本案建議以稅率 6%、10%為租

稅獎勵稅率，以達到引導租稅回流，並投資

我國之政策效果。 

四、第二項為鼓勵國人回國投資，考量國人長年

境外所得累積數已難以分辨可扣除成本及必

要費用數額，因此針對回國申報以及投資相



 

101 

條文 說明 

條例應納稅額。 關適用標的之個人、法人境外資產及其所

得，除依相關稅法核定所得稅額，並可以本

機制下設之稅率繳納相關稅款，視同為我國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所指已補繳所漏

稅款，得依該法免除相關行政處罰及刑事責

任。 

五、第三項考量適用本條例已享租稅獎勵，境外

投資收益已於所得來源國課稅部分，不得扣

抵本條例稅額。 

（法人境外資產回國投資） 

第七條 法人於下列期間，自動申報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前獲配境外轉投資於本條例公佈施行

年度及以前年度所生之收益之境外資

產，且將該等資產透過合格資產管理事

業，投資於第四條合格標的達第五條規

定期間者，得分別依照下列規定稅率課

稅，不適用所得稅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

之稅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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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二、於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適用稅率百分

之【十】。 

法人依第一項自動申報並繳納稅

款境外資產範圍，視同已自動向稅捐稽

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得免依稅

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五條以

及各稅法所定關於逃漏稅之處罰；其涉

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 

法人依第一項申報並繳納稅款

時，獲配境外轉投資收益已依所得來源

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不得扣抵本

條例應納稅額。  

       法人就其境外不同轉投資實體

得個別選擇是否適用本條例。若選擇適

一、第一項明定法人其境外資產回國投資適用條

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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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獎勵誘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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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建議相關稅率。 

三、第二項為鼓勵國人回國投資，考量國人長年

境外所得累積數已難以分辨可扣除成本及

必要費用數額，因此針對回國申報以及投資

相關適用標的之個人、法人境外資產及其所

得，除依相關稅法核定所得稅額，並可以本

機制下設之稅率繳納相關稅款，視同為我國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所指已補繳所

漏稅款，得依該法免除相關行政處罰及刑事

責任。 

四、第三項考量適用本條例已享租稅獎勵，爰排

除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二項，境外轉投資收益

已於所得來源國課稅部分，不得扣抵本條例

稅額。 

五、第四項考量境外營運資金需求及資金調度彈

性，法人應可個別選擇其境外轉投資實體是

否適用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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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人獲配該境外轉投資實體之收益

需全數適用本條例。 

（促進國家政策重點產業發展） 

第八條    個人與法人依第六條及第

七條自動申報境外資產並投資於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私募股權基金，且該

基金投資於以下特定促進國家政策重

點產業發展之事項或事業時，第四年起

基金總投資金額達該基金當年度實收

出資總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或新臺幣

五億元者，其適用本條例第六條及第七

條之稅率得減半計算： 

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子計畫相關

產業。 

二、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及子計畫相

關產業。 

三、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DIGI+)計畫及子計畫相關產業。 

四、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九條至第

十三條之長照服務產業。 

五、新創事業。 

六、社會企業。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需要鼓勵推

動之產業。 

一、為鼓勵並導引回流資金支持國內政策重點

產業，並提升國內社會福祉，明定個人及法

人境外資產匯回投資在資金運用於特定受

獎勵事項或事業達一定比例之私募股權基

金，境外資產適用本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稅

率再減半。 

二、配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範之合

格資產管理事業之私募股權基金投資國內

企業應達該基金當年度總出資金額一半以

上，並考量私募股權基金逐步募集資金之特

性，爰明定適用減半稅率之私募股權基金，

第四年起其投資於受獎勵事項或事業之實

收出資總額門檻。 

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參酌行政院當前多

項攸關國家中長期發展之重大計畫與政策

推動方案，明定得適用本條減半稅率之受獎

勵事項或事業範圍。其中： 

(一) 第五款新創事業之定義，依據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

原則」辦理。 

(二) 第六款社會企業之定義，在相關立法完

成之前，依據經濟部「社會企業行動方

案」辦理。 

（促進產業創新） 

第九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私募股

權基金如其組織型態為產業創新條例

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之新設立有限合

夥組織，且滿足該條規定所定條件，亦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租稅獎勵相關規定。 

 

 

一、為促進產業創新，投資於符合產業創新條例

之有限合夥事業，因已有相關年度出資總額

及達年度實收出資總額之規定，爰不另予規

定投資期限，且亦可適用該條例之租稅獎

勵。 

二、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適

用本條例稅率之新設立有限合夥組織尚須

滿足所列四款規定，且投資國內企業達 50%

以上出資總額並符合政府政策。 

（準用其他法律或其他應遵循法規） 

第十條  合格資產管理事業辦理本條

例業務，涉及資金之匯出及匯入，應依

一、明定合格資產管理事業辦理本條例業務，若

涉及資金匯出及匯入，應另依中央銀行規定

辦理。 



 

103 

條文 說明 

據中央銀行相關規定辦理。 

  個人或法人之境外資產如有因違

反國內外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或最

輕本刑為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之罪，經起訴、扣押或判決確定者，該

境外資產不適用本條例規定。 

二、明定個人或法人如有違反國內外洗錢防制

法或資恐防制法而被起訴者或涉及其他重

大刑事案件，合格資產管理事業除應依相關

法律辦理外，個人或法人之境外資產不得適

用本條例。 

（排除基本稅額條例） 

第十一條  個人及法人依第六條及第

七條申報境外所得並適用相關稅率

時，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相關規

定。 

為避免重複課稅及簡化稽徵，明定排除適用所得

基本稅額條例。 

 

（境外資產申報義務） 

第十二條 個人與法人應於適用本條

例之次年度起，配合第五條所定合併計

算投資期間，依以下規定提供個人與法

人所申報境外資產之年度使用情況有

關資訊： 

一、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

款者，連續五年提供有關資訊。 

二、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者，連續

三年提供有關資訊。 

    未依規定期間內提供有關資訊

者，得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規

定處罰之。 

一、第一項明定個人與法人應配合本條例第五條

之閉鎖期要求，提供其境外資產之年度使用

情況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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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資產管理事業內控、法遵及外部

稽核） 

第十三條  合格資產管理事業辦理本

條例業務，應訂定完善之內部控制制度

與風險控制及管理機制，並確實執行： 

一、依內部作業規範辦理瞭解客戶相

關資料，包括投資人之身分、財務

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

好、過往投資經驗及投資目的與需

求等；若客戶疑似違反「洗錢防制

法」或「資恐防制法」，應依法進

行疑似洗錢或資恐的申報。 

一、第一項明定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於辦理本條

例業務前，應建置完善之內部控制制度與風

險控制及管理機制，並確實執行，以確保因

辦理本條例業務所衍生相關風險已受妥適

控制。 

(一) 第一款配合第九條排除個人或法人如

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或資恐防制法而被

起訴者不適用本條例，明定合格資產管

理事業應落實「認識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s, KYC)，並參酌我國投信

投顧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私募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自律要點第二條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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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證券投資

信託業務、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及私

募股權基金業務之規範，落實該等

業務相關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消

費者權益保護、利益衝突防範等內

部控制與法規遵循事項。 

三、配合第五條所定合併計算投資期

間，提供所屬客戶所申報境外資產

之年度資金運用情況有關資訊。 

四、申報合格標的資金運用符合第四

條及第八條規定之相關書件，及其

他配合本條例主管機關管理需求

應辦理之法規遵循事項。 

    合格資產管理事業如有重大違反

本條例之規定，或其他重大足以影響該

事業正常運作之情事，本條例主管機關

得撤銷其資格。 

    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應於適用本條

例年度次年起至所有境外資產投資期

間結束止，向本條例主管機關出具符合

本條例規定之內部控制及法規遵循聲

明書，並委由會計師辦理專案查核。 

範應瞭解之客戶相關資料。另依「金融

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範疑似洗錢或資

恐之申報。 

(二) 第二款明定合格資產管理事業辦理本

條例業務時，應確實遵循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對該等業務相關法規要求，包含但

不限於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消費者權

益保護、利益衝突防範等，以確保個人

及法人其境外資產回國投資不涉及違法

情事。 

(三) 第三款明定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應對執

行本條例業務下所屬客戶之帳戶資訊，

負盡職調查責任與申報義務，以確保申

請適用本條例之個人與法人客戶，在適

用期間確實將匯回境外資產投資於合格

標的並符合本條例有關規定。 

(四) 第四款明定配合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條

例業務之管理需求，合格資產管理事業

應遵循之法規事項，如私募基金之應募

人若為自然人時，應依金融主管機關要

求，檢附新臺幣 3 千萬元之財力證明。

此外，配合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條例業務

之管理需求，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應申報

合格標的資金運用情形符合第四條及第

八條規定之相關書件，書件內容與要件

由條例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商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條例主管機關得撤銷合格資產

管理事業資格之判定條件。 

三、第三項明定合格資產管理事業應針對本條

例所載業務向主管機關出具內部控制及法

規遵循聲明書，並委由外部專業及可靠之公

正第三方機構辦理專業查核，以確保合格資

產管理事業確實執行與本條例業務相關之

內部控制程序並遵循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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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第十四條 個人及法人之境外資產投

資未達第五條所定投資期間，自適用本

條例起之稅率，應依所得稅法及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個人及法人之境外資產投資之私

募股權基金未符合第八條投資於特定

受獎勵項目金額或占當年度出資總額

比率之規定者，自適用本條例之年度

起，其稅率應依本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

規定。 

明訂投資未達本條例第五條訂定之相關投資期

間者，回溯至適用起時日之所有境外資產，回歸

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等相關規定。投資

之私募股權基金未符合本條例第八條之投資於

特定受獎勵項目金額或比率之規定者，回歸適用

本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之稅率。 

（授權訂定子法） 

第十五條 本條例之施行細則，由主管

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 

 

（施行日）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