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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5 日

經濟部公告

經審字第 1080460225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修正依據：外國人投資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九條第三項。
三、「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修正草案及英文摘要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eaic.gov.tw），及經濟部主管法規查詢
系統／草案預告論壇（網址：https://law.moea.gov.tw/DraftForum.aspx）（或由「經濟部
全球資訊網首頁／資訊與服務／法規服務」可連結本網頁）。
四、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15 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 承辦單位：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二)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7 號 8 樓。
(三) 電話：02-33435700 轉 734 分機。
(四) 傳真：02-23964207。
(五) 電子郵件：serve@moeaic.gov.tw。
部

長 沈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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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前於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訂定發
布，嗣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修正施行後，迄今已近二十年未作修正。
為建構良好投資環境，排除投資障礙，並秉持簡政便民之原則，增加投
資人及國內事業資金運用之彈性，擬具「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投資人分批實行投資者，得於全部實行後二個月內一次辦理審
定，以降低投資人之行政成本。
（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放寬投資人自國外匯入資金至國內銀行帳戶申請資金審定時，須結
售為新臺幣之限制，修正主管機關審定投資人投資額之核計方式。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為響應節能減碳，修正刪除投資人申請審定時之應備文件份數。
（修
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十一條）
四、 增訂投資人於受贈、繼承、盈餘轉增資或公積轉增資之投資情形，
得免申請審定，以簡化程序。（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五、 增訂主管機關得就特定個案情形，於必要時，要求投資人另行出具
會計師資本額查核簽證報告書等指定之文件。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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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華僑回

第一條 本辦法依華僑回

國投資條例第九條第三

國投資條例第九條第三

項及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項及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說明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投資人申請審定
第二條 投資人申請審定
為放寬投資人分批實行投
投資額，應由投資人、投
投資額，應由投資人、投 資之申請審定程序，修正第
資人之代理人、投資事業
或投資事業之代理人，於
投資人各類出資實行後
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

資人之代理人、投資事業
或投資事業之代理人，於
投資人各類出資實行後
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

二項規定，明定當投資人分
批實行投資者，可就其已實
行之出資及相應取得之股
數向主管機關分批申請審

請辦理。
投資人分批實行投

請辦理。
投資人分批實行投

定，或是於全部實行出資及
取得全部股權後一次辦理

資者，得分批申請辦理或
於全部實行後二個月內
一次辦理。

資者，得分批申請辦理。 審定，賦予投資人選擇之權
利，可避免僵化並降低投資
人之行政成本。

第三條 主管機關審定
第三條 主管機關審定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
投資人各類投資額，依下
投資人各類投資額，依下
以外匯結售為新臺幣作
列方式予以核計︰
列方式予以核計︰
為營運資金，主要係規
一、以外匯結售為新臺幣
一、以外匯結售為新臺幣
範投資人設立在臺分公
投資者，採計其扣除
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
用後之淨額。
二、以匯入外匯投資者，
採計匯入受款銀行核

投資者，採計其扣除
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
用後之淨額。
二、以外匯結售為新臺幣
作為營運資金者，採

發交易憑證時之買匯
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後之金額。
三、以專利權、商標權、
著作財產權、專門技
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作為股本投資者，採
計該投資申請案經核
准時之金額。
四、以輸入自用機器設

計其扣除手續費及其
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或
他相關費用後之淨
第二款之計算方式辦
額。
理，實有重複，爰予刪
三、經核准匯入以原幣保
除。
留供匯出使用之外
二、為放寬華僑及外國投資
幣，採計匯入受款銀
人自國外匯入資金至國
行核發交易憑證時之
內銀行帳戶申請資金審
買匯匯率，換算為新
定時，須結售為新臺幣
臺幣後之金額。
之限制，修正現行條文
四、以外幣購買國內股東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款

備、原料投資者，以

之股份或取代原以新

司專撥營運資金之情
況，惟考量投資人設立
在臺分公司，同屬外國
人投資條例第四條所稱
之投資行為，已可依修

次並移列為第二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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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起岸價格為準，

臺幣投資持有之股份

華僑及外國投資人得保

採計進口日期之匯率

者，採計結售為新臺

留匯入之外幣，直接以

換算為新臺幣之金
額。

幣並扣除手續費及其
他相關費用後之淨

外幣計價而無須結售為
新臺幣，可避免因匯率

額。

變動導致溢匯或不足之

五、以新臺幣於國內購買
自用機器設備、原料

五、以專利權、商標權、

問題，並待投資人或國

投資者，採計其交易
發票之實際金額。

著作財產權、專門技
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內投資事業有需求時，
依外匯管理等相關規定

六、以合併、收購或分割
之股份轉換作為股本

作為股本投資者，採
計該投資申請案經核

辦理結售事宜，可增加
投資人及國內公司資金

投資者，採計該投資
申請案經核准時之金
額。

准時之金額。
六、以輸入自用機器設
備、原料投資者，以

運用之彈性。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以外幣購買國內股東股

七、以債權作為股本投資
者，採計該投資申請
案經核准時之金額。
投資人以其他經主

海關起岸價格為準，
採計進口日期之匯率
換算為新臺幣之金
額。

份之情形，同屬外國人
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
資條例第四條所稱之投
資行為，且此類投資額

管機關認可投資之財產
投資者，其投資額審定之

七、以新臺幣於國內購買
自用機器設備、原料

之計算應回歸雙方當事
人約定之價格辦理，可

核計方式，由主管機關認
定之。

投資者，採計其交易
發票之實際金額。

能係以新臺幣或外幣計
價，而可依修正條文第

八、以合併、收購或分割
之股份轉換作為股本
投資者，採計該投資
申請案經核准時之金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
計算方式辦理，實有重
複；又現行已無取代原
以新臺幣投資持有之股

額。
九、以重整債權作為股本
投資者，採計該投資

份之投資方式，第四款
爰予刪除。其餘款次順
移。

申請案經核准時之金 四、現行公司法並不限於以
額。
重整債權始可作為股本
投資人以其他經主
投資，爰修正現行條文
管機關認可投資之財產
第一項第九款規定，款
投資者，其投資額審定之
次並移列為修正條文第
核計方式，由主管機關認
一項第七款，放寬以債
定之。
權作為股本投資時之計
價方式。
第四條 投資人以匯入外
匯投資者，應檢具下列文

第四條 投資人以匯入外

一、修正第一項各款刪除應

匯投資或受讓國內股份

備文件之份數，以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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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作為股本投資者，應檢具

定︰

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條第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二、銀行電（信）匯之匯

請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一項第三款之修正，修
正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入款通知書或匯（支）

本一份，影本二份。

就投資人匯入之外匯是

二、銀行電（信）匯之匯

否結售為新臺幣，區分

票影本。
三、結售為新臺幣者，應
檢具銀行兌換水單；

入款通知書正本一
份、影本二份或匯

節能減碳並避免僵化。

其應檢具之文件。
三、投資人如係購買國內未

未結售為新臺幣者，
應檢具結匯銀行出具

（支）票影本二份。
三、結售為新臺幣之銀行

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
司股權，非屬課徵證券

之其他交易憑證。
四、投資事業銀行存款對
帳單或存摺影本。

兌換水單正本一份、
影本二份。
四、投資事業銀行存款對

交易稅之範圍，且外國
人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
投資條例第九條所稱之

前項規定於受讓國
內股東股權者，得免檢具
前項第四款文件。但應另
行檢具國內事業或轉讓

帳單或存摺影本一
份。
前項規定於受讓國
內股東股份者，得免檢具

實行投資，亦與是否已
繳納證券交易稅分屬二
事，爰修正第二項但書
規定，就受讓國內股東

人或受讓人股權移轉完
成聲明書及收款證明書。

第四款文件。但應另行檢
具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

股權之申請審定投資額
案件，其應備文件修正

第一項投資人如為
二人以上者，並應檢附投

稅額繳款書影本或股東
同意書及收款證明書一

為「國內事業或轉讓人
或受讓人股權移轉完成

資人匯入金額明細表。若
由其中一人代為匯款
時，應另檢附代為匯款聲
明書。

份。

聲明書」
；至於投資人有
無繳納證券交易稅一
事，則回歸證券交易稅
相關法規範辦理。

第一項投資人如為
二人以上者，並應檢附投
資人匯入金額明細表正
本一份，若由其中一人代
為匯款時，應另檢附代為
匯款聲明書正本一份。

第五條 投資人匯入外匯
一、本條刪除。
經核准保留為外匯存款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條第
者，應於匯入後檢具下列
一項第三款之修正，刪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除本條。
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本一份、影本二份。
二、銀行電（信）匯之匯
入款通知書正本一
份、影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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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結匯銀行出具之其
他交易憑證正本一
份、影本二份，或匯
（支）票影本二份。
四、投資事業銀行外匯存
款證明一份。
第五條

投資人自行攜入

第六條 投資人自行攜入

一、條次變更。

外幣現鈔投資者，應檢具

外幣現鈔投資者，應檢具 二、修正第一項各款刪除應

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審定︰

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二、海關出具之證明文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三、另為放寬投資人自行攜
本一份、影本二份。
入外幣現鈔，須結售為

件。
三、結售為新臺幣者，應
檢具銀行兌換水單；
未結售為新臺幣者，

二、海關出具之證明文件
正本一份、影本二
份。
三、結售為新臺幣之銀行

應檢具結匯銀行出具
之其他交易憑證。
四、投資事業銀行存款對

兌換水單正本一份、
檢具之文件。
影本二份。
四、增訂第二項明定投資人
四、投資事業銀行存款對
攜入外幣現鈔用以受讓

帳單或存摺影本。
前項規定於受讓國
內股東股權者，得免檢具
前項第四款文件。但應另
行檢具國內事業或轉讓

帳單或存摺影本一
份。

備文件之份數，以響應
節能減碳並避免僵化。

新臺幣之限制，修正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就投
資人攜入之外幣是否結
售為新臺幣，區分其應

國內股東股權時之應備
文件。
五、增訂第三項明定投資人
為二人以上時之應備文
件。

人或受讓人股權移轉完
成聲明書及收款證明書。
第一項投資人如為
二人以上者，並應檢附
投資人投資金額明細
表。若由其中一人代為
攜入時，應另檢附代為
攜入聲明書。
第六條 投資人以新臺幣
第七條 投資人以新臺幣
一、條次變更。
投資或受讓國內股東股
投資或受讓國內股東股
二、修正第一項各款刪除
權作為股本投資者，應檢
份作為股本投資者，應檢
應備文件之份數，以響
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應節能減碳並避免僵
申請審定︰
申請審定︰
化。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三、修正第二項但書，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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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份、影本二份。

帳單或存摺影本。

二、投資事業銀行存款對

前項規定於受讓國
內股東股份者，得免檢

帳單或存摺影本一
份。

具第二款文件。但應另

前項規定於受讓國

行檢具國內事業或轉讓

內股東股份者，得免檢

人或受讓人股權移轉完
成聲明書及收款證明

具第二款文件。但應另
行檢具證券交易稅一般

書。

代徵稅額繳款書影本或
股東同意書及收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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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第四條說明三。

書一份。
第七條

投資人以專利

第八條 投資人以專利

一、條次變更。

權、商標權、著作財產
權、專門技術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作為股本投資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權、商標權、著作財產
二、修正各款刪除應備文件
權、專門技術或其他智慧
之份數，以響應節能減
財產權作為股本投資
碳並避免僵化。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二、投資人轉讓、授權投

主管機關申請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本一份、影本二份。

資事業或其籌備處使

二、投資人轉讓、授權投

用該等智慧財產權之
證明文件。

資事業或其籌備處使
用該等智慧財產權之
證明文件一份。

第八條 投資人輸入自用
第九條 投資人輸入自用
一、條次變更。
機器設備、原料作為股本
機器設備、原料作為股本 二、修正各款刪除應備文件
投資者，應檢具下列文
投資者，應檢具下列文
之份數，以響應節能減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碳並避免僵化。
定︰
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二、海關進口報單。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本一份、影本二份。
二、海關進口報單正本一
份、影本一份。

第九條 投資人以新臺幣
第十條 投資人以新臺幣
一、條次變更。
於國內購買自用機器設
於國內購買自用機器設
二、修正各款刪除應備文件
備、原料作為股本投資
備、原料作為股本投資
之份數，以響應節能減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碳並避免僵化。
主管機關申請審定︰
主管機關申請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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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份、影本二份。
二、購買自用機器設備、

明文件影本。
三、投資事業或其籌備處

原料之發票或相關證
明文件影本一份。

出具投資人已實行投

三、投資事業或其籌備處

資之證明文件。

20190611

出具投資人已實行投
資之證明文件正本一
份。

第十條 投資人以合併、收 第十一條 投資人以合
一、條次變更。
購或分割之股份轉換作
併、收購或分割之股份轉 二、修正各款刪除應備文件
為股本投資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換作為股本投資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二、投資事業或其籌備處
出具投資人已實行投

申請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本一份、影本二份。
二、投資事業或其籌備處

資完成之證明文件。

之份數，以響應節能減
碳並避免僵化。

出具投資人已實行投
資完成之證明文件正
本一份。

第十一條 投資人以債權
第十二條 投資人以重整
一、條次變更。
作為股本投資者，應檢具
債權作為股本投資者，應 二、修正各款刪除應備文件
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
之份數，以響應節能減
請審定︰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
二、投資事業出具投資人
已實行投資完成之證
明文件。

關申請審定︰
碳並避免僵化。
一、審定投資額申請書正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
本一份、影本二份。
一項第七款修正，酌為
二、投資事業出具投資人
文字修正。
已實行投資完成之證
明文件正本一份。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第十三條 投資人轉讓持
一、條次變更。
一者，得免申請審定：
股予其他華僑或外國投
二、投資人如係受贈、繼
一、投資人轉讓持股予其
資人，並於境外完成交易
承，或國內事業盈餘轉
他華僑或外國投資
無匯入外匯者，得無須申
增資、公積轉增資之投
人，並於境外完成交
請審定。
資情形，考量投資人並
易無匯入外匯。
未另行投入資金即取
二、投資人因受贈、繼
得股權，爰將現行條文
承、盈餘轉增資或公
修正為第一款，並增訂
積轉增資之投資。

第二款規定，當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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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上述情形者，免申
請審定，以簡化程序。
第十三條

投資人依本辦

一、本條新增。

法申請審定投資額，主管

二、考量部分投資案件(如

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投

跨國併購)，主管機關為

資人出具會計師資本額
查核簽證報告書影本、投

確認投資人實行投資後
所占國內事業之持股比

資人持有國內事業已發

例有無與核准時之持股

行股權之比例證明或其
他指定之文件。

比例相符，爰明定主管
機關得就特定個案情
形，於必要時，要求投
資人出具會計師資本額
查核簽證報告書、投資
人持有國內事業已發行
股權之比例證明或其他
指定之文件，作為審定
投資額之應備文件。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