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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簡介
商品策劃處 外匯商品科

壹、FATCA的緣由與目的
為了防止美國納稅人逃漏稅，加強
海外查稅力道，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10

26

無法再利用境外帳戶規避稅責，且法案預
計於2013年1月1日正式實施，對於全球的
金融業，皆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年3月18日簽署通過「獎勵聘僱恢復就

美國國稅局及財政部已於2012

業法案」（Hiring Incentives to Restore

年2月8日正式發布FATCA施行法規

Employment Act，簡稱“HIRE”法案）之

草案「Proposed Regulation for FATCA

立法程序並公布施行，法案中除獎勵聘雇

Implementation」(REG－121647－10)。

及提供復甦景氣之優惠措施外，另一方面

2012年4月30日為各方給予美國該法案諮

在於落實加強掌控美國稅務居民海外資產

詢意見的截止日，並於2012年5月15日舉

資訊揭露之政策，其中「外國帳戶稅收

行法規聽證會，聽取各方對於FATCA施行

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法規草案的問題與建議，最終正式FATCA

Act, 以下簡稱“FATCA”）即為HIRE法案

施行法規預計於2012年夏季發布。惟重要

主軸之一。FATCA法案將美國納稅人應向

的是，FATCA施行法規草案並未將原預定

美國國稅局申報海外「金融帳戶」(註1)資

的正式實施日期以及美國來源所得的扣繳

訊之義務，由納稅人擴及至國外金融與非

時間予以延期，因此全球金融業均密切注

金融機構。FATCA法案的目的在於確保擁

意其後續發展。茲就FATCA法案現行已發

有境外金融資產的美國納稅人誠實申報，

佈的內容，做簡要的整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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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FFI協議（FFI Agreement）

銀 行 實 務

何在實務上進行扣繳作業，仍有相
當大的爭議與困難需克服，故「轉

FATCA法案要求，若為符合FATCA法

付款項」這部分在施行法規草案中

案所定義之「外國金融機構」（Foreign

明定將不早於2017年1月1日開始實

Financial Institution，以下簡稱“FFI”）

施。)

者，應與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下簡稱“IRS”）簽署FFI協議
（FFI Agreement），遵循FFI協議中所規
範之各項義務（包含辨識美國帳戶、申報
美國帳戶資料及懲罰性稅款之扣繳等），
否則其所收受美國來源所得之「可扣繳給
付項目」（withholdable payment）將依美
國稅法規定先予扣繳百分之三十之稅額。
其中的「可扣繳給付項目」，包括美國來
源之股利、津貼、利息、租金、報酬、年
金、薪資所得以及其他定額或可確定金
額之定期所得收入（Fixed, Determinable,
Annual, or Periodical incomes，以下簡稱
FDAP）；此外，有關可產生美國來源
所得資產之處分或銷售總所得（gross
proceeds，註2），如美國公司所發行股票

由上面說明可知，很明顯地，IRS對
FFI的上述款項進行扣繳為一種懲罰性的
手段，而FATCA法案對於FFI的定義，為
美國境外之：
一、從事收受存款或類似業務的金融機
構。
二、為他人帳戶持有金融資產以做為其
實質業務之一部份之金融機構。
三、主要參與（或被參與）投資、再投
資、證券交易、合夥制公司利益、商
品交易、名目本金合約、保險或年金
合約、或自上述利益衍生的任何利益
的金融機構。
四、發行保單或對金融帳戶具有付款義務
之保險公司。

或債券等之處分或銷售價款亦涵蓋在「可

因此，中華民國的金融機構，如銀行

扣繳給付項目」內。根據目前最新的施行

業、證券業、保險業、信託業等，都應是

法規草案，扣繳時程分為三個階段：

FATCA法案所定義的FFI，而必須與美國

一、2014年1月1日起，開始扣繳FDAP

IRS簽訂FFI協議，遵循FFI協議項下的各

「可扣繳給付項目」款項。

項義務。若不遵循，則如上所述其所收受

二、2015年1月1日起，開始扣繳可產生

之美國來源「可扣繳給付項目」款項，將

美國來源所得資產之處分或銷售總

面臨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扣繳稅額。同時

所得（gross proceeds）款項。

IRS為使FFI儘早完成簽訂FFI協議，明定

三、2017年1月1日前，不會對非屬應扣

FFI若於2013年6月30日以前完成簽訂FFI

繳款項的「轉付款項」(註3)執行扣

協議者，生效日一律自2013年7月1日起

繳。(因「轉付款項」之定義以及如

生效，並且不會被扣繳百分之三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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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來源所得「可扣繳給付項目」稅額；

（a power of attorney or signatory

若於2013年7月1日後簽訂FFI協議，則簽

authority granted to a person with

訂日即為協議生效日，且基於IRS的作業

a U.S. address.）

時間，將不保證FFI不會就其美國來源之

（七）轉信地址或代存郵件地址為客戶唯

「可扣繳給付項目」被扣繳百分之三十之

一的地址（a U.S.“in-care-of”or

稅額。

“hold mail”address that is the sole
address.）

參、簽署FFI協議後的義務

根據目前最新的施行法規草案之規

一、辨識義務

定，FFI辨識審查金融帳戶是否具有美國

FATCA法案規定，有簽署協議的FFI
應執行客戶審查流程以辨識客戶之金融帳
戶是否為美國帳戶，若該金融帳戶內容資
訊涉及美國指標，則須向客戶取得相關之
必要文件，以符合辨識美國帳戶的義務。
所稱「美國指標」的定義包括：
（一）具美國公民身分或永久居留權
（綠卡）（an account holder as a

指標的方式，依個人與法人帳戶為區分
為：
（一）個人帳戶
    1. 既有個人帳戶
（1）除非FFI選擇檢視外，否則帳戶餘
額或價值不超過5萬美元者不需進
行檢視。
（2）除FFI選擇檢視外，否則既有帳戶

U.S. person）
（二）出生地為美國（a U.S. place of

持有人所持有具現金價值的保險和
年金契約若不超過25萬美元者，

birth）
（三）具美國住址或連絡地址（含郵政信
箱）（a U.S. address）（四）具美

不需要檢視。
（3）帳戶餘額或價值超過5萬美元但不

國電話號碼（a U.S.  telephone
number）
（五） 持續將資金轉入位於美國的帳戶
（standing instructions to transfer
funds to an account

mainta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六）代理人或代簽人具美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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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00萬美元者；具現金價值的保
險和年金契約超過25萬美元但不
逾100萬美元者，以電子搜尋方式
辨識。
（4）帳戶餘額或價值超過100萬美元
者，須以電子及非電子方式搜尋
「美國指標」，包含透過該帳戶
的客戶關係經理(如AO、理財顧問
等類似職務)詢求真實的訊息。
（5）以電子及非電子方式搜尋具有「美
國指標」者，請帳戶持有人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若客戶不同意提供，
則應將此帳戶視為不合作帳戶。
2. 新個人帳戶
針對在FFI協議生效日後開啟

銀 行 實 務

（二）法人帳戶
1. 既有法人帳戶
（1） 既有法人帳戶餘額若不超過25萬
美元者不需檢視，直到帳戶餘額超
過100萬美元時，則需進行盡責調
查。
（2） 既有法人帳戶餘額或價值不超過
100萬美元的情況下，FFI一般可以
根據電子搜尋方式，依洗錢防制
(AML)/認識客戶(KYC)審查流程所
搜集的資訊來辨識「實質美國持有
人」(註4)。
（3） 既有法人帳戶餘額或價值超過100
萬美元者，須以電子及非電子方式
搜尋來辨識實質美國持有人。

的帳戶，FFI將被要求檢視在開戶

（4） 若搜尋出具有美國指標的實質美國

時提供的資訊，包含辨識和任何

持有人資訊時，FFI必須取得關於

在洗錢防制(AML)/認識客戶(KYC)

所有實質美國持有人或法人未有實

規則下搜集的文件。如果在檢視

質美國持有人的證明，若客戶不同

過程中辨識出美國指標，FFI必須

意提供，則應將此帳戶視為不合作

向客戶取得額外的文件，若客戶

帳戶。

不同意提供，則應將此帳戶視為
不合作帳戶。雖然目前最新的施
行法規草案並沒有明確規定具有
美國指標的申請開戶不合作客
戶，是否應拒絕其開戶，但實務
上為避免日後的困擾，FFI面對這
種情形多選擇直接拒絕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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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法人帳戶
FFI將被要求審查該法人於新
開戶時，其股東是否具有實質美國
持有人身分，實務上一般作法為藉

扣繳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扣繳稅額，其扣
繳示意圖如下圖一。
圖一
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扣繳稅額示意圖

由從 帳 戶 持 有 人 ( 開 戶 人 ) 取 得 相
30%

關證明以確認之，例如要求提供股

未簽訂協
議的FFI

有簽訂協
議的FFI

東名 冊、財報資料等。若客戶不
同意提供相關資料，則應將此帳戶

美國扣繳
代理人

30%

視為不合作帳戶。如同新個人帳戶

有簽訂協
議的FFI

中所述，實務上為避免日後的困
擾，FFI面對不同意合作之客戶多

30%

扣繳30%

未簽訂協
議的FFI
合作的帳
戶持有人

30%

不合作帳
戶持有人

選擇直接拒絕開戶。
資料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FATCA簡報

二、扣繳義務
FATCA法案規定，有簽署協議的
FFI在2013年12月31日以後給付予不合
作帳戶持有人或其他未簽署協議之FFI的
「可扣繳給付項目」時，應先扣繳百分之
三十之懲罰性扣繳稅額。且根據最新的施
行法規草案中說明，除非與美國之租稅協
議另有規定，否則FFI無法申請扣抵或退
稅（即便美國租稅協議規定之扣抵或退
稅，亦不會支付已扣稅款之利息）。此
外，也規定除非款項受款人為法人時的最
終受益人提供美國IRS其所需資訊，以辨
識此法人的實質美國持有人資訊，決定此

FATCA法案除了對FFI規定應遵守之
扣繳與申報義務以外，對於非金融外國法
人(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以下簡稱
NFFE)，也同樣予以規定。FATCA法案要
求某些NFFE提供其實質美國持有人的資
訊給扣繳義務人，若NFFE不配合，即視
為不合作帳戶，嗣後FFI支付予NFFE「可
扣繳給付項目」之款項時，就應扣繳款
項預扣30%懲罰性稅款，除非該NFFE符合
FATCA法案中所規範的可免受扣繳之條件
之NFFE。
NFFE的可免受扣繳之條件須符合：

最終受益人是否為實質美國持有人之外國

（一）最終受益人或NFFE提供扣繳義務

法人，否則該款項會遭到扣繳代理人扣繳

人其未有任何實質美國持有人的證

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扣繳稅額，任何依規

明文件；或提供其每一位實質美國

範扣除和扣繳之稅款，亦將不得扣抵或退

持有人的名稱、地址和稅籍編號。

稅。對於未簽署協議之FFI與不合作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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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繳義務人不知道或無理由知悉該
NFFE所提供(一)的資訊是不正確
的。
（三）扣繳義務人依IRS的規定申報NFFE
實質美國持有人的名稱、地址和稅
籍編號之資訊。

三、申報義務
有簽署協議的FFI具有每年向IRS申報
美國帳戶以及不合作帳戶持有人的義務。
依目前施行法規草案規定，為減輕FFI的
困擾，FFI的申報義務採分段導入，其時
程如後：
（一）在2014年和2015年申報（申報
2013年和2014年的資料），有簽
署協議的FFI應申報帳戶名稱、地
址、稅籍編號和關於美國帳戶的
帳戶餘額。
（二）從2016年開始申報的內容（申報
2015年的資料），除了上述資訊
外，屬於美國帳戶的所得也必須
申報。
（三）從2017年開始申報的內容（申報

銀 行 實 務

四、 FFI的負責人（Responsible FFI
Officer）應確保法規的遵循
為使簽署協議的FFI確實遵循FATCA
法案，IRS要求有簽署協議的FFI相關負責
人（Responsible FFI Officer，應相當於國
內的總機構遵守法令主管或相當層級之負
責人）應：
（一）於FFI協議生效日起一年內，與IRS
確認已完成協議中所規範對於高
淨值帳戶(註5)的審查。
（二）依該負責人認知，在經過合理的徵
詢調查後，有簽署協議的FFI自
2011年8月6日起並無以任何正式
或非正式管道來協助帳戶持有人
規避美國稅務法規應盡的義務
（例如教導該帳戶持有人以分戶
方式規避被歸類為高淨值帳戶類
型等）。
（三）於FFI協議生效日起兩年內，與IRS
確認該FFI已完成所有帳戶餘額或
價值超過5萬美元的帳戶身份辨識
程序，以及徵提相關的必要文件。

2016年的資料），將被要求全面

值得注意的是，從上面的第(二)點來

申報，申報內容包含來自經紀交

看，若有客戶詢問FFI對於FATCA法案施

易（如證券交易）之交易總所得

行後會對其帳戶的影響與因應建議，FFI

（價金）資訊。

應請客戶逕行洽詢專業會計師或顧問，以
避免違反FATCA法規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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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FATCA與我國法令之衝突
FATCA法案要求FFI應與美國IRS簽署
FFI協議，FFI必須遵循FFI協議中所規範之
各項義務（包含辨識、扣繳、申報等），
惟FATCA法案所要求的規範，與目前我國
甚至國際上大部分的國家法令，均有所衝
突。除非在我國法令修訂或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否則我國FFI遵循FATCA法案要求
仍有以下困難：

一、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 FATCA法案要求FFI將特定帳戶資
訊向美國IRS申報，如未獲得該帳
戶持有人的同意，可能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
（二） FFI對帳戶或帳戶持有人的資訊進
行盤點、分析、內部傳輸等，可
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中「個資
處理」、「個資利用」的規定。

二、違反銀行法、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一）銀行法第48條的2項，銀行對於客
戶的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
料，除非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外，應保守秘密。惟FATCA法案要
求FFI將特定帳戶資訊向美國IRS申
報，如未獲得該帳戶持有人的同
意，可能違反銀行法。
（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18條，國際
融業務分行除依法院裁判或法律規
定者外，對第三人無提供資料之義
務。
惟FATCA法案要求FFI將特定帳戶(如
為OBU帳戶)資訊向美國IRS申報，如未獲
得該帳戶持有人的同意，可能違反國際金
融業務條例。

三、違反其他法令或契約、而需負相  
關之民事、刑事責任
（一）FATCA法案要求FFI針對不合作帳
戶，一定時間之後予以關閉。惟目
前各FFI對於FATCA的相關規定多
未列入與客戶的約據之中，若FFI
單方面的關閉帳戶，可能將違反雙
方契約約定，致與客戶發生訟爭，
而需負相關的法律責任。
（二）FATCA法案要求FFI針對不合作帳
戶等扣繳30%的懲罰性稅款，惟我
國法令對於FATCA法案之30%懲罰
性扣繳並無明文規定，若FFI單方
面的扣繳，可能違反法令以及面臨
極嚴重 的客訴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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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歐洲五國已與美國發表聯合
聲明，在FATCA的架構下打
擊國際逃稅
於美國東岸時間2012年2月8日，美
國財政部與國稅局聯名發布新聞稿，其
與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以及英
國共同聲明（Join Statement），以該等
國家現有租稅協定取代FATCA法案中有
關申報及扣繳之規定，以打擊國際逃稅

銀 行 實 務

法，財政部為了尊重立法院財務委員會的
決議，於去（2011）年發函所屬公股行
庫，要求不得在於法無據下提供存戶之資
料。截至五月底為止，主管機關仍未針對
FATCA法案提出如何協助金融機構的相關
因應措施，且目前我國政府在檯面上也仍
未出現任何與美國進行溝通的動作與消
息。

陸、本行成立FATCA專案小組提
前因應準備

行為。共同聲明之國家將採用跨政府方
式（Intergovernmental Approach）處理法

本行為因應FATCA法案，於去

令爭議，請該國FFI就FATCA法案所需要

（2011）年經層峰指示成立專案小組，

之資訊提報給各國政府，再由其政府透

以總機構法規遵循主管作為專案召集人，

過資訊分享的方式交予美國國稅局，以
簡化FATCA法案的遵循程序、降低FFI遵
循FATCA的成本。前述五國之FFI將無須
分別與美國國稅局簽訂FFI協議，惟相關

商品策劃處為統籌負責單位，其他專案小
組成員包括秘書處、風險管理處、資金營
運處、信託處、電子營運處、國內營運
處、國際營運處、作業處、財務管理處、

盡責審查及申報規定仍需要遵循。由於
FATCA已是箭在弦上勢必實施之政策，預
期未來國際上各國與美國採用跨政府方式
來處理FATCA法案的國家將會越來越多。
目前我國對於FATCA法案的態度似不
明確，在法案剛公佈時，金管會主委曾表
示會在一個月內組跨部會平台因應，財政
部也於立法院財委會表示，FATCA法案涉
及課稅主權的問題，財政部會努力與美
方洽簽租稅協定來解決。惟立法院第7屆
第8期第七次財政委員會會議中決議，政
府八大泛公股行庫不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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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處與稽核處等。FATCA專案小組已於

FATCA施行法規草案原文長篇累牘全文近

2011年11月9日完成因應之啟動會議，除

400頁，銀行公會專案小組乃聘請安永會

對FATCA法案進行報告外，同時蒐集相關

計師事務所進行翻譯。本行商品策劃處於

資訊製作法案遵循流程圖(如圖二：本行

取得翻譯文件後，除立即轉交本行專案小

簽署FFI協議後之遵循流程圖)，以說明與

組研讀外，另為協助本行FATCA專案小組

分配各相關單位權責之工作項目。專案小

了解法案內容，更商請外部之專業顧問，

組為能更了解法案以及因應策略，亦陸續

於4月初提供本行客製化的FATCA教育訓

邀請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KPMG會計

練，希望藉著研讀中譯法規與外部顧問

師事務所等，至本行簡介說明及研討美國

的教育訓練，本行FATCA專案小組能對於

「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案（FATCA）」內

法案與遵循程序能有深入的了解，以提前

容，並請專案小組成員參加安永會計師事

因應若未來須遵循該法案時的各項準備工

務所所舉辦的FATCA法案研討會等。由於

作。

圖二：本行簽署FFI協議後之遵循流程圖

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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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目前對於帳戶資料申報、扣繳與關閉帳戶等，都仍有與本國法律（個貿法、銀行法、國際金融業務條
      例等）違背之適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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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銀 行 實 務

註3. 轉付款項係指應扣繳款項或支付的
款項中屬應扣繳款項的部分。為避

註1. 金融帳戶之定義：除了IRS另有規定

免不合作或不參加的FFI透過已簽署

以及在公開證券市場定期交易之利

FFI協議的FFI來收付款項以規避款

益外的任何存款帳戶、任何保管帳

項的扣繳，因此已簽署FFI協議的

戶，及在FFI中之任何權益或債務利

FFI對於支付給不合作或不參加的

益。因此，金融帳戶不能單以字面

FFI的款項中屬應扣繳款項的部分，

的「帳戶」來看，任何與定義中所

應予以扣繳。

述及的利益契約，亦屬金融帳戶。

轉付款項的定義與扣繳方式在施行

註2. 銷售總所得（gross proceeds）的

法規草案中仍未清楚規範，預計於

扣繳方式試舉一例說明之。如本國

2012年夏季發布的正式施行法規中

金融機構A銀行自債券市場上購買一

才有所定案。

筆美國公債總價值為100萬美元，於

註4. 實質美國持有人係指特定美國人士

一段期間後處分該筆美國公債，處

持有之公司股權、或合夥企業權益

分時之總所得為90萬美元，則美國

(收益或資本)、或如為信託關係則

扣繳代理人將針對90萬美元進行扣

為信託受益權，直接或間接持有大

繳30%，本國金融機構A銀行取得處

於10%，即為實質美國持有人。

分該筆債券的價金為63萬美元。銷

註5. 高淨值帳戶係指帳戶餘額或價值在

售總所得（gross proceeds）的 扣

FFI協議生效日前一年底，或在其後

繳並不針對處分時是否有獲利，而

任何曆年年底時超過100萬美元的帳

是根據處分時之總所得進行扣繳

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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