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利用您的TFSA
免稅儲蓄帳戶（TFSA）是加拿大人存錢、減稅的一種獨
特方式。



適合每個人的節稅機會

您是否知悉，若您從未開設過TFSA，那麼現在已有最高可達$81,500的供款額度？*

自2009年起，TFSA就一直是加拿大人存錢、減稅的一種獨特方式。任何一位加拿大居民，只要擁
有社會保險號碼，並達到所在省份的法定年齡，就可開設TFSA，每年最多可儲蓄$6,000。*雖然稱
作「儲蓄帳戶」，但TFSA可持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投資，包括所有的富達基金。

20多歲和30多歲...
年輕人需要在今天的開支和明天的需要之間取得平衡。您可在財務顧問的幫助下制訂一個TFSA策
略，幫助您支付汽車、假期、房屋頭期款和其他您真正想要的東西，同時還能為未來儲蓄資金。

40多歲和50多歲...
當您開始考慮退休的時候，您也開始獲得更多的收入、為孩子的教育儲蓄和償還債務。TFSA可幫
助您增加可享受稅收優惠的儲蓄。

60多歲及以上...
當您退休時，從TFSA中提款不會影響您獲得老年保障金或低收入補助金的資格。TFSA的現金流還
可幫助您將應納稅註冊退休儲蓄計劃（RRSP）提款延遲至71歲。

退休之後，您還是可以在TFSA中進行儲蓄，因其並無供款年齡限制。例如，若您擁有額外資金可
投資，像是出售房地產的收入，即可在您的TFSA中進行投資。



TFSA六大重要事項
1. 您的TFSA每年都有供款額度限制。自2009年起， 

加拿大政府為符合TFSA供款條件的加拿大人設定了
每年最大供款額度，無論收入多少，這一額度都是
一樣的。

2. 未使用的TFSA供款額度可無限期結轉至未來使
用。若您在某一年度供款未及最大值，則可以在未
來「補上」，只要不超過您的TFSA總供款額度即
可。

3. 無論何時，若您的供款金額大於規定的總供款限
額，則該超額供款將會有稅務上的懲罰。

4. 提款不視為應稅收入，且一般不會導致政府福利追
回或影響稅收抵免。

5. 所有TFSA提款都會增加您次年的TFSA供款限額， 
因此您可在未來某年重新供款。

6. 您可擁有超過一個TFSA，但請注意您所有帳戶的
可供款總額並不會因此增加；超額供款必定會有
稅務上的懲罰。您可前往加拿大稅務局（CRA）網
站，登入My Account（我的帳戶）查看您的TFSA
供款限額。

2009年至2022年之TFSA供款
額度限制*

年度 供款限額

2009 $5,000

2010 $5,000

2011 $5,000

2012 $5,000

2013 $5,500

2014 $5,500

2015 $10,000

2016 $5,500

2017 $5,500

2018 $5,500

2019 $6,000

2020 $6,000

2022 $6,000

總和 $81,500 



TFSA可幫助您達成目標。
無論您的儲蓄目的是買車、買房，還是退休後安度晚年，TFSA都能在短期和長期內為您提供巨大
的額外儲蓄優勢。下圖顯示了儲蓄至TFSA與非註冊投資相比，在5、10、15和20年之後的差異。

儲蓄金積累比較 –  
TFSA vs.非註冊投資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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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更好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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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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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支付頭期款

20年後，
退休後的生活看
起來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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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註冊投資
免稅儲蓄帳戶

僅作說明之用。假設：回報率為6%，利息的邊際稅率為50%，資本利得的邊際税率為25%，分派再投資，分派收益為2.0%，分派包括50%的利息和50%
的資本利得，初始供款為$6,000，供款按照2%的通貨膨脹率以$500的增量增加。在期初作出供款。未實現的資本利得在持有期結束時納税。該假設忽略
了上一年結轉的供款。上圖所示的數學表用於説説明複合增長率的影響，並無意反映任何基金的未來價值或投資回報。



儲蓄 – 但存到哪？
下表顯示出加拿大的常用儲蓄帳戶和TFSA之常見主要和次要目的。誠如您所見，TFSA用途非常
廣泛，適用的主要儲蓄目的比其他任何計劃都多。TFSA是加拿大歷史上最靈活的稅收優惠儲蓄
工具。

最棒的是，TFSA可以很好地補充RRSP、註冊教育儲蓄計劃（RESP）和非註冊帳戶。請向您的顧
問諮詢，瞭解如何將TFSA納入您的整體財務規劃。

儲蓄需求

一般儲蓄 購屋 教育 退休

TFSA 主要目的

為您的一般儲蓄需

求供款至TFSA。

主要目的

供款至TFSA以增加

用於購買房屋的儲

蓄。

次要目的

供款$2,500至RESP之

後，供款至TFSA以

幫助支付子女的教育

開支。

供款至TFSA以支付您

的教育開支。

主要目的

當供款時的稅率預計等於

或低於退休後的稅率時，

供款至TFSA。

對於TFSA中的資產，並無

必須提取的年齡限制。

非註冊 次要目的

對於一般儲蓄需

求，在供款至TFSA
之後供款至非註冊

帳戶。

次要目的

在TFSA和RRSP之後

供款至非註冊帳戶以

購買房屋。

次要目的

在RESP和TFSA之後

供款至非註冊帳戶以

支付子女教育開支。

次要目的

在RRSP和TFSA之後供款至

非註冊帳戶。

RRSP 非為此目的而設。 次要目的

供款至RRSP並採

用首次購房計劃

（Home Buyers 
Plan）購買房屋。

次要目的

供款至RRSP並採用終

身學習計劃（Lifelong 
Learning Plan）以支

付您的教育開支。

主要目的

當供款時的稅率預計等於

或高於退休後的稅率時，

供款至RRSP。

RRSP在71歲時必須轉為退

休收入基金（RIF）帳戶。

RESP 非為此目的而設。 非為此目的而設。 主要目的

供款金額最高可達

$2,500，並可獲得

20%的補助，以支付

子女的教育開支。

非為此目的而設。



TFSA與非註冊帳戶有何不同？
非註冊帳戶獲得的投資收入和增長須納稅。 

而對於TFSA，
• 帳戶内的投資增值無須納稅。

• 提款完全免稅。

• 提款不計入應稅收入，因此不會提高您的稅率，亦不會影響您獲得老年保障金和低收入補助金
等收入驗證政府福利的資格。

TFSA與RRSP有何不同？
RRSP的供款可抵税，RRSP帳戶内的投資增值可遞延納稅。然而，RRSP的提款須按您的邊際税率
納税。RRSP的收入還會提高您的税率和/或影響您獲得政府福利的資格。TFSA的供款不可抵稅；
但是，TFSA帳戶内的投資增值也無須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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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詳情，請聯絡您的顧問或瀏覽fidelity.ca
*   適用限制：從2009年起，若您是加拿大居民，且在日曆年度中的任一時刻達到或超過法定年齡，TFSA的供款額度就會開始每年累計。在不列顛哥

倫比亞省、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新斯科細亞省和新布藍茲維省，法定年齡為19歲，且在此之前不得開設TFSA。不過，供款額度則是從18歲開始
累計。在2009年之後，TFSA每年的供款限額是以$6,000依通貨膨脹進行指數化調整，並將結果化整到最接近的$500。

互惠基金和 ETF 投資可能會產生相關的佣金、尾隨佣金、管理費、經紀人手續費及相關費用。投資前請仔細閱讀
載明詳細投資資訊的互惠基金或 ETF 招股章程。互惠基金及 ETF 並無任何保證。其價值頻繁變化，投資者可能會
獲益或蒙受損失。過往績效可能無法重現。

本資訊僅供一般參閱之用，不應視為稅務意見或建議。個人情形均有其特殊性，應由個人之法律與稅務顧問審核。

© 2022 Fidelity Investments Canada ULC.保留所有權利。第三方商標為其各自擁有人的財產。所有其他商標均為Fidelity Investments Canada ULC
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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