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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又到了本協會第二十四

週年慶的時候了。回首過去的四年，本協會在

李崇正會長的帶領之下，也真正舉辦了多場的

免費僑民生活講座。難能可貴的，每年於報稅

期間，會員會計師及其他專業人士們，都犧牲

了他們的週末假期時間，義務性的為大洛杉磯

的僑民們，帶來最新、最豐富的財稅、法律及

保險理財資訊。不論在洛杉磯的華僑文教中心

，或橙縣的華僑文教中心，每年的講座，均受

到僑民們熱烈的參與，場場爆滿，一位難求。

   過去的四年，每年我都會帶領35位會計師的

會員回台訪問，同時回去消費拚經濟，今年

2016年亦不例外，我們會有37位會計師會員及

眷屬，先去日本九州七夜九天溫泉之旅，然後

再返回台灣做為期四天的政府機構之拜訪，行

程也是精采滿滿。

   今年七月二十九日，本人榮獲中華民國僑委

會頒發〝海華最高榮譽獎章〞，深感榮幸。  

自從1981年取得碩士學位來到洛杉磯，開始為

僑社服務至今，非常感謝中華民國政府及僑委

會的肯定。從創立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到申請

捐款專案，又如針對SARS的救災救助專案，針

對風災水災的減稅專案，又有與僑教中心合作

舉辦的稅務講座等，要感謝廣大僑胞的支持，

感謝僑委會的關愛，希望帶領北美華人會計師

協會，繼續為僑胞、僑社服務。

   最後要在這裡，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

創會會長的話                        創會會長  僑務諮詢委員 林清吉 會計師

Sino-America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1993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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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很榮幸成為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有史以

來，第一位擔任四年會長職務的會長。回憶

2012年10月20日當晚的年會，我接下了2013~ 

2014兩年任期的會長職務，在第一任期屆滿時

，更榮幸承蒙會員們的信任及厚愛，再續一任

2015~2016兩年任期的會長! 在這兩任會長的任

期中，本人無一日不競競業業，竭盡所能地領

導幹部團隊服務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全體會員

及廣大僑民。

   為了發揮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整體的最大力

量，本人深信做為協會的領導團隊，尤其是會

長本人，必須有宏觀的視野、高度的思維、深

遠的謀略，同時還要堅持公平、公正及公開的

理念。更深知一個團隊組織要有巨大的力量則

必須要團結，而欲達成團結則須有共識，而共

識的形成則須有共同的中心思想。那什麼是北

美華人會計師協會的中心思想呢? 它就在我們

協會的名字裡-SACPAA:

S: Success 勝利成功

A: Alliance 專業聯盟

C: Competition 良性競爭

P: Professionalism 專業精進 

A: Attention 極至用心

A: Action 全力執行

   本人謹在此闡述協會的中

心思想如下，並請參照右邊

的"明亮巨星圖"。本協會自1993年創會起，就

規劃藉由結合眾多會計師及相關的專業人才來

共同幫助會員彼此的成功、所服務的客人成功

、同時也幫助廣大的僑民成功，而我們協會自

然也能成功。為了能達到勝利成功的目標，我

們的會員必須提供具有高度水平的專業服務，

所以專業能力是會員們

的靈魂及核心。為了培

養既廣且深的專業知識

及累積實務經驗，則會

員們必須採取兩項手段

:一為與協會內不同領

域的相關專業人才進行

服務與學習的策略聯盟

，二則鼓勵會員們同業間的良性競爭，彼此互

相激勵，更上一層樓! 而上述的兩項手段是否

能成功，端視各位會員是否用心極至，全力執

行! 這就是我們協會應有的共同中心思想，也

是本人這四年來一直據以推展會務的中心思想

。接下來為大家報告這四年來的主要會務工作

如下:

1.  首創由協會內部會員挑選菁英會計師及其

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講師，共計完成14次

免費的CPE專

業進修講習會

。除了提供專

業進修學分，

更可貴的是提

供一個讓會員

可以交流彼此

親身遇到實務

難題及該如何

解決的平台;

2.  傳承既往，共

舉辦16 次免費的僑民生活講座(稅務、理財

及法律演講會) ，嘉惠了大洛杉磯及橙縣地

區的廣大僑民;

3.  接受多次的報紙、電台及電視媒體的稅務

訪談;

4.  經常支援會員推展其業務的專題演講，擔

2013-2014 & 2015-2016 會長的話                    李 崇 正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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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主講嘉賓;

5.  鼓勵會員參與專業文章投搞，2015年首創

由協會23位會員共同出資與世界日報聯合

出版稅務專刊，佳評如潮，引領潮流;

6.  帶領協會訪問團四度拜會台灣的四大會計

師聯合事務所做專業交流，並與台灣政府相

關單位進行財政、金融、及稅務等現行政策

的了解與交流;

7.  積極參與僑界及社區的僑務及社團活動，

廣結善緣並打響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的金字

招牌。不論是每年的雙十國慶系列活動、抗

戰七十週年、國父誕辰150週年紀念日活動

，或是一般僑社舉辦的大型活動，都看得到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的參與;

8.  支持華人民選官員及友我華人的非華裔民

選官員以提昇華人在美的政治影響力，為華

裔爭取應有的最大權益;

9.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會員們有用的稅務、

理財、金融、法律、貸款及房地產等資料以

供會員們參考及進修之用;

10.透過不定期的"會長的話"，經由電子郵件傳

送給會員們，以增加會員對協會的向心力及

共識;

11.舉辦多次會員之間的節慶餐會、共同出遊以

增加會員們之間的交誼;

12.延攬優秀會計師新會員26位，非會計師會員

17位，並經由積極主辦多項協會活動，而

吸引了眾多"失聯"會員回籠協會這個大家庭;

13.本協會重視同袍之愛，在2012年12月本協

會理事裴克文先生遽逝，本協會發起懷念捐

款，合計$7,000元，因而有了後來成立在華

航聯誼會之下的"裴克文基金會獎學金";

14.本協會也非常關心台灣同胞，每逢災變需要

救援時，本協會自然愛心不落人後，總是慷

慨解囊。如2014年高雄氣爆，捐款$10,600; 

     2016年台南地震，捐款$13,250; 兩次都獲

得僑委會特頒感謝獎牌，台南市長賴清德也

特別致贈感謝狀;

15.為了協助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推廣

介紹台灣風土人文的"光華雜誌"，本協會發

動會員訂購活動，共計訂購108份，總價

$2,920。

   以上這15項工作的努力，都是為推展本協會

的SACPAA 6個字母所代表的共同中心思想。

期望能夠幫助各位會員達成各自的明星夢，及

聯合各自的明星成為整個協會巨大而閃亮的大

明星，成功地服務我們的客戶及廣大僑民，同

時也為我們的國家盡一份心力!

   我們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須要大家一起努力

，不斷地既傳承又創新，而會長當然要負起最

主要責任。本人這四年來的服務必定有不盡如

會員們之意的地方，特在此表示歉意! 所幸我

們選出的新會長-葉俊麟會計師，實是一位不可

多得的實力派並具有高度服務熱忱的青年才俊! 

本人除了在此要感謝協會全體會員、幹部團隊

、理監事們對我四年來的厚愛及全力支持外，

更要懇請大家同樣地全力支持我們的新會長葉

俊麟會計師，相信葉會長仍會秉持本會的中心

思想，讓我們的傳承與創新越來越成功，而我

們協會亦可以繼續成長茁壯! 

   最後敬祝各位會員及嘉賓朋友們，晚宴愉快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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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自1993年創

立已邁向第24年。轉眼，我們將要迎來2017年

。過去這四年，李崇正會長凝聚全體成員的向

心力，建立發展論述，設定專業及良性互動競

爭的目標，帶領協會到達一個新的里程碑。作

為2017-2018的新任會長，感謝我們的新團隊

及會員對本人的信賴與支持。我將秉持本協會

「傳承創新，永續經營」的宗旨，發揚固有團

結合作精神，與全體會員共同努力發展會務，

實實在在為社區及僑胞服務，積極參與美國主

流社會和華人社區的各項經濟文化活動。

   協會歷經了十六位傑出的會長後，我所擔當

的是承先啟後的重任。在新的E時代來臨，更

有其不同型態的新挑戰。因此，在接下來的兩

年𥚃，我將朝以下四個方向努力：

1. 追求卓越:  我們將通過邀請專家學者講員來

提供更多質量兼具的CPE Program，豐富提升

會員們的專業知識和競爭力。並定期辦理僑民

演講，通過服務社區等活動，有效宣傳協會理

念及會員學養，進而邀請更多專業人士加入協

會，吸引年輕世代來參與，以擴大協會規模，

繼而為北美廣大僑民提供更加優質的專業服務。

2. 建立平台:  在這個網絡虛擬信息時代來臨，

我將加強協會的網絡線上平台，優化協會網站

。通過協會網站觸外的橋樑，各界可以更深入

的了解協會的宗旨與活動。協會網站的角色加

重，亦將會為會員提供更好的服務，宣傳及資

訊。利用網絡社群方式，會員能彼此密切支援

專業議題，相互交流切磋，分享實務經驗，實

現信息平台資源的共享。除此之外，協會資訊

將擴展向其他各項主流社交平台，包括臉書，

line，微信等，以吸引更多年輕世代的專業人

士來互動，進而壯大我們的

專業隊伍。

3. 接軌世界:  在經濟全球化

的環境下，我們不僅要多元

化我們的服務，更要加強跨

領域跨地域合作，與世界財經接軌。我們不僅

要在美國各地區尋求聯結，更要在其他地區，

包括台灣，香港，新加坡及中國等地區會計專

業協會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目前，我們為社

區提供會計稅務，財務金融，保險理財，地産

貸款與法律等的免費講座研討會，以促進協會

內外的聯繫交流。同時我們以專家團互訪形式

增強與各地區的交流合作機會，以尋求激起更

多不同的火花。

4.美好人生:  在每一位會員辛勤工作之餘，協

會將開展各類豐富精彩的活動及聚餐，幫助會

員們放鬆身心。我深深地了解每一位會員的辛

勞與汗水，但我們應該勞逸結合，忙碌的工作

後還要享受生活的美好。我們協會不僅僅是一

個專業知識交流的平台也是心靈交流的平台，

更是大家相處、交流如何創造美好生活的平台

。因為我堅信工作與生活是密不可分，並且相

輔相成的。

   在此亦要感謝全體理事，幹部，創會會長及

歷屆會長們的默默耕耘與無私奉獻。讓廣大會

員與協會攜手相伴，一起見證協會的成功發展

及壯大。期待團隊能為協會吸收更多新血輪，

在傳承前輩們所堅持的專業精神的同時，亦不

忘創新，與時俱進。讓我們一起努力，𣈱飲人

生美釀。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2017-2018 新任會長的話                             葉 俊 麟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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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歷任會長﹞

1995年會長

嚴 后 建

1999年會長

張 榮 哲

2005年-2006年會長

遲 景 林

創會會長

林 清 吉

2002年會長

陳 建 邦

2007年-2008年會長

湯 能 任

1998年會長

袁 思 弘

2003年會長

古 志 明

2009年-2010年會長

郭 凱 琪

1996年會長

陳 英 煌

2000年會長

王 恆 業

2004年會長

王 小 如

2011年-2012年會長

施 啟 祥
2013年-2016年會長

李 崇 正

2001年會長

張 德 芝

1997年會長

李 新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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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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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商學院
立法院

關渡宮 翡翠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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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

金管會

新北市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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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

台中市政府

日月潭雲品飯店

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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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媽祖廟

清靜農場

日月潭雲品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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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

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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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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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金控
調查局

華山文創青葉新樂園餐廳

新北市市政府

華南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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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S. Figueroa Street, Suite 2700
Los Angeles, CA 90017

Tel: 213.623.5513    Fax 213.623.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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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
二○一六年年會

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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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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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活 動

僑務榮譽職授証典禮

郭凱琪會計師榮獲金冠獎

 2013 雙十國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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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吉創會會長”海華榮譽獎章”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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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14歡迎令狐處長

2015會計師理事合照2014歡迎夏季昌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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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監事合照

2016 海華午宴

2015-年會

2016 歡送劉組長

社 團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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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外國機構有任何銀行帳戶或其他金融

帳戶嗎？你是否知道，在一年裡的任何一天(一

月到十二月這之間)，若是你所擁有的所有海外

金融或銀行帳戶的加總餘額超過美金$10,000

，你可能需要申報一份FBAR報告 (海外銀行和

金融帳戶的申報規定) 給美國財政部？你是否

知道，根據FATCA(海外帳戶稅務申報遵從法

，簡稱肥咖條款 )，當你所擁有的所有海外金

融或銀行帳戶的年底餘額總價值超過$50,000

（或是你本身居住地不在美國境內，而你所擁

有海外金融帳戶的年底餘額總價值超過

$200,000），你需要在美國聯邦所得稅表中再

申報一份表格8938給美國國稅局？

   這些規定是美國嚴厲打擊偷稅漏稅和濫用離

岸交易之努力的一部分。雖然大多數人甚至都

沒有意識到FBAR和FATCA的存在，其實約數

百萬美國納稅人有責任遵守這些申報要求-包括

生活在美國境外約870萬的美國納稅人。不知

道有這樣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作為不申報的藉口

，有很多案例可以顯示美國政府在執行FBAR

和FATCA法律上，真的不是在嚇唬人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些懲罰看起來苛刻，

但實際上可能有更嚴重的懲罰！ 例如，沒有遵

循FBAR條款申報者，可面臨高達$500,000罰

款和長達10年徒刑。因此，至關緊要的是，任

何擁有海外金融與銀行帳戶的人必須瞭解他們

有責任向美國政府揭露他們的海外金融與銀行

帳戶。這篇文章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去了解

FBAR和FATCA的申報規定，另外你可以參考

美國國稅局的官方網站，以了解更多詳細的資

訊。

什麼是肥爸條款(FBAR)?

根據美國銀行保密法（1970年及其修訂本），

金融犯罪執法局(FinCEN)的表格114 (FBAR)，

在一年之中的任何一天，當一個人所擁有的所

有海外金融或銀行帳戶的餘額總價值超過美金

$10,000，他就必須申報FBAR表格(Form114) 

給美國財政部。在申報2015年度以前的FBAR

表格必須在隔年的6月30日之前，以電子方式

申報。另外，FBAR電子申報說明簡介中，亦

有註明極少數的不用申報的FBAR的例外規定

。2016年度起的FBAR之申報期限有新規定，

請見下文。

誰必須申報肥爸(FBAR)?

FBAR的申報規定適用於任何美國人，如果該

美國人在海外銀行或其他海外金融機構之帳戶

，擁有利益、持有帳戶簽名權或者擁有其他權

力。該類帳戶包括，但不限於：海外銀行帳戶

、股票帳戶、共同基金、儲蓄性壽險和年金（

如瑞士年金）。所謂“美國人“可以是個人，

如美國公民、美國永久居民或稅務居民 ；也或

者它可以是一個在稅法上被視為納稅人的實體

，如公司，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LLC）

，甚至是美國境內的遺產信託或一般信託。

FBAR表格並非向美國的國稅局申報

美國納稅人必須瞭解很重要的一點是，FBAR

表格的申報方式跟所得稅表並不相同。FBAR

表格必須直接提交給隸屬於美國財政部的金融

犯罪執法局（執法網）。它只能通過BSA 

E-Filing System的網站電子申報FBAR表格，

並且不能延期(新規定: 從2017年開始申報2016

年的FBAR表格114，其申報截止日期改為4月

15日，而且可以延期六個月，與個人所得稅表

同步申報)！不過，若是納稅人真的未能按時申

報且有合理的理由，納稅人可以在表格114解

釋未按時申報的原由。

注意：就算現在及時申報FBAR表格114並不能

將過去未按時申報或根本沒申報的紀錄一筆勾

銷。

瞭解美國的肥爸(FBAR)及肥咖(FATCA)條款          李 崇 正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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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照規定申報FBAR表格的處罰

故意不申報完整和正確的FBAR表格，最高民

事罰款可處以$100,000美金或每個未申報帳戶

之餘額的50％，取兩者之間較高金額做為罰款

。除此之外，最高刑事罰責，包括罰款最高

$500,000及監禁長達10年。若想知道更多細節

，可以參閱國稅局發佈的未遵守FBAR規定可

能之刑罰的完整列表。 

什麼是肥咖條款(FATCA)?

美國於2010年通過了海外帳戶稅務申報遵從法

（FATCA），要求美國納稅人(單身報稅)，若

擁有“符合規定的海外金融資產帳戶”在納稅

年度的最後一天(12/31)，其金融資產帳戶餘額

總價值超過$50,000（或在這一年之中的任何

時間點，其總價值超過$75,000），必須將這

些金融資產帳戶用表格8938申報給美國國稅局

。對於居住在海外的美國納稅人而言，需要申

報FATCA的門檻則是$200,000。如果無法取得

合理的來源來佐證資產的市場價值，國稅局亦

可接受合理的評估申報。

注意：納稅人必須在連續12個月的期間內，有

330天不是待在美國境內才能符合“生活在海

外”的美國納稅人條件。

肥咖條款(FATCA)需申報的海外金融資產

FATCA規定需要申報海外金融資產包括: 持有

海外金融帳戶和非金融帳戶資產，包括持有海

外公司股票和證券，衍生性金融工具，人壽保

險的現金值和海外公司的所有權。如果你有上

述指定的外國金融資產，你必須填寫及申報所

得稅表(1040/1040A)中的附表B (Sch-B)  的第

三部分和表格8938。這類的納稅人很有可能還

需要申報下列的表格: 表格5471-擁有海外公司

所有權，表格8621-海外被動式投資公司，表格

8865-擁有海外合夥或有限責任公司。

注意：居住在海外的美國納稅人的美國所得稅

表申報截止日期是6月15日，但必須附上一份

聲明來解釋你是符合該自動延期的美國納稅人

。而合法取得該所得稅表申報之自動延期也將

自動延長申報表格8938的截止日期。

不用申報FATCA的例外情況

其實，也不是所有的海外資產都包含於FATCA

的申報要求。舉例來說，如果你根本不需要申

報美國所得稅表，那麼你也就不用申報表格

8938（不論你外國資產的價值）。此外，對結

婚合併申報的納稅人而言，若其居住在美國境

內，其海外金融資產年底餘額總值申報門檻是

$100,000; 若其居住在美國境外，則為

$400,000。其他例外，請參照表格8938的申報

說明。

   美國納稅人需明白一點: 表格8938(FATCA)

和表格114 (FBAR)是兩種不同的申報規定。這

兩種表格除了申報的單位不一樣，申報內容也

不盡相同。兩者沒有相互取代的功能，也不是

二選一的選擇題。而個人所得稅表中的附表

B(Sch-B)其中之一的功用包括揭露來自國外信

託、海外銀行和證券帳戶的全球收入。在附表

B之第三部分上，需要填寫關於是否擁有海外

金融或銀行帳戶，以及此類帳戶所在的國家。

未依照規定申報FATAC的處罰

如果你不遵守表格8938的申報規定，你可能會

被處以$10,000違規的處罰；若經國稅局通知

後你仍然繼續未按規定申報表格8938，最高可

再被處以達$50,000的額外罰款；若有因未申

報表格8938的海外資產而低估之所得稅，則將

被處以該低估所得稅之40％的額外罰款。如果

你可以證明你未按規定申報表格8938是出於合

理的原因，而不是故意疏忽，則有可能免罰款

。然而，所謂合理的原因則視每個案件的特殊

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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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披露海外金融資產信息計劃 (OVDP)

美國國稅局從2009年起陸續推出4次自願披露

海外金融資產信息計劃（OVDP），目前最新

的是2014年7月1日推出的OVDP計劃。該計劃

是給“故意”未申報海外金融賬戶或其他外國

資產之收益的美國納稅人，一個有限的赦免計

畫。一般來說，OVDP使納稅人有機會補申報

自己的FBAR和其他申報義務並可免除刑事責

任，其中包括免除高達75％美國國稅局

IRC§6663的欠繳稅款之欺詐行為的罰款，而

且還提供了更寬鬆的條款來解決其他有關民事

責任的稅款和罰款(27.5% 或50%)的義務。

目前最新的OVDP沒有規定可申請參加該計劃

的期限，但參加OVDP的納稅人很可能會面對

昂貴的律師和會計師費用，並且它可能會導致

州或地方的查稅。此外，要申請參加OVDP的

納稅人必須"溯及既往"連續到前八個稅務年度

，做到下列幾項要求：

•披露以前未申報的海外資產和收入;

•披露幫助隱瞞海外資產和收入的人;

•修改並申報聯邦所得稅表，並繳納任何欠

   繳稅款，一般來說還需要再加上20％的罰

   金和利息;和

•支付OVDP罰款，該罰款最高可達納稅人

   未申報的海外金融帳戶和其他資產的綜合

   價值的50％。

海外金融資產簡化申報程序(Streamlined 

Filing Procedures)

針對屬於非故意不申報海外金融資產及帳戶的

美國納稅人，國稅局特別推出海外金融資產簡

化補申報程序(Streamlined Filing Procedures) 

。該程序不但適用於住在美國境內及那些生活

在國外的美國納稅人，也適用於住在國外的沒

有申報美國所得稅和資訊申報的雙重國籍公民

。為了避免牢獄之災或留下犯重罪的記錄，納

稅人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證明自己是非故意未申報規定的表格;

•修改或申報過去3年的所得稅表格以反映過去

   未申報的海外收入來源;

•申報過去6年的FBAR表格;

•計算過去3年欠稅的利息; 和

•如果是居住在美國境內的納稅人，須再繳納

過去6年中海外金融資產年底最高總餘額的5%

之罰款。

肥咖條款加諸於海外金融機構的規定

FATCA要求海外金融機構向美國國稅局提供美

國納稅人持有帳戶的資訊報告（包括那些以美

國人為主要股東的外國企業）。該規定適用於

海外銀行，券商，某些保險公司，甚至一些非

金融機構。美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有扣繳義務的

代理人，必須對匯到那些不合作的海外金融機

構的美國來源款項預扣30％的所得稅。除此之

外，他們還必須向美國國稅局提供某些特定以

美國人為主要股東之非金融公司的資訊。為了

避免被預扣30％和被拒絕在美國市場營運的潛

在危機，海外金融機構必須向美國國稅局註冊

，獲得一個全球中介識別號碼（GIIN），並提

供規定的相關資料給美國國稅局。

結論

如果有海外金融資產及銀行帳戶，但不確定是

否該申報FBAR和FATCA，你應該儘快聯繫稅

務律師及會計師。你需要主動出擊，因為一旦

美國國稅局開始調查你時，你就沒有資格參加

OVDP或其他自願補申報程序了。為了避免最

嚴重的民事和刑事處罰，你可以參加OVDP或

其他自願補申報程序。一個有經驗的律師及會

計師將能夠分析你的情況，回答你的具體問題

，並為你提供選項，這將有助於你獲得最佳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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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盧先生在高中時就前往美國念書，後來

在美國的大學取得電機博士學位，畢業後順利

地進入知名美國電子公司任職，而且頗受主管

重用與賞識，在這段期間，盧先生也從綠卡持

有者轉為美國公民。但盧先生始終有鴻鵠遠志

，所以他最終放棄了在該公司的事業，選擇回

到臺灣新竹成立公司，也因為這樣的選擇，所

以他在美國並沒有任何財產。經過一段時間的

努力後，盧先生的公司獲利良好，公司順利在

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也在臺灣、中國和香港

擁有不少資產。但盧先生一直沒有處理美國公

民的身份，也一直沒有申報自己的境外資產，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國稅局會透過何種方式

追稅呢？

   盧先生的情況在海歸華人當中其實很普遍，

既然他還是美國公民，自然就有揭露境外資產

和報稅的義務。近年來，美國政府因為財政窘

迫，所以對於美國公民海外資產的追查，可以

說是日漸嚴厲，在這樣的情況下，盧先生可以

透過美國國稅局提供的正當管道，出面進行資

產揭露並報稅，除了可以得到比較輕微的民事

處罰，也可以把遭到刑事起訴的機會降至最低

。但是若主要業務收入來源為美國，而刻意將

獲利流出境外，再藉由非美籍名義人贈與美國

公民，企圖以非法手段降低美國公司稅，就有

很高的機會被起訴。近年來，多數華人諮詢的

美國稅務問題中，最常見的一則便是，如果欠

了美國稅，美國政府會追到海外嗎？關於這個

問題，綜合多數不願具名的美籍會計師多表示

以目前中國、臺灣及美國尚未建立連線機制，

此種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是不論現在美國國稅局對您的海外資產有

沒有興趣，以下管道都可能讓美國國稅局找到

相關的蛛絲馬跡：

一、一旦當事人把在亞洲的資金匯回美國，美

國國稅局就有方法可以掌握當事人的境外資產

。舉例來說，為了買房子從國外匯一筆錢進去

美國。

二、如同案例中的盧先生，一旦他的公司股票

上市，身為公司負責人的盧先生，資產都必須

公開揭露，所以美國國稅局只要稍稍追查，便

能掌握當事人海外資產的現況。

三、美國國稅局也可以透過 1040 表的申報，

要求納稅義務人提供居住國的所得稅繳納檔憑

證等，藉由這樣的方式，國稅局也可以追查到

當事人的海外資金來源。

四、如果當事人不小心與人結怨，因為美國國

稅局有提供管道和高額的賞金，就很有可能會

有人扮演告密者（Whistleblower）的角色，向

國稅局揭露當事人的海外資產情況，引起國稅

局的追查，目前因檢舉獎金豐厚，美國已經有

數家法律事務所專門從事檢舉生意，甚至可協

助檢舉人向美國國稅局（IRS）或美國證券管

理委員會（SEC）檢舉各種案件（注）。

注：可參閱 http://www.bernlieb.com 網頁。

五、如果當事人定期或不定期匯錢給美國的配

偶或子女作生活費及學費，或是當事人把名下

的財產贈與給在美國的親戚。在這兩種情況下

，美國國稅局可以透過調查親戚或配偶的財產

，掌握到當事人境外資產的情況。

   就作者多年的執業經驗，以上的情況當中最

難防範的還不是美國國稅局的主動偵查，而是

周遭親友告密的問題。不論是在中國、臺灣或

是在美國，作者曾遇到的檢舉案件當中的檢舉

人其實都是利害關係人，例如承租戶可能因為

不滿出租人而檢舉出租人，或是富人的後事最

常遇到就是繼承子女財產分配不平均的問題，

美國公民或持有綠卡者在境外擁有財產，
美國國稅局由哪些管道來追稅                      林 清 吉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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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其中一人就會去告發手足；此外，二房

、三房，或甚至是現在大家口中流行的「小三

」因不滿財產分配而提出檢舉，也是常見的案

例。這些實際案例的來龍去脈光怪陸離，情節

往往要比電視連續劇更要灑狗血，但都是現實

生活當中確實會發生的，當事人防不勝防。上

述五種查稅管道是華人最需要引以為誡的，但

除了這五種管道之外，美國國稅局目前一方面

嚴格要求金融機構配合，另一方面一旦發生相

關漏稅案件，也要求當事人檢舉金融機構的行

員等方式，擴大對金融機構的約束力。還可能

有其它追查方式，能夠掌握當事人的海外資產

。所以，在此還是建議您，要針對境外資產進

行誠實揭露與申報。

   但在申報前，當事人應該尋找適合的專業人

士，例如律師或是會計師，來做細部的評估，

以瞭解自己海外資產的情況，海外資產的專案

和總額有多少，正常申報會產生多少稅額，以

及用甚麼方式進行申報和補報會比較恰當……等

等。待初步評估結果完成之後，再向國稅局進

行申報和補報。許多當事人起初可能以為評估

事小，因此便先行評估自己的海外資產，但是

往往在評估的過程中會遇上重重困難，無法充

分掌握自己的境外資產。建議還是諮詢專業的

律師和會計師，以確保權益及省去不必要的麻

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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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于8月19日

發佈新聞稿，嚴厲指責台灣金融業最大並且歷

史最悠久的海外分行—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違反

美國銀行保密法及洗錢防治法，並指出該分行

所存在的六大問題：（1）內控極差。（2）與

巴拿馬分行間有疑似洗錢的可疑匯款，卻未依

洗錢防制法的規定申報。（3）對客戶的實地查

核，執行不切實。(４)風控政策不明。（5）稽

核季報未依規定，送回總行。（6）漠視金檢報

告，不回應。報告並兩次寫到，兆豐甚至有些

文件沒有翻成英文。

   對於洗錢這一名詞，大家並不陌生，早在今

年年初便有震撼全球的巴拿馬文件洩露。國際

媒體披露了多達1100餘萬份機密文件並披露了

一家名為莫賽克-馮塞卡 (Mossack Fonseca) 的

法律服務公司為其客戶利用避稅天堂藏匿財富

，逃避稅務，洗錢並且避開制裁。文件顯示，

這家神秘的法律服務公司的主要客戶裡包括12

位現任或前任國家領袖，超過60位國家領袖或

政治人物的親友也牽連其中。

   據報導，兆豐金控就有兩家巴拿馬分行。在

2012年1月至3月期間，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

檢查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業務時，便發現紐約分

行與巴拿馬分行交易異常頻繁且金融往來龐大

，交易金額約為115億美金，且有近200個疑點

，多數自巴拿馬分行被退回的巨額款項帳戶仍

然收到大額匯款，且匯款帳戶與收款帳戶為同

一人所有，當紐約金融服務署要求兆豐銀行提

交這些交易帳戶資料時，紐約分行並未提供完

整資料。且兆豐銀行的客戶多為巴拿馬文件洩

露的核心公司-莫薩克馮賽卡法律事務所協助設

立的，離巴拿馬事件發生不到半年，各種蛛絲

馬跡也難免讓人產生猜忌。

   洗錢看似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很遙遠，其實不

然。洗錢（Money Laundering），顧名思義，

是將“髒錢”洗乾淨。也就是將違法所得及其

產生的收益，通過多樣的形式及手段掩蓋其來

源與性質，使其形式上合法化。洗錢的活動大

致分為三個階段：1）將違法所得直接存入銀行

或轉移至另一地點；2）通過一系列的金融交易

活動把犯罪所得與非法來源分開；3）以投資或

購買資產的方式使違法收入直接進入合法的流

通領域。具體來說，洗錢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

多樣。比如通過賭場籌碼洗錢，政府早已著手

追蹤透過此渠道轉換現金的人。還有一些人則

是通過大量現金支付換成貴重資產，因為所有

的洗錢行為都伴隨無法追查的大量現金交易。

比如，買豪宅豪車或奢侈品。雖然人人手持智

慧手機，信用卡滿滿口袋，科技支付機制推陳

出新，這些大家眼前的平常現象，但是都不能

推翻亞洲人根深蒂固對現金的強烈偏好。澳盛

銀行的最新調查表示包括台灣在內的8個亞洲市

場，平均高達86％的消費，經常使用現金作為

日常支付。所以亞洲人即使出了國門，到世界

各地旅行，生活依然保持著自己使用現金的習

慣。在美國，容易被政府盯上，甚至誤解。

   美國政府對洗錢的管制不僅僅在消費階段，

也體現在其來源。當你攜帶、郵寄、運送金額

超過 $10,000 美金進出美國都需要填寫 

FinCEN Form 105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OF 

CURRENCY OR MONETARY INSTRUMENTS

。通過大家自覺上報來監控現金流向。如果未

按要求上報，你可能會面對的是最高 $50,000 

美金的罰款或者最多10年的牢獄之災。還有一

從兆豐金案看美國反洗錢對你我生活中的影響     葉 俊 麟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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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表格是幾乎每個來美國的人都會收到，在飛

往美國的飛機上，乘客們都會拿到一份海關申

報表格—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Declaration Form 6059B，其中乘客們會看到

第13條問到是否有隨身攜帶 $10,000 美金以上

的現金入境？這裡的現金不僅僅包括我們廣義

上的美元貨幣與外國貨幣，還包括出納支票

（Cashier’s Check），匯票(Money Order)，銀

行匯票（Bank Drafts）以及旅行支票

（Traveler’s Check）。以上所有類型隨身攜帶

的總金額超過 $10,000美金便需要向海關申報

。超過 $10,000 美金的大額現金必然會令美國

政府質疑其來源及合法性。

   其實美國政府對這方面的控制還包含所有美

國稅務居民都必須申報其海外銀行帳戶，也就

是 Form 114 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 （FBAR）。稅務居民如在

海外擁有帳戶或對帳戶有實質控制權，一年中

任何時刻總額超過 $10,000 的海外銀行帳戶和

金融帳戶信息都須報告美國財政部，以防止納

稅人利用自己的海外帳戶掩蓋違法所得或未報

收益。如果違反條例，可構成每一個未報年度 

$100,000 或 50% 海外帳戶最高餘額的罰款。

所以很多百姓覺得洗錢離自己非常非常遙遠，

但其實任何現金收入未報稅，如金額重大，資

金移動過程嚴格來說也是一種洗錢。

   如身為商家，當從客戶收到超過 $10,000 美

金現金時，必須在收到大額現金的15天內填寫

表格，通過網路或郵局寄信，上交完整填妥的

，Form 8300 Report of Cash Payments Over 

$10,000 Received in a Trade or Business。這

張表格便是向美國政府匯報這筆錢的來源，收

入時間，地點，付款人資料及形式等。以便政

府達到對現金交易掌握控制效果，因為有些洗

錢者也利用購貨達到其洗錢目的，所以付現金

不囉嗦的客人，有時也要了解其背景，一旦賣

貨對象有問題，政府介入調查，恐怕賺到的是

池魚之殃。

   美國銀行保密法及洗錢防治法向來施行雷厲

風行，多管齊下。美國在財政部底下設立以「

金融犯罪執法網路」（FinCEN）為核心的反洗

錢情報體系，負責制定並監督執行預防與發現

洗錢犯罪的制度。再加上要求民眾及商家自覺

填寫相關表格並上報，使得現金交易行為更加

透明化，讓利用非法手段轉移資產，藏富或避

稅的人或商家無所遁形。美國與各國合作要求

各國金融機構提供美國稅務居民海外帳戶資料

的威力，也在最近逐漸發酵，所有稅務居民不

可等閒視之，需儘可能尋求專家協助，恪遵規

定，化解未來可能會發生的違法風險。美國夢

，是從守法開始，輕忽無視，美夢難保成噩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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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土斯有財是華人一個傳統理財的概念。除

了要買自己住的房子還會再投資第二棟第三棟

甚至開公司大批的買賣房地產。中國由於近十

幾年經濟發展快速加上出國旅遊或小孩子出國

留學的人數急速上升，出國時都會順道看一下

房產，以至於中國買家連績四年榮登美國全國

地產商協會(NRA) 年度報告中跨國買家龍頭榜

首的地位。在2015到2016年三月的會計年度，

中國人就買了273億美元的住家房產。這個數

字還不包括商業房產。當然中國人不是只在美

國買房產，但由於對美國政治及經濟較穩定的

認同，因此大批華人不論是自己來美投資或請

在美國的親戚朋友或者老鄉代為購買。一時華

人聚集的城市水漲船高，房價節節上漲。不但

有華人向美籍人士買屋而且有非美籍華人互相

買賣。依照NRA 的報告指出，美國房市的中國

買主，有71%全部付現，有五分之一從在美作

業的銀行獲得貸款。相形之下，印度買主只有

7%全部付現，90%從美國銀行獲得融資。

   這種大買美國房地產的現像比起日本在1980

年代的投資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也因非美籍人

士大舉購買美國房地產的原因，美國會在1980

年12月5日正式通過了外國人投資不動產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in Real Property Tax Act 

of 1980 – FIRPTA)。此法案對於外國人在處

理美國境內投資的土地及房產以及任何與該土

地，有關的財產(包括石油，天然氣及礦產) 或

是美國不動產控股公司(USRPHCs) 的股權都需

預繳售價的10%。此法案並沒有規訂誰可以買

或誰不可以買，但對於非美籍人士在處理美國

房地產時，必需要先繳稅才能過戶的要求也大

大改變了美國以前的政策。加州州政府在加州

預算年年吃緊的情況下也於2003加入行列對於

非自住房產的出售要預繳3.33%的預繳稅。美

國國會更於2016年通過法案(H.R.2029，Public 

Law 114-113) 將FIRPTA預繳稅提高到15%。

此法案於2016年2月16日生效。因此從二月十

六日以後:

1: 如果房子的售價在三十萬以下而且為買主自

住屋，不需要任何FIRPTA預繳稅;

2: 如果房子的售價在一百萬以下而且為買主自

住屋，FIRPTA預繳稅維持在10%;

3: 如果房子的售價在一百萬以上，不論房屋是

否是自住屋，FIRPTA預繳稅增加到15%。

   FIRPTA法案中對於不動產處置的定義包括 

1) 出售(sales)，2) 交換(Exchange)，3) 清算 

(Liquidation)，4) 贖出(Redemption)， 5) 贈予

(Gift)，6) 轉移 (Transfer) 。在大數情況下，

買方或受讓方(Transferee) 為扣繳義務人，這

也就是說當你買了或租了一棟房子時，你必需

要確認賣主或房東是否為外國人。如果賣方是

外國人時而你沒有按照法規扣繳10%的稅或房

租的30%時，你將會要負起這個稅務的責任。

如果賣方是一個美國境內成立的公司則企業本

身就是一個扣繳義務人。所以這並不代表如果

賣方是一個公司或是LLC時就不需要預扣的規

定。

  在FIRPTA法規裡除了對扣稅的規定外，也明

列不需扣繳的條件:

1) 買方取得的房產是用做自住屋而且買價不超

過$30萬。買方或買方家的成員必需明確的計

劃在購屋後的24個月內必需居住在內超過50%

的居住日子;

2) 在一個己建立的証券市場有交易，你可以不

受FIRPTA預扣的規定;但如果此股票在過去5年

內一直是由擁有超過5%市價的外國股東所擁有

，而且這公司符合美國不動產控股公司

(USRPHC) 的條件時，10%的預繳稅還是需要

預扣;

3) 如果處理的利益是一個美國境內成立的公司

，而且該公司在你處理該利益前30天內能出具

証明，証明該公司並非為USRPHC公司時，你

可以不受FIRPTA預扣的規定;

4) 如果賣方能夠提出証明，証明他是美國人並

且能提供買方他的納稅號碼(社安號碼)以及住

址時，你可以不受FIRPTA預扣的規定;

外國人在美國房地產投資的稅務規劃              施 啟 祥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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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買方收到美國稅局(IRS) 所發的預扣稅

豁免証明(Letter 3310)時你可以不受FIRPTA預

扣的規定;

6) 如果賣方提供了一份書面通知說明賣方在美

所賣房產的損益是不受美國稅務局稅務法規的

控制或符合租稅協定的規定時，買方必需在處

理房產後20天內通知稅局;

7)如果賣方處理房產的利潤是零或是損失而且

出具美稅局的同意書(Letter 3310)時，你可以

不受FIRPTA預扣的規定;

8) 如果買主是美國政府，州政府或是美屬地政

府及華府特區時，你可以不受FIRPTA預扣的

規定;

9) 如果設保人(grantor)以贈款或失效的選擇權

(option)獲得美國不動產利益實現的金額是不受

FIRPTA預扣的規定。但是如果是出售，交換

或行使那選擇權時還是需要預扣;

10) 如果賣方是一個上市合夥型態的公司或是

一個信託你可以不受FIRPTA預扣的規定。但

如果此合夥的利益在過去5年內一直是由擁有超

過5%市價的外國合夥人所擁有，而且這公司符

合美國不動產控股公司(USRPHC) 的條件時，

10%的預繳稅還是需要預扣。

  

   由於房產投資和其他投資一樣，沒有保証一

定會賺錢，所以美國國稅局也開了一扇門，允

許在賣方不賺錢或是只賺小錢時可提出申請減

少(Withholding Reduction)或是豁免

(Withholding Exemption)扣繳的金額。賣方可

依實際獲利的程度來比較最高需要繳稅的金額

和10%/15%售價的預繳稅金額。如果按稅局現

行法律的規定所計算出來最高需要繳的稅遠遠

低於規定的10%/15% 售價預扣稅，賣方可要稅

局降低預繳的金額到最高的可能稅賦。一個簡

單的例子:

售價  $1,569,000

費用  (   87,715)

毛利   1,481,285

成本   1,472,397

淨賺  $    8,888

按照 FIRPTA 及加州的規定，預扣稅為 

$287,598 (18.33%)。申請減少扣稅，聯邦預扣

稅預估可降到$1,778 ，年底報稅預估還可以至

少再退 $11,000。

   以投資理財的概念來看，當你賣了一楝房屋

時， 您願意在年初就被扣了二十八萬七而且要

等到第二年三四月以後才拿的回來而且沒有利

息，還是想先把$285,820 ($287,598 - $1,778) 

拿回來用到其他的投資? 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

，每一個聰明的人都知道。

   賣主在賣房產時一定要注意的是誠實申報，

稅局同時也明文規定，如果買方或買賣雙方物

業代理知道上述第三及第四項的証明文件是假

的，或是當稅局要你提供証明文件而你無法提

供時，買方必需負擔無預扣的稅。物業代理人

則可被罰高到代理所收佣金的全額。 

   筆者在過去十餘年每年都幫不少客戶申請減

少或豁免証明。也有很多客戶都以為只要在賣

房地產前成立公司或LLC就可以避免這預扣稅

，加上不少房地產經紀對於聯邦的FIRPTA和

加州稅局要求的不同也未必清楚，所以在買房

產時千萬要注意賣方的身份免得將來可能還要

負擔這預繳稅再加上十分可怕的罰款。

   FIRPTA的規定顯著的增加了外國投資者投

資美國房地產的成本。當外國投資者在購買房

地產後把物業用來做為被動式投資(passive 

investment) -租賃使用，房客必需要預扣30%

的租金。賣房子時又有13.33% (聯邦10% +加

州3.33%)的預繳稅需要預付。這些預繳稅對於

投資者的資金流動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一個

熟知FIRPTA 法案的專業人士將有助於投資者

的稅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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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創業者踏上美國的

土地，如何在美國根據自身情況成立不同類型

的公司成為了不少中國企業家需要面對的問題

。下面就來談一下在美成立公司的類型選擇。

美國公司稅收種類

美國商業稅相當複雜和繁瑣。收稅的部門很多

，有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收稅的種類也不盡

相同，各種不同類型的公司，個人企業(Sole 

proprietorship），合夥企業（Partnership），

有限責任公司（corporation or LLC）等，所交

的稅也不相同。聯邦政府徵收雇傭稅和公司所

得稅。州政府徵收雇傭稅、公司所得稅、銷售

稅和其他地方稅。

美國公司的類型

一：個人企業（Sole proprietorship）

這是最簡單的企業形態，由個人所有，企業成

立成本低，這個唯一的所有人全權負責企業的

經營活動，但對其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企業主

個人資產可能会被用來抵償企業債務。企業沒

有任何所得稅，業主直接向國稅局申報個人稅

（Schedule C），交15.3%的薪資稅，每年拿4

個工作積點。

二：合夥企業（Partnership）

由兩人或兩人以上合夥組成，對其合夥企業的

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可細分為普通合夥制

(General Partnership)；有限合夥制(Limited 

Partnership)；有限責任合夥制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三：有限責任公司（Corporation or LLC）

有限責任公司的特點是投資人以出資比例來承

担有限的公司責任。可細分為C型有限責任公

司；S型有限責任公司；LLC有限責任公司。

Corporation和LLC的選擇不是單純的一種形式

優於另一種，而通常需要考慮公司的業務範圍

和發展規劃，公司規模、管理制度、資產組成

，利潤分配安排、是否準備上市、企業穩定性

、員工福利稅務、股票期權安排等方面的因素

。具體的選擇需要諮詢專業的會計師以避免將

來遇到不必要的稅務問題。

 

稅務規劃省稅策略之公司類型的選擇              張   青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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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哥-藍色小藥丸; 矽膠義乳-整形美容必備，

兩家想結婚，但美好的事總是被美國國稅局全

然破壞了。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全球性的大製藥

廠輝瑞製藥(Pfizer)，生產著名的藥物〝偉哥〞

，男人的寶物。愛力根(Allergan)，總部設在愛

爾蘭首都都柏林的另一跨國製藥公司，其著名

的產品包含矽膠義乳和肉毒桿菌，是女人的至

愛。男人用的寶物與女人至愛的結合，就像是

完美的童話故事，宛如一個小孩的夢想成真，

拉斯維加斯的海市蜃樓。

   兩家跨國大型製藥公司從2015年起即計畫聯

姻合併，兩大企業的總合價值預估為美金一千

六百億，輝瑞如嫁給愛力根，婚後其總部會從

紐約遷移至都柏林。但是因為美國山姆叔叔的

不認同而毀滅了此項童話般的婚姻。美國國稅

局對此合併所產生不利的稅賦評估與責任，使

得這世界兩大製藥巨頭在2016年初決定放棄聯

姻合併的計劃。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美國國稅局為什麼不同

意他們的合併，而其又以什麼稅法條文為依據

基礎阻止了此項合併案?很多人都知道美國的企

業稅非常高，聯邦加州稅最高稅率可達到約

40%，額外加上股東股利双重課稅，企業股東

總稅賦最高稅率可達到約70%。比起大部份已

開發國家的稅率都要高很多。再者美國稅制為

全球稅制，而其他已開發國家稅制多為屬地稅

制，也就是只課徵當地所得。跨國企業為了省

稅會用盡一切方法去降低企業的公司稅。　

 “逆轉控制” (Inversion)，就是一家美國主體

企業經過一系列的合併重組，把其營運總部從

美國搬遷到低稅或無稅的國家，但實質上營運

無太大的改變，使得美國企業的全球稅制改變

成屬地稅制，進而達到省稅的目的。該企業在

美國的業務繼續會在美國納稅，但其非美國的

業務就可以永久規避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因為

此企業已經不是一個所謂的美國企業而是一個

海外企業。而且此企業的股利也可遞延稅賦直

到分配給美國股東，此利潤才會被課徵美國稅

。＂ 逆轉控制＂對美國企業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全球性的跨國企業會因此少付美國稅賦，有

效稅率下降而提高每股利潤，達到提升股價的

效果。此一稅收漏洞，國會稱之為 ＂不愛國的

稅收漏洞 ＂(Unpatriotic Tax Loophole)。

   為了阻止美國企業出走而進行所謂的 ＂逆轉

控制 ＂，美國國會於2004 制定了稅法第7874

條，多年來此方面的法規持續延展，不斷修正

，也日趨嚴謹。今年四月頒布的施行細則 

(regulations)，也意味著美國國稅局對於美國企

業的出走潮打壓不遺餘力。

   那究竟什麼是 ＂逆轉控制＂ ?   其法定條文

又是什麼? 而在稅務上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逆轉控制＂ 案例 1 (80%股權轉讓) 

(a)  一個海外企業有計畫性的(a Plan)，直接或

間接收購美國企業的全部資產(substantial 

assets)，包含股票；

(b)  收購後美國企業的原股東擁有海外收購企

業的80%或以上之股權或等值(stock or value）；

(c)  實質營運條件－海外收購之企業及其相關

連企業（關聯企業為擁有５０％以上之股權）

，沒有在其註冊國擁有２５％或以上之員工，

營運資產以及銷售；

(d)  此海外企業直接或間接收購美國企業的資

產，其測試期為四年，包含收購日之前兩年在

內都被視為同一個計劃 (Plan)。

“逆轉控制” (Inversion) - 美國稅賦的淺概   梁 俊 鎧 會計師 稅務師
                  企業評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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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海外企業收購符合以上的條件，則此收

購案會被視為　＂逆轉控制＂。美國稅法條例

上，此海外企業會被視為等同一美國企業

(surrogate foreign corporation)，所計畫的一切

避稅行動也付諸於水。因此一海外企業也就和

原來的美國企業一樣，遷移至海外也沒有用。

美國稅法會依據稅法第368(a)(1(F)條，視此海

外企業為重組進入美國進行商業行為(inbound 

reorganization)。

“逆轉控制”案例２（６０％－８０％股權轉

讓）

(a)  一個海外企業有計畫性的(a Plan)，直接或

間接收購美國企業的資產，包含股票；

(b)  收購後美國企業的原股東擁有海外收購企

業的60% - 80%股權或等值(stock or value）；

(c)  實質營運條件－海外收購之企業及其相關

連企業（關聯企業為擁有５０％以上之股權）

，沒有在其註冊國擁有２５％或以上之員工，

營運資產以及銷售；

(d)  此海外企業直接或間接收購美國企業的資

產，其測試期為四年，包含收購日之前兩年在

內都被視為同一個計劃（ｐｌａｎ）。

   如果海外企業收購符合以上的條件則此收購

案也會被視為＂逆轉控制＂。但此＂逆轉控制

＂的美國稅法條文上不同於案例１，此海外企

業會保有海外企業法人的身分，但是，在收購

後的十年內，任何由原有美國企業擁有的有形

及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利潤及資本利得，不管是

美國國內或國外賺取的利潤，都需課徵美國企

業稅，而且不得用美國的企業累積虧損或其他

稅額抵免來沖抵此稅賦。

＂逆轉控制＂案例３（低於６０％股權轉移）

(a)  一個海外企業有計畫性的(a Plan)，直接或

間接收購美國企業的資產，包含股票；

(b)  收購後美國企業的原股東擁有海外收購企

業低於60%股權或等值(stock or value）；

(c)  實質營運條件－海外收購之企業及其相關

連企業（關聯企業為擁有５０％以上之股權）

，沒有在其註冊國擁有２５％或以上之員工，

營運資產以及銷售；

(d)  此海外企業直接或間接收購美國企業的資

產，其測試期為四年，包含收購日之前兩年在

內都被視為同一個計劃（ｐｌａｎ）。

   如果海外企業收購符合以上的條件則此收購

案不會被視為＂逆轉控制＂。雖然以上合併重

組不被視為＂逆轉控制＂，並且７８７４條文

不適用；每當有海外企業併購美國企業時，還

有很多其他美國稅法必須考量，以免增加因合

併重組所產生的額外的美國稅賦。

   撇開跨國企業不說，經常也有一些美國小企

業或初始公司(Start Up Company) 經常有營運

上的需求，尋求海外資金，為了符合海外投資

人的偏好而在美國的小企業或初始公司上加了

一個海外控股公司。如果符合以上所談論的案

例，則＂逆轉控制＂及其相關的稅法條文也相

對會影響這個美國公司，海外公司，以及其美

國股東。＂逆轉控制＂的相關稅法條文是非常

複雜深奧，以上僅是疏淺概要簡介，每一個合

併重組案件皆需專業的分析及評估才能確保不

會誤踩稅法上的陷阱進而產生巨大的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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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跨國企業集團中，成員和成員之間互

相的融資是很平常的。最普遍的現象是外國母

公司貸款給本 (美) 國子公司，或由外國母公司

經由“內保外貸”，由第三者（通常為美國國

內銀行）貸款給本國子公司，而母公司擔保該

貸款。成員和成員之間的貸款，尤其是當貸款

的一方是外國個體時，本國成員所產生的利息

費用在稅務上作為減項的處理是很複雜的。舉

例來說，外國母公司貸款給本國（美國）子公

司，子公司所產生的利息費用在稅表上作為減

項時有很多限制。這些限制的基本目的是國稅

局不希望子公司產生過高的利息費用，因而減

少子公司的稅前利潤，繼而減少美國的稅收。

其中一項規定是國稅局要求子公司做轉移價格

報告（Transfer Pricing Report）來支持所付利

息的合理性。稅局更要求轉移價格報告必須在

稅表申報前完成，以免納稅人事後製造一份報

告來應付利息的合理性。另外，不論子公司所

用的會計法則，付給海外的利息必須用現金法

則（Cash Basis） 。亦即付給母公司的利息費

用只有在付出的當年方可提減。此外，付給母

公司的利息，必須要依據母公司所屬國籍和美

國是否有關稅協定來決定扣繳百分比。扣繳金

額必須在一定時限內交給國稅局。稅法對每年

美國公司付給外國“相關成員”（Related 

Party）的利息費用也有可抵減金額的限制。

SEC 163(j)就是用來制定此一限制。

   SEC 163(j) 立法于1989年，立法的目的是防

止本國個體產生過度的利息費用而造成美國稅

收的減少。163(j) 將一個個體的利息費用屬於

“不合格利息”（Disqualified Interest）的部

份分開，而對“不合格利息”的當期可减扣的

額度加以限制。在163(j)的條款中，“不合格

利息”是指 ① 任何“未被徵收美國稅金” 而

付給“相關成員”的利息。②任何付給第三者

的利息，其相關貸款經由國外相關成員作擔保

，收利息的一方所面臨的美國所得稅不是以毛

額來計算（Gross Basis Income Tax）③不動產

投資信託（REIT）的分支個體支付給不動產投

資信託的利息。

   在項目①中，如果子公司付給外國相關成員

的利息面臨的扣繳稅率為30%時，本利息被視

為“已徵收美國稅金”從而不被列入“不合格

利息”的計算。如果扣繳稅率小於30%，則所

付利息中有部分為“不合格利息”。舉例來說

，美中關稅協定規定規定美中之間跨國利息的

扣繳比率為10%。如果子公司付$30,000利息給

母公司，其中$20,000 = $30,000 X 

(30%-10%)/30% 被視為“不合格利息”。

   以“內保外貸” 而言， 如果貸款一方為第

三方美國公司（如美國銀行），子公司所產生

的利息費用幾乎全為“不合格利息”。原因為

幾乎沒有一個美國貸款公司在收到利息收入時

是用毛額 (Gross ) 而不是用淨額（收入減費用）

來計算付稅。

   163(J) 規定當期“不得減扣利息”

(Disallowed interest ）是用 ① 總“不合格”

利息， 或 ②“超額利息費用”（Excess 

Interest Expense）中較小的來計算。當期“不

得減扣利息”可以遞延到下期使用。“超額利

息費用”是指報稅個體的淨利息費用（利息費

用減利息收入）超過50%“調整稅收所得”（

Adjusted Taxable Income）加上“遞延超額限

度”（Excess Limitation Carryforward）的總

和。“調整稅收所得”（Adjusted Taxable 

Income）是稅收所得加上NOL，凈資本損失，

跨國集團中相關成員（RELATED PARTY）
之間貸款利息費用的扣減限制                           楊   平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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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攤提及其他項目（見Prop Reg. 

1.163(j)-2(f)）。 報稅個體如有“超額限度”

（Excess  Limitation）發生時，此“超額限度”

可遞延三年用來增加“不合格利息”被稅前利

潤吸收的額度。“超額限度”是指50%的

“調整稅收所得”超過“淨利息”的部分。

   163(j) 的適用範圍為負債/權益比大於1.5的

個體，負債/權益比小於或等於1.5的個體是不

受163(j) 限制的。163(j)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立法

，其中牽涉到不少新的詞句及定義。163(j)所

產生的利息減扣限制額用8926表來申報。

Sino-America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1993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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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為醫師，專業人士及小型公司行號所設

立可大量合法省稅的 DB Plan 退休計劃，每年

是可以有十幾二十萬或甚至達到三，四十萬元

以上的省稅額， DB Plan退休計劃 對於高收入

的人士們，在每年的省稅上真是非常的有幫助

。這些省稅額加上適當的投資，十年後所累積

上百萬的退休金，真是足夠有餘地讓他們去享

受一個安心富足的退休生活。

   可是各位可知美國政府不是省油的燈，也不

可能會讓你無止盡的去累積這麼多沒有付過稅

的錢，所以每一個人在 DB Plan 下，都有一個

法律允許的最高累積額 (Internal Revenue 

Code Section 415)，目前美國法律的對於DB 

Plan的限制是這樣的;

一個人在 DB Plan 下，可累積足夠的金額讓你

能從 62 歲起，一年領二十一萬的退休金( 此＄

210,000  是 2016 的規定的最高上限金額)，直

到你的百日；換句話説，這上限是根據死亡率

來算的，意思是你在62 歲時，你的 DB Plan 

中的退休金，大約需要累積到二百六十萬  (＄

2,600,000 )，才夠付你一年二十一萬到你百日

。這也是為何一個 52 歲的人，可以省到十幾

，二十萬一年，在十年後加上複利，可到達這

法律的上限（二百六十萬)，但是這不是没有條

件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在結束此 DB Plan 以前

，你必須要有連續三年的平均薪水(W2 或付過

社會福利梲的收入) 到逹＄210,000；第二個條

件是你一定要參與此計劃十年(10 Years of 

Participation)；同時也要注意，這二百六十萬

上限是只能在 62 歲時達到，所以在你 55 歲時

若DB 退休計劃已有大約一百七十萬，就已接

近上限，此時需要計劃盡快結束 DB Plan 了。

 

   美國政府合格退休計劃的法律很聰明，也很 

"詐"，它允許你每年可以多存入高達150%的正

常省稅額，這也是為何每年精算師為你的DB 

退休計劃計算省稅額時，都會有可存入省稅額

之最低和最高的範圍，美國政府不怕你目前為

了多省稅而多存入退休金。然而，當你在決定 

結束你的DB Plan時，若你的DB 退休計劃超過

最高領取限制，美國政府將會有非常嚴重的罰

金和稅金，此罰金會高達超額的 50% 再加上

馬上要付的稅金，所以有可能會高達 85％ 的

超額都會被美國政府收去。

   讓我舉個例子來說明，你若在退休(假設是 

62 歲)結束公司的同時，也必須要結束 DB 

Plan，精算師為你算出你最高可領取的上限假

若是二百萬，但是你因每年需要省稅，所以都

存入最高額，或因為你投資得當，累積到三百

萬，這超出的一百萬，你最高會付上五十萬 

(50%，最少20%若你有可取代的退休計劃且能

在未來七年合法範圍下抵掉) 的罰金，加上差

不多 35%或 40% 的稅金，所以非常有可能接

近九十萬左右要孝敬給山姆大叔。若你本身有 

DB 退休金計劃，你不會希望走到這一步的！

   因我有很多客人都己接近退休年齡，所以我

近幾年花很多的時間在為我的客人做這方面的

計算也格外特別注意他們在退休計劃中投資的

資產價值。若客人的DB Plan 資產金額接近政

府的最高限制，我就會建議客人把 DB Plan 結

束掉; 另外我有一些客人在 DB Plan 中的資產

投資太好，賺的太多，而造成有超額的狀況，

我們就會利用各種合法方式去減少客人的超額

的罰金與稅金，例如我們會要求客人提高他們

的薪水或延遲結束 DB Plan。你或你客人的 

DB Plan 是否也有精算師為你或你的客人注意? 

千萬不要浪費了當初做這省稅退休計劃的目的。

DB (Defined Benefit) 退休計劃要注意的＂陷阱＂楊   衡  註冊精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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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來美旅遊要買名牌、買保健營養品

，品質好價錢又便宜，但您可能不知道，中國

富人現在還會利用在美國境內時，買份人壽保

險。【華爾街日報】曾報導，「中國富人開始

購買海外鉅額人壽保單」，中國大陸保險公司

很多，香港保險也很火，為什麼還要專程跑到

美國來買保險?

最有保障的全球化資產配置

   具備雄厚資產實力的中國人，因為觀察到過

去一年國際經濟形勢動盪，股票市場、房地產

市場波瀾起伏，投資收益率不斷下降，人民幣

貶值風險持續上升，外匯管制也越來越嚴格。

美國做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元的強勢地位

長期屹立不搖。近期聯準會主席耶倫表示在未

來幾個月美元升息的機率正逐漸增加。因為美

元升值的預期，讓敏銳的富人們，開始認知到

「美元資產分配」是全球化資產配置不可或缺

的重要一環。

   這一兩年中國的富人們紛紛地把資金外移美

國，力求為自己辛苦累積的財富尋求一個避風

港，沒想到另一個傳統穩固的金融資產配置工

具——美國保險，卻因緣際會成為富人們的新

寵，在中國的富人圈中引起熱潮。  

完整提供下一代在各個人生階段不同的教育、

成家、創業需要

   當然，除了資產轉移外，也有許多中國人送

孩子來美國就學，或來美國創業，也因為不同

的需求購買了人壽保險，這其中包括許多異地

文化法規的甘苦談。  

   李先生夫妻在美國加州開辦了醫療器材公司

的生意，女兒天資聰穎加上後天認真努力學習

並積極參與校內和社區志工活動，今年如願申

請上了名校哈佛大學，四年下來學費和生活費

至少30萬美元以上，面對如此昂貴的費用，也

難怪有六成的美國學生都需要助學貸款才能支

付大學各項費用，所幸他們夫妻早年購買有儲

蓄功能的人壽保險，在資金需求的關口，即時

取出保險帳戶中的錢，讓女兒可以快樂無憂的

在美國接受優質教育。毫無後顧之憂的順利就

學。  

   剛自學校畢業兩年的王姓年輕人，因為有著

華人生活經驗，與多年在美求學的敏銳社會趨

勢觀察，今年在矽谷創業，成立跨境網路電商

服務公司，他成功募集了創投所需要的部分資

金，但要掌握主導性的股權仍需自籌50萬美元

，所以他提取了父母和自己壽險中的紅利現金

，將原先預計要結婚、買新房的費用轉為創業

投資金，先立業再成家。  

 

效仿美國富豪家族富過三代的財富傳承秘訣 

   有位陳姓企業家自2009年始，以自己的名義

在美國各地購置了20套房產，近期因病去世，

兒子想要繼承父親這些美國房產，但因為是外

國人身份，僅有6萬美元的免稅額，要繼承遺產

需繳納高達40%的稅，而且還得在9個月內以現

金「上繳」一筆鉅款給美國國稅局，否則房產

都將被拍賣。如果當初設立了「不可撤銷人壽

保險信託」，除了能規避大量的遺產稅，也能

快速地獲得壽險理賠金去繳付遺產稅，順利地

將資產傳承給孩子們。這也是在美國富過三代

的百年家族如洛克菲勒、甘迺迪等，除了股票

和房地產的投資之外，以人壽保險傳承財富的

重要理財秘訣之一。  

揭密中國富豪最火熱的理財新寵                          全民健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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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費低、低性價比高

   美國醫療進步，居民壽命長，投資環境穩健

，加上美國有1,500多家保險公司的激烈競爭結

果，因此美國的保費在全世界來說也是最便宜

的；一樣的壽險保額，美國的保費只有中國的

30%、香港的70%，以及臺灣的50%。最主要

的是，美國的金融體制完善，很多美國保險公

司均是超過100年經營的「百年老店」，加上

美國政府完善的法律規範，理賠有絕對的保障。

 

不只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人，外國人也能購買

美國人壽保險

   不論您是來美探親、觀光旅遊、商務考察或

陪同子女就學，在美國境內時可以申請購買人

壽保險。 所以，越來越多中國人到了美國，不

論是短期停留，或是準備移民長住美國，紛紛

購買大大小小的壽險，人壽保險成為最火熱的

中國富豪理財新寵，當然一點也不奇怪啊!

祝 賀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二○一六年年會

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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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財產規劃保護的全面觀察及分析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Asset Protection)

   有關不動產物業及商業資產規劃保護，在法

治社會生活中屬於重大基本事項; 但在實務上

對財產規劃保護的全面觀察及分析之後，經常

發現投資人及所有權人因事先未能慎重處理而

在事後產生追悔莫及的結果。

      A.財產權擁有的方式與資產規劃保護 

(Property Ownership and Asset Protection)

首先必須清楚分辨的重要事項，就是擁有各種

不同財產的確切方式; 因為擁有各種不同財產

的確切方式對於資產規劃保護的方法具有決定

性的影響。

      B.三個重要基本觀念的討論 (Three 

Important Basic Concepts)

以下對於三個重要基本觀念加以說明:

      1.避免產生 “欺詐性移轉”情形 

(Avoidance of“Fraudulent Conveyance”) 

      a.“欺詐性移轉”的意義: 在沒有 “相當

的對價”情況下為了避免清償債務而移轉財產

。

Fraudulent Conveyance – A conveyance or 

transfer of property without adequate or 

proper consideration, and the object of which 

is to defraud creditors

      b.債權人出面主張 “欺詐性移轉” 

(Allegation of“Fraudulent Conveyance”): 在

債務無法清償時，通常均有債權人出面主張 “

欺詐性移轉”的情形。

      c.如何防禦 “欺詐性移轉” 的指控 (How 

to defend a legal challenge of“Fraudulent 

Conveyance”:

主要防禦方法在於如何建立財產的移轉是在具 

有 “相當的對價” 情況下進行。

      2.取消公司法侓責任保護網而直接訴求個

人法律責任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and 

Alter Ego Liabilities)

      a.債權人訴求法院直接對公司負責人員、

董事、股東追究責任 (A judicial process 

whereby court will disregard usual immunity 

of corporate officers, directors and/or 

stockholders from liability for corporate 

activities) 

      b.在合乎法律條件下可以使用訴訟程序取

消公司保護網而直接追究公司負責人員、董事

、股東個人法律責任(The doctrine holds that 

the corporate structure may be disregarded 

and personal liability imposed on stockholders,  

officers and/or directors in the case of fraud 

or for other reasons)

      c.主要防禦方法在於如何建立公司與個人

之間的各自獨立責任 (To stop a creditor from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and claiming 

alter ego liabilities” in legal proceedings)

      3.法院判決的執行命令及特別執行命令 

(Court Judgment Enforcement and Charging 

Orders) 

      a.法院執行判決通常均以扣押命令對可依

法扣押財產進行扣押及執行 (Court Judgment 

Enforcement – Attachment and Properties 

Subject to Attachment Order)

      b.債權人向法院申請扣押命令的權利以及

扣押命令

(Right to Attach Order (WTAO) and Writ of 

Attachment (W/A))

c.特別執行命令 (“Charging Orders”): 依據

這種特別執行命令(“Charging Orders”) 執行

判決的特別方式 對於債務人通常較為有利。

II. 不動產物業及企業所有權在法律上的結構 

(Structure of Real Property and Business Ownerships)

      A.個人所有權  (Individual Ownership) 

、 分別所有權 (Separate Property) 以及婚姻

共同財產權 (Community Property)

      1.個人所有權  (Individual Ownership)

      2.分別所有權  (Separate Property)

法律上對不動產物業及商業資產規劃的保護    向   龍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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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婚姻共同財產權  (Community 

Property)

      B.共同財產權 (Joint Tenancy 

Ownership)

      1.一筆由二人以上所有人共同擁有的共

同財產  (A Single Estate Held by Two or 

More Persons Jointly)

      2.共同所有人當中有人過世時, 由其他共

同所有人共同 取得過世人權利的制度  (The 

Right of Survivorship)

      C.分持比例的共有財產權  (Tenancy in 

Common)

      1.一筆由二人以上所有人依照各自持有

比例共同擁有的共同財產  (A Single Estate 

Held by Two or More Persons and the Deed 

Should Recite Their Respective Ownership 

Interest Percentages)

      2.共同所有人當中有人過世時, 其所持有

的財產比例應由過世人的繼承人取得的一種

制度  (No Right of Survivorship)

      D.不動產物業及企業所有權也可以由法

人 (Legal Entities) 擁有

      E.不動產物業及企業所有權也可以由 “

可撤銷信託” 或 “不可撤銷信託”  

 (Revocable Trusts and Irrevocable 

Trusts):

      1.可撤銷信託  (Revocable Living 

Trusts)

      2.不可撤銷信託 (Irrevocable Trusts)

      F.以其他不同方式擁有不動產物業及企

業所有權的方式 (Other Methods)

III.多層次法人結構在法律上牽涉的權利義務

關係 (Multi-Entity Structures and Their Legal 

Meanings): 

以下所列多層次結構方式可在法侓上產生保

護效果:

      A.法律所有權的結構方式  (Legal 

Ownership Structures)

      B.多層次法人結構 (Multi-Entity 

Structures)

      C.有關管轄權所在地的保護效力問題  

(The Jurisdiction Issues) 

IV.債權人權利與財產規劃保護的關係 (Rights of 

Creditors and Asset Protection):

以下所列法侓原則事項必須詳細掌握, 以求達

到保護效果:

      A.債權人在法侓上的權利  (Legal Rights 

of Creditors)

      1.債權人權利  (Creditors’ Rights)

      2.債權人能夠強制執行的權利  

(Enforceable Rights of Creditors)

      B.執行判決的法侓行動 (Actions to 

Enforce Judgments) 

      1.針對債務人的法侓行動 (Actions 

against Debtors)

      2.有關債務人財產問題 (In Regards to 

Debtors’ Assets)

      C.資產保護的重點事項 (The Focus of 

Asset Protection)

      1.財產的法侓性質 (Legal Nature of 

Properties)

      2.財產的所有權結構 (Ownership 

Structures of Properties)

 V. 財產規劃保護與其他法律之間的重要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Asset Protection and Other 

Laws)

以下所列法侓均與財產規劃保護具有密切關

係，必須靈活運用，以求達到保護規劃的目的:

      A.財產規劃保護與財產法 (Asset 

Protection and Property Law) 

      1.財產法的重點保護結構 (Protection 

Structure of Property Law)

      2.財產法與資產保護之間的互動關係 

(Interaction of Asset  Protection and Propert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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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財產規劃保護與家庭法 (Asset 

Protection and Family Law)

      1.家庭法的重點結構 (Summary of Family 

Law)

      2.家庭法與資產保護之間的關係 ( 

Interaction of Asset Protection and Family 

Law)

      C.財產規劃保護與民事訴訟法 (Asset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Civil    

Procedure)

      1.民事訴訟法的重點結構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Law of Civil Procedure)

      2.民事訴訟法與資產保護之間的關係 

(Interaction of Asset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Civil Procedure)

      D.財產規劃保護與遺產信託規劃 (Asset 

Protection and Trust & Estate    

Planning) 

      1.信託與遺產規劃 (Trust and Estate 

Planning)

      2.信託與遺產規劃與資產保護之間的關係  

(Interaction of Asset  Protection and Trust & 

Estate Planning)

      E.財產規劃保護與稅法之間關係 (Asset 

Protection and Tax Law     

Consideration) 

      1.稅法主要結構 ( Tax Law Consideration)

      2.稅法結構與資產保護之間的關係 

(Interaction of Asset Protection and Tax Law 

Consideration



祝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二○一六年年會賀

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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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2014年歐巴馬健保實施後，許多經紀臨

時認證推銷，或民眾自己上網找資訊，導致恐

慌，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醫生可以看。

以下專題可以初步的幫讀者解決基本問題，增

加網路內的醫生，但細節需諮詢認證專家。

   今年的11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是個人健保申

請開放期。比較2013年，72%之前在加州沒有

保險的人士都已參加某類型保險計劃，此內 

80%甚至獲得政府輔助。但在有既有症狀的人

士不斷增加下保費漸漲，保險公司也在利潤降

低下一個個退出。

   醫生和醫院的合約天天更新，受保人隨時都

可能踩到地雷，選到一位網外的醫生而承擔網

外費用。住院期間的主治醫師或麻醉師都有可

能在網外，無論醫院是否和保險公司有合約。

受保人責任是在第一時間要求保險公司寄一份

醫生名冊當書面證明，可避免之後帳單上的糾

紛。例如歐記健保的強項：預防檢查是門診及

驗血費都無需承擔。但今年起，變相成為許多

受保人在就診時當場被收現金，在醫生不明可

否向保險請到款為理由，先付錢，再看診，之

後多退少補。少數受保人付了門診費後再收到

醫生請款後帳單，導致買了保險等於沒買的感

覺多增。但提醒正常程序應由保險公司（或醫

療網）處理賬單後，您才要付剩下來的部分。

而且保險公司會寄給您一份E.O.B. 

(Explanation of Benefits 福利明細表), 符合

E.O.B.上所證明的數目，才需付款。

   要如何增加網路內的醫生呢？許多自己創業

的公司老闆為了提高員工向心力可在任何時間

成立公司健康保險。這種保險模式可以提供公

司抵稅及較廣泛的醫生和醫院網路。因為種類

繁多，價錢和個人保險相比有時還偏低。2 人

以上成立1個月以上公司都可以考慮此方案。

   公司團保是全年接受申請的，在一年中任何

月份都可以投保。新全職員工等待期在這幾年

變化不斷，在1/1/15年之後加州改回到最高90

天，但是2個月後的第1個1號 （例如10/15上工

，1月1號生效），雇主們特別需要注意。

   從2014年起，新法規定不接收唯有夫妻的公

司及其他一些中小公司規定。但保險公司們近

期內因個人保險無利可圖，開始全力促銷團體

保險，大部分願意以低投保率和簡易審核吸引

公司行號投保。例如某藍牌保險公司目前以夫

妻一方為w2在工資表上員工條件，繼續接受夫

妻成員公司。另一家可接收全業主owners only

。老牌兩家保險公司甚至接受5 人以上公司只

要25%-30%全職員工加入就可，表示DE9C上

的8人公司只要有2人投保就可成立保險。甚至

連個人健保都可當合法替代險 valid waivers，

這機會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此公司還是不符合

參與規則Participation Requirement， 那麼還

有每年一次的 ”團體保險開放期“ 可以幾乎

無條件申請，只需基本公司文件。例如公司員

工有50人+但只有少數人要加入，但在開放期

規定將放寬及雇主貢獻額也將從50%降低，請

諮詢專業規劃師回覆。

   歐計健保裡全職是工作30小時的員工。半職

員工全員總時數統計後除以120(小時）等於全

職的人數 ”Full Time Equivalent “，例20半

職員工每星期工作15 小時，每月總1200小時除

以120 等於是公司多了10個全職員工，不管他

們是W2還是1099都一視同仁。所以在您公司全

職人數超過100人以上時，在2015年開始不提

有病無處醫？團體保險值得考慮               裴 映 棋 健保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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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負擔得起 affordable 的保險給員工將會受到

稅罰，這是所謂的Pay or Play，意思為“不遵

守遊戲規則就得付罰款”。此公司一定要提供

最低福利60%銅級的保險給全職員工，而且保

費不可超過員工收入的9.5%，不然只要有一個

員工去加州健保去買個人保險得到輔助的話， 

這雇主將會被罰每年每員工$2,080以上，每年

調整。2016年1月起，規定已延伸到50人以上

公司。

   公司成立保險但不參加公司保險的員工常常

在不知情或誤導下投保個人輔助險subsidy。在

此情況下雇主應當聯繫您的保險經紀要求一份 

〝Tax Credit Acknowledgement Form〞。在

雇主有提供全職員工福利及支付至少一半保費

之下，而且員工自付保費符合收入的9.5%等規

定時，政府有可能因此追回員工個人及其家屬

全年在covered California自保輔助金，此表格

可讓雇主和員工雙方達到書面共識。另外一種

解決方法是購買加州健保的SHOP小型企業健

保選擇計畫。此計畫好處在公司如有25 員工以

下可以申請退稅，10人，2萬5個人平均收入以

下能得到最高50%退稅額，但許多雇主因保險

種類的限制，價錢，或不符合最高規定而最終

不選擇SHOP計劃。

   政府在稅法上增加了Section 6055/6056，50

人以上的雇主都需要填寫報稅單1095C，其中

的細節可以和您的會計師或健保規劃師討論，

協助雇主在下一年之前完成1095C的細節填寫

。還有如果您的組織內無人管理 COBRA ，每

當一個“合格事件 Qualifying Event” 的發生

時，雇主仍必須遵守法規,提供 COBRA 福利給

員工及家屬以避免重罰，以上都可跟您合格的

健保經紀討論解答。

   美國醫療花費是全世界排名第一，排名第2到

第10位加起來都沒有超過美國。歐巴馬健保上

路時規定不可拒保既有症狀人士，所以保險公

司風險也提高，保費上揚，明年個人保費將上

漲超過13.5%。但在保險公司喊窮時，保費到

底進了誰的口袋？在找到答案前人民只有盡自

己所能，每年做身體檢查，不濫用資源，希望

今年大選之後政府能重新審核健保體系。但要

如何完全應用您的保險還是要諮詢全職，有經

驗的健保規劃專業人士。

Sino-America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1993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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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台灣的公司因為擁有專業技術，品質優

良又交期迅速，訂單常常滿載，經營團隊看上

中國大陸人力充沛且成本低廉的誘因，決定在

大陸投資設廠，擴大產能消化滿載的訂單。但

因為種種條件限制以及稅務考量，台灣公司通

常透過避稅天堂(Tax Heaven)BVI等控股公司

投資大陸，既能節稅又能避開兩岸關係的障礙

。近年來，台灣公司投資的工廠在中國大陸利

潤豐厚，累積不少資產，但台灣公司往往也會

到東南亞國家投資設廠的規劃，故海外收入一

直都留在境外的BVI公司等待投資機會，並未

匯回台灣。

   在2016年7月12日反避稅條款 (台灣所得稅法

第43條之3及之4)三讀通過之後，未來只要台灣

企業在全無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之維京群島

(BVI)、薩摩亞(SAMOA)、開曼群島(Cayman)

，百慕達(Bermuda)、巴哈馬(Bahamas)、安圭

拉（Anguilla）、塞舌爾（Seychelles）等避稅

天堂(Tax Heaven)成立的公司，若是台灣的受

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或台灣有實際管理處所（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PEM）的企業，應視

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依所得

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

台灣受控外國公司

   所謂台灣受控外國公司CFC，係指台灣營利

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設立於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之外

國企業，或對該外國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

但該外國企業有實質營運活動，或當年度盈餘

在財政部規定標準以下者，得排除適用。目前

台灣反避稅條款CFC僅適用營利事業股東；若

CFC之個人股東或非關係人股東不適用。但目

前台灣行政院已經通過個人CFC條款 (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草案)，未來個人及其關

係人持有CFC的當年度盈餘，將依照持股份額

及持有期間比例計入海外營利所得，計算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所謂低稅負國家或地區的定義

，是指該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率低於我國稅率

17% 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稅率低於11.9%，

或該國規定不課徵海外所得，即屬低稅負國家

。

   至於台灣營利事業之CFC如何計算歸課所得

，原則上屬於CFC之營利事業股東應就CFC當

年度盈餘，按持股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

投資收益，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當然若有

虧損也可扣抵，自實施年度起，CFC各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及經稽徵機關核定之虧損，得於

10年內自該CFC盈餘中扣除後，再計算該營利

事業投資收益。此外為避免重複課稅，已依

CFC制度認列之投資收益，於實際獲配股利或

盈餘時，不再計入所得額課稅，且其獲配股利

或盈餘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

，於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5 年內，得自認列投資收益年度應納稅額中扣

抵。

   以下列A公司為例，原先的架構安排將公司

累積盈餘保留在BVI公司作為投資準備金，享

有延後租稅的好處。嗣後再投資若有虧損，一

樣由BVI公司承受。免去了匯回台灣先課稅，

使可運用資金水位降低的缺點；也免了投資虧

避稅天堂、離岸公司台灣將依法課稅             呂 旭 明 會計師

台 灣 財 稅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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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後再扣抵的複雜計算。一旦新規定正式上路

，除了每年認列投資損益，併入境內公司繳交

所得稅外，若想適用虧損扣抵的規定，則須委

任會計師查核簽證，對公司來說又是一筆費用

支出。換句話說，新規定將使境外公司租稅遞

延的效果消失，還須支出額外的會計師公費，

將降低境外公司設立的誘因。

 

台灣實質管理處所

所謂台灣有實際管理處所（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PEM）的企業，即指

依外國法律設立公司，但PEM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營利事業，則應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此種營利事業，指須同

時符合下列規定:

1. 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

策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作成該等決策之處

所在中華民國境內。（決策者或決策地）

2. 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

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內。（財報文件坐落地）

3.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

（實際經營地）

目前台灣係以「總機構的註冊所在地」來判斷

營利事業是否為一國的稅務居民，從而決定營

利事業所得的課稅範圍；總機構在台灣境內者

，依照所得稅法規定應就境內外全部營利所得

，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總機構不在台

灣境內者，為非稅務居民，僅就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課稅。故以避稅為目的設立的境外公司就

是利用上述規定，免將海外所得納入課稅範圍

內。但未來新法適用後，對總機構是否在台灣

境內的判斷標準改為實質認定，未來主要經營

活動在台灣境內的境外公司，將被認定為實際

管理處所(PEM)，視為總機構在台灣境內，應

就營利事業的全球所得課徵中華民國營利事業

所得稅。讀者可參考下列圖示:

 

反避稅立法與因應- 華人台商應盡早檢視投資

架構與評估稅務風險

   目前反避稅相關立法程序已經完成，至於施

行日期則須視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

務合作協議執行情形，並應完成相關子法，最

快將在2018年實施。該如何因應受控外國公司

（CFC）反避稅條款，可能須在 CFC當地建構

實質營運的事實；若無法於CFC當地建構實質

營運事實，則可以考慮進行獲利分配或調整架

構，將控股股東移入家族朝代信託 (DynastyTrust)

；亦可考慮將 CFC清算掉；由台灣公司直接控

股海外實體公司以享有租稅協定之相關稅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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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華人台商除須因應台灣反避稅立法之

執行，由於大部分華人朋友均有台、美雙重身

分，所以還要關注由美國FATCA帶頭的全球反

避稅熱潮與隨著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呼籲各國政府加入反避稅行列，目前OECD已

正式發布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之共同申報準

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截至

2016年8月25日為止，已有103個司法管轄區簽

屬金融帳戶自動資訊交換協議，包括常見的避

稅天堂薩摩亞及BVI等地，未來CRS各成員國

間的稅務機構不需請求帳戶持有者國家提供帳

戶資訊，而是自動執行資訊交換。未來台灣一

但加入CRS會員國，台灣地區各銀行OBU分行

可能也會比照香港與新加坡地區之銀行要求現

有OBU帳戶提供簽署人稅務居所，甚至類似美

國地區銀行要求離岸公司提供稅籍編號(TIN)

，或對新開戶的申請者需要提供離岸公司稅籍

編號(TIN)，以便判斷境外公司的實際管理處所

(PEM)身份，以便銀行可依法完成CRS該有的

申報與回報：至於離岸公司該如何取得稅籍編

號(TIN)，是跟離岸公司所在地政府申請；或向

台灣政府申請都是未來華人朋友應關注的議題

。考量此反避稅法案對企業經營影響重大，跨

國企業應盡早檢視集團稅務架構以盡早進行調

整。關於華人朋友最關注的美國FATCA

(肥咖法案) 執行的最新現況與因應，及未來華

人朋友回台受贈與繼承財產如何於美國進行財

產披露與申報，筆者與美國洛杉磯林清吉會計

師、孫美蘭會計師合著「最新美國報稅與海外

財產揭露 2017年版」已經正式出版；可以在洛

杉磯華人書店、聯繫孫美蘭會計師+1 626 344 

8573 或連繫台灣 +886 955 586 403 柯丁菁小

姐取得本書，並可進一步洽詢跨境稅務相關問

題。

呂旭明會計師/中國註冊會計師

現任: 台灣安致勤資(KEDP)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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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揪團種下偏遠小學的希望種子  黃 海 悅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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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之緣起

   近幾年來，因部分跨國企業利用各國間租稅

法令規範的差異，採行各種租稅上的策略安排

，以降低跨國企業集團的稅捐義務所造成租稅

的不公與扭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經濟合作組織或OECD )

應G20成員國之請求下，於2013年2月12日發佈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報告』(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以下簡稱BEPS)。並於同

年7月19日配合該報告之承諾發布15項預防稅

基侵蝕與利潤轉移的『行動計畫』(下稱BEPS

行動方案)。BEPS之所以會如此受到全球矚目

，主要是因為OECD與G20成員國等全球主要國

家市場都將可能參考該等行動方案內容修正各

國的國內法加以接軌適用，進而影響全球的商

業體系與租稅徵收。

   在15項行動方案中有4項行動計畫與移轉訂

價有關，其中第13項行動方案「移轉訂價文據

及國別報告指導原則」行動方案，對跨國企業

資訊揭露之影響有重大之影響。OECD 希冀可

透過國別報告範本提供必要資訊予稅務主管機

關評估跨國企業之移轉訂價風險。

BEPS第13項行動計畫主要內容

   針對企業應準備的移轉訂價文據，明確的建

議移轉訂價應包含Master File(企業主檔)、

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CbCR/國別報告)及

Local File(當地檔案)三份文件，其主要涵蓋的

內容及準備報告的主體如下:

跨國企業稅務治理議題—
「ECD發布BEPS 行動方案 13：移轉訂價文據及國別報告指導原則對跨國企業之影響」

徐 麗 珍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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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門檻及提交時程:(以下為OECD版本，各國

可能因當地情況而頒佈不同門檻)

   此次針對移轉訂價文據準備的變革，是透過

要求跨國企業在其移轉訂價文檔及國別報告中

，提供特定項目的詳細資料，使跨國集團關係

企業間交易相關資訊，在各稅務機關前更為透

明。此行動方案就資訊提供及細節程度仍較偏

向於稅務機關。國別報告須依稅收管轄區彙總

相關數據，國別報告可能會被稅務機關用來評

估其他BEPS的風險, 雖然OECD重申各國稅務

機關不應以國別報告中收入分配的情況作為移

轉訂價調整的基礎，然而不可否認的，國別報

告的內容將影響各國稅務機關對移轉訂價風險

的評估及查核方向。舉例而言，採用國別報告

將使稅務機關更容易發現跨國企業在較低稅率

國家或地區留置可觀利潤，而當地卻僅具備有

限的營運功能之情形。

  

   以下交易為案例，做一分析

案例交易流程

   

例如A國集團總部自B國進貨，透國C國企業銷

售貨物給客戶，但貨物實際流通係由B國到客

戶，並未通過C國。就所得稅而言，A公司與B

公司應於A國及B國繳納所得稅。但因貨物未通

過C國，C國企業可能視為境外所得(offshore 

income)在C國可能不課徵所得稅。以上各地留

置之利潤與實質所承擔之功能風險在交易全面

被揭露時，是否能禁得起稅務機關在充分掌握

資訊情況下所提出的挑戰?

   未來各地區之稅務機關將掌握集團企業更多

資訊，跨國企業在被要求揭露更多移轉訂價相

關資訊的壓力下，未來在制定移轉訂價政策從

而配置利潤時，應該採取更加審慎的態度，應

及早檢視目前集團移轉訂價情形，並制定集團

內政策以因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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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10月，全球有數十個國家已經立

法或提出草案，將納入國別報告的規定。相關

資訊除了在各國稅局間彼此交換外(截至

2016/6/30已有44個國家簽署國別報告資訊交

換合約(MCAA))，目前針對國別報告已正式立

法實施(或提案)的國家包含:中國大陸、日本、

韓國、新加坡、印度、美國、墨西哥、加拿大

、澳洲、英國、荷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

等。

   當跨國企業的關係人交易遍布許多國家時，

面對不同國家的移轉訂價法令要求下，如果僅

在各當地關係企業所在國面臨稅捐機關稽查時

，而倉促依當地法規要求準備相關文據予以應

付，不僅費時費力缺乏效率，集團全球訂價政

策亦無法整合。若能由母公司或營運總機構從

集團的制高點出發，檢視集團價值鏈分析，訂

定整合性全球移轉訂價文據與移轉訂價政策，

以統合旗下各分支機構在符合當地法令要求下

移轉訂價文據編製，並據以調整各地區的投資

與訂價策略，以合理進行區域的利潤分配，將

是跨國企業成功管理稅務風險的最佳模式。　 

　 　 　 　 　 　 　 

　 　 　

　 　 　 　 　 　 　 

　 　 　 　

資誠 (PwC Taiwan)專業團隊

│學歷│•台大EMBA國企所•成功大學會計學系

│經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執業會計師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講師

•台大法律系稅務訴訟客座講師，東吳碩士班國際租稅客座

講師，彰師大EMBA客座講師

│專長│

•公司稅務諮詢及規劃，租稅優惠及租稅協定相關

   法令之諮詢及規劃 

•集團企業移轉訂價及交易模式之諮詢與規劃

•間接稅,包括營業稅、貨物稅、土地相關稅負等之

   諮詢與規劃

•各類稅務案件之行政救濟

│編著│

•跨國移轉訂價策略及風險管理(2013版)

•通曉智慧財產權―全球稅務觀點

•公司稅務治理與規劃―管理風險，創造價值

│專欄│

2012稅務旬刊專欄

•潛談利潤分割法之適用

•自發性移轉訂價調整在我國實務上面臨的挑戰及

   跨國企業可能的因應思考

•我國採用IFRS 後對移轉訂價應有的思維

•移轉訂價常規交易方法之探討－以配銷商為例

徐麗珍　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法律服務 合夥人

全球移轉訂價服務

(02) 2729 6207 

lily.hsu@tw.pwc.com

 



背 景    

   經濟活動全球化之下，跨國性企業集團及高

資產個人藉由在低稅負地區甚或租稅天堂國家

，成立與經濟實質不相符合之控股公司方式，

進行為規避納稅義務之租稅安排，已成為各國

稅基侵蝕、稅收損失的重大因素之一。為此，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OECD)及G20呼籲各

國政府應完善其國內租稅法令，共同建構完整

之反避稅網絡，並致力於推動自動資訊交換機

制(AEOI)，提高跨國租稅資訊之透明度，期能

重塑國際租稅新規則，佈建跨國查稅之管道，

遏止侵略性租稅規劃安排。

    我國財政部亦呼應此反避稅國際稅制潮流趨

勢，於現行所得稅法有關移轉訂價及反資本稀

釋之制度規範下，提出同法第43條之3、第43

條之4修正案以建立受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即CFC)及以實際管理處所

(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即PEM)認定

居民企業制度。此一法案受到「巴拿馬文件」

事件之催化影響，立法院院會已於7月12日三

讀照案通過，使我國反避稅法制更加周延完備

。鑑於本次所得稅法修正對運用境外第三地控

股公司進行全球布局之台商及海外投資理財之

個人影響程度之大，故其實施日期，將待以下

三項條件皆符合後，由行政院另行訂定。

‧兩岸租稅協議適用

‧國際間(含星、港)按共同申報及應行注意標

   準(Common Reporting and Due Diligence

   Standard, 簡稱CRS)執行稅務用途金融帳戶

   資訊自動交換之狀況

‧完成相關子法規劃及宣導

   其中CRS係針對金融帳戶資訊的自動交換，

為BEPS資訊透明度行動方案之一，可謂之全球

版FATCA，且其加入資訊交換的國家亦包括一

般所謂的租稅庇護國家或地區，故影響較美國

FATCA法案更為全面。

課稅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茲就本次通過之所得稅法反避稅條款重點說明

如下。

台灣即將實施CFC及PEM反避稅制度介紹           陳 志 愷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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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策略考量點

本次反避稅條款之實施乃勢在必行，投資人或

可思考是否改採直接投資方式，以回歸原始應

有稅負，避免整體稅負因反避稅制度影響及海

外稅額扣抵阻斷而產生扭曲現象，惟仍宜就下

圖所列之各因素綜合考量之。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也。」投資人對於反避稅條款的潛在影響，

應儘快進行現況盤點及診斷，了解哪些境外控

股公司可能會受到即將實施之受控外國公司（

CFC）或被認定實際管理處所（PEM）在台灣

之衝擊，以掌握其稅負影響，並綜合相關因應

策略考量點，俾能擬定整體最佳投資架構及企

業重組之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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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作者：陳志愷  執業會計師

稅務部副營運長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1049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68樓

電話：+886 2 8101 6666 ext. 03174

傳真：+886 2 8101 6667 ext. 03174

電郵：kchen4@kpmg.com.tw



106 SACPAA  



107

台
灣
財
稅
專
欄

前言

   民國105年為台灣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元年，

非公開發行公司繼上市櫃等公開發行公司採用

國際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正式與

國際會計準則接軌，將採用以國際會計準則為

基礎所制定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s, 以下簡稱“EAS”)，

作為企業未來對各項經營活動及商業交易進行

會計處理之依據。本文就一般企業於採用EAS

時，較常遇到之與先前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不同

之處、依企業所屬組織架構不同而可能選擇之

財務報表編製基礎及首次適用時之選擇等議題

，逐一說明如下：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與先前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

主要差異

a.  財務報表架構不同；

      a) 損益表改為綜合損益表並要求揭露綜合

損益項目

      b) 資產與負債之分類改為流動與非流動兩

大類

b.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要求增加；

c.  不動產建造合約於EAS第10號中，規範在符

合特定條件情況下，須採用銷售商品之方式認

列收入；

d.  採權益法之投資會計處理不同；

e.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歸類為非流動，且原

則上以總額分別列示，不得以淨額表達，且無

備抵評價科目，而係就可能實現之範圍認列遞

延所得稅資產；

f.  新增投資性不動產及生物資產會計處理之規

定；

依企業所屬組織架構不同而選擇不同財務報表

編製基礎

第一類、國內上市櫃公司之非公開發行子公司

，可選擇：

a.  修正後之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

金融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會計準則；或

b.  修正後之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

EAS。

第二類、跨國企業在台之非公開發行子公司及

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可採用：

修正後之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

EAS。

首次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過渡規定 – 企

業如何選擇

依EAS之規定，首次適用時，過渡方法有二項

選擇，說明如下：

選擇一

a.  首次適用EAS時，企業應依EAS之規定，對

當期期初資產、負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予以追

溯調整至保留盈餘；

b.  首次適用EAS，係指企業之會計處理，於報

導期間開始日，首次由先前之一般公認原則轉

換為該日所有有效之以企業會計準則為基礎之

金額，並據以編製整份財務報表。

選擇二

a.  首次適用之報導期間開始日，將前一期期末

資產負債表依先前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所列報之

金額，依EAS之相關分類規定，對資產、負債

及權益作適當之重分類，作為當期期初資產、

負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

b.  首次適用所編製之財務報表中，對於所列報

比較期間之會計項目，應依EAS之相關分類規

定，作適當之重分類，並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

露重分類之項目及金額；

與國際同步、與世界接軌 – 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之導入實務與解析                   張嵐菁 會計師、 王瑄瑄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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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首次適用與先前適用之財務會計準則間之重

大差異，得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該等差異所

產生之影響數；

d.  首次適用之報導期間開始日以前，已存在

之金融工具，仍應依先前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

規定分類，不得重分類；

e.  首次適用之報導期間開始日以前，已進行但

尚未完成之工程，仍應繼續依原方法處理,直至

交易完成為止；

f.  首次適用之報導期間開始日尚未期滿之租賃

，無須依EAS之規定重新分類。

企業如何選擇過渡方式，一方面決定於企業首

次適用EAS時，過渡方式之成本效益分析，另

一方面決定於企業所選擇之過渡方式對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影響。目前財政部對於企業採用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後，如何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

尚未發布相關函令，惟首次適用的選擇將會影

響企業之稅負。

結語

EAS係以原則為基礎，一改先前財務會計準則

之以規則為基礎，對企業而言, 不僅增加了對

會計政策之選擇性，同時, 亦強調企業於選擇

會計政策時，應以專業判斷為適當會計處理之

責任，因此，企業未來在採用EAS時，將可能

面臨較大的挑戰，此時企業宜做好準備，並密

切注意財政部對於EAS實施後，如何計算營利

事業所得稅相關函令之發布，以儘早擬訂因應

策略，俾降低新會計準則對企業之衝擊。安永

一直以來持續關注企業會計準則等重要議題，

如企業有相關需求，安永將樂於提供協助及服

務，服務團隊及聯絡方式請詳所述。
R

審計服務部營運長 張嵐菁

Tel: +886(2)27578888 ext 88899

Kim.Chang@tw.ey.com

執業會計師 王瑄瑄

Tel: +886(2)27578888 ext 88851

Cindy.Wang@tw.ey.com



   常常有客戶詢問，如何訂定或修改一份好的

聘僱契約以避免觸及台灣法令及減少不必要之

勞資糾紛，在此簡單列出一些常見重要注意事

項以供參考。

契約終止部分: 

根據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項，「勞動契約：謂

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亦就是說勞動契約是

規範勞工與雇主之間權利義務關係，而無論是

口頭或書面方式約定均可。實務上為舉證之便

，保有書面契約仍被公認為較為明智作法。 一

般而言，只要是有繼續性質的工作內容，雇主

應和勞工簽定不定期契約；雇主不得任意終止

勞動契約，除非有勞基法第11條或第12條所列

之合法解雇情形發生，雇主仍須根據勞動基準

法第16條給予勞工預告期間工資和第17條給發

勞工遣散費的規定辦理，確實保障勞工的權利

。雖然如此，並非所有國家皆採同樣制度。在

國外常見有所謂「任意聘僱條款Employment 

at will」。此條款代表公司可以無條件地解僱

員工，亦沒有義務支付任何資遣費；相對地，

員工亦無需有任何理由即可終止合約。值得注

意的是，這樣的條款不符合台灣的勞基法，故

不適用於台灣公司之聘雇合約。

關於「試用期間」，我國勞基法早已刪除此項

規定。 故縱使聘僱契約書內設有試用期間條款

，解聘員工仍應依勞基法規定相關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

個資法部分：

所謂「個人資料」，包括自然人的任何「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所以只

要有辦法從某資料識別出特定個人，該資料即

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意義下的「個人資料」，

而受其保護。 基於中華民國101年 10月01日公

布施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電腦個人資

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公司在取用員工個人資料

時必須事先告知當事人其個人資料將被公司為

如何之蒐集、處理與利用並取得其同意。特別

是現在流行將薪資計算委外處理，如此也會涉

及個資委外等事項，必須取得員工同意。關於

此部分，若能直接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

項各款事項完整的個資條款加入聘僱契約並讓

新進員工簽名同意，則可免除事後還需另外取

得員工簽屬同意之困擾。

實務上也常見外國公司來台聘僱高階職務員工

時， 會希望進行其個人犯罪紀錄調查， 以取

得更完備的個人背景資料。 此時亦應留意進行

此項調查前必須取得當事人的同意。 否則公司

恐涉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2款，雇

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要求提供非屬就業

所需之隱私資料之規定，依同法第67條規定，

可科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著作權、保密條款及競業禁止條款部分:

對於高科技公司而言，商業機密價值往往高達

數百萬或千萬美金。為保護公司權利，此類條

款最好是加入聘僱契約書並由雙方簽名，以確

保勞雇雙方有共同認知，以避免爭議。此類條

款應注意下列幾點: 

一、著作權條款:

如有員工因職務上或與其職務內容有關所研究

開發完成之著作，可約定其著作歸屬於公司所

有。 若是員工於非職務上所研究或開發之營業

秘密，則必須歸員工所有；但其營業秘密係利

用公司之資源或經驗者，公司得於支付合理報

酬後，由該事業使用其營業秘密。

公司簽訂勞動聘僱契約應注意事項                羅 裕 傑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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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密條款

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

、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

之資訊，而符合左列要件者：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儘管有營業秘密法的保護，在第13-1條中清楚

明訂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

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如犯罪行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

最多額，得於所得利益之三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對於在職務上可得知公司機密資料或營業秘

密之員工，若能在聘僱契約上特別加註員工應

負保密之義務，將更能保障公司營業秘密， 確

保公司競爭優勢。

三、競業禁止條款：

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一已經明確規定如下

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

競業禁止之約定：

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

主之營業秘密。

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

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

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

合理補償。

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

期間所受領之給付。

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

二年者，縮短為二年。

稅法部分:

-伙食津貼

依營利事業所得查核準則第88條第2項，職工

每人每月伙食費，包括加班誤餐費，最高以新

臺幣二千四百元為限。故可以自員工每月薪資

中分別列出伙食津貼新台幣2400元項目，成為

免稅所得，為讓一般受薪的員工也可受惠此項

節稅規劃。此部分宜於聘僱契約中標明以免與

國稅局間產生爭議。

實務上若能投入時間與專業人士就公司狀況討

論，並量身訂製出一份合宜之聘僱契約書，相

信是可以協助公司減少許多不需要的困擾與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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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並非偶然

   英國於今(2016)年6月24日公投決定退出歐盟

( EU)，舉世譁然。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英國

與歐陸數百年來即維持「若即若離」的關係，

近幾年更因歐債危機、外來移民、分攤歐盟預

算等問題，終於導致英國人民選擇離開歐盟(簡

稱“Brexit”)，雖讓人驚訝，卻也並非偶然。

   自Brexit後至今不過幾個多月，欲全面評估

其衝擊仍為時過早。就目前情況觀之，脫歐對

英國本身衝擊較大，但對其他地區的外溢效果

則相對有限。未來Brexit的衝擊程度，視英國

與歐盟談定的協議為何、以及協議架構多快公

諸於世而定；拖得越久，不確定性越高，負面

衝擊就越大。

英國脫歐後金融市場的變化

   由於英國公投結果與先前多數人預期相左，

反應最大的當然是向來敏感的金融市場，包括

英鎊、歐元等貨幣大貶，全球股市劇跌，而避

險資產公債的收益率則降至歷史低點。所幸目

前資產價格多已反應完畢並恢復平穩。

   就英鎊兌美元匯率而言，英國於1992年脫離

歐洲匯率機制( ERM)時，英鎊在3個月內貶值

12.3%。此次英鎊下跌幅度頗為接近。未來英

鎊走勢會如何？是否會如George Soros所言，

至少下跌20%？從較長的歷史來看，在美國南

北戰爭期間(約1860年代)，1英鎊可兌換10.6美

元，其後，隨著英、美兩國國際地位的此消彼

長，英鎊也一路趨貶。因此，就長期來看，英

鎊即使貶至與歐元同價，也不會太讓人意外。

就短期而言，目前英鎊暫已持穩，未來恐將因

英國經濟的走緩而趨弱，並且伴隨英國與歐盟

協議的進展而上下起舞。

英國與歐盟的協商將是一條漫漫長路

   英國公投決定脫歐之後，接下來，根據

Lisbon Treaty第50條，英國將向 

 European Council提出退出歐盟的意向，然後

自通知之日起至少有兩年的談判期。英國首相

Theresa May已公開表示，今年底前不會啟動

脫歐程序。在談判期間，若英國與歐盟未達成

協議，可在歐盟27國同意下展延諮商期間。而

最終協議須經歐盟成員國合格多數決同意，其

後英國即正式脫歐。

   未來英國將與歐盟重新協商有關商品與服務

貿易、人員流動等新關係；另外，英國作為歐

盟的一員，與其他地區所簽訂的各種協議也須

重新洽商。因此，對英國而言，未來將是一條

辛苦而漫長的路。

   至於英國與歐盟間未來可能採取的合作模式

，依據其與歐盟關係的緊密程度由高至低大致

可分為：挪威模式、瑞士模式、FTA、以及

WTO模式。這4種模式中，以挪威模式對英國

經貿的影響最小，WTO模式的影響最大。目前

看來，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安排最終改變幅度應

該不大，不過仍有高度不確定性，而未來全球(

特別是英國)資產價格也將隨著市場對於協商進

展的解讀而波動。

結語

英國「驚世一脫」後，短期的震撼，已轉變成

長期的挑戰。未來，最樂觀的情況是，歐盟成

員國迅速達成一個與英國協商的共識，並讓英

國盡可能與歐洲維持緊密關係。在此情況下，

英國經濟可能只經歷數月的低迷後即恢復活力

，而英鎊很可能反彈回升。

英國脫歐的影響與可能發展                     徐 千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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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情況、同時也是較可能的，就是協商

時間拖得較長，同時雙方對於人員自由移動、

歐盟預算的支付、以及歐盟法規的遵循等議題

持相左的意見。在此情況下，英國企業將延後

資本支出。此時英鎊將維持弱勢，甚至進一步

走跌。

   

   目前來看，多數評論高估了英國脫歐的短期

衝擊，卻低估脫歐之後的英國在全球經貿與金

融戰略地位可能發生結構性的改變。這讓人想

起Bill Gates多年前說過的話：“We always 

overestimate the change that will occur in the 

next two years and underestimate the change 

that will occur in the next ten. Don't let 

yourself be lulled into inaction.”。或許可用

這番話來作為觀察英國脫歐事件的提醒。

 

本文作者   徐千婷

現任 華南金控 行政管理處處長、

華南金創投董事、華南投顧董事 

畢業於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博士

曾出版 《貨幣銀行學：在地觀點，國際

視野》，雙葉書廊，2009年6月初版，

2013年7月二版，預計2017年4月三版。

  《國際金融》，2007年3月出版，與王

銘正、屈筱琳合譯。

  《品牌背後的故事》(翻譯)，久石文化

，2006年2月出版，曾獲經濟部金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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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美國放棄國籍人數持續上升，依照美

國財政部公布之數據顯示(如下圖)，2015年棄

籍人數創下歷史新高，有4279人選擇放棄國籍

，與2014年相比，增長了25%。但在2010年以

前，棄籍人數多在1000以下，近年人數顯著上

升也許與美國實施FATCA法案、政策日益複雜

有關，對於將來生活重心不在美國的居民來說

，棄籍成為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來源: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申報棄籍稅

   一旦決定棄籍，除了要向Department of 

State聲明放棄，還須向國稅局申報8854表及繳

納棄籍稅(因法令曾數次修改，以下規定適用於

棄籍時間在2008年6月16日以後者)。

   

   一般來說，只要符合以下任一情形，就屬於

covered expatriate，需要繳棄籍稅：

      1. 棄籍前5年平均所得稅超過一定門檻

(2015年為$160,000、2014年為$157,000);

      2. 棄籍當天淨資產達$2,000,000以上;

      3. 未於8854表中聲明過去5年有依照規定

申報。

   所謂棄籍稅

並不是單獨的

一個稅目，當

符合繳納棄籍

稅標準時，必

須當作所有資

產在放棄當天賣出，並計算產生的資本利得，

扣掉免稅額後併入當年度1040表中繳納，因此

同樣會依照資產之持有期間

，區分不同稅率。此外，若

不想在放棄當年度繳納棄籍

稅，可以依照相關規定申請

遞延。

   特別的是，國稅局針對年

齡較小或雙重國籍者給予特

殊例外，可以不用繳交棄籍

稅，有以下二種情形：

      1. 因出生而取得雙重

國籍，且放棄前15年期間，

在美國居留未達10年;或

      2. 放棄時不到18又1/2歲，且放棄前在美

國居留未達10年。

(註：用substantial test計算居留期間)

   另外須要注意，不論有無達到棄籍稅繳納標

準，皆須申報8854表給國稅局，申報期限與

1040表或1040NR相同。若選擇遞延棄籍稅，

在未完全繳清棄籍稅之前，每年皆須申報8854

表。

結論

棄籍面對的稅務問題相當複雜，尤其若同一個

家庭僅有部分成員放棄國籍，或子女有意在美

國發展，未來可能移轉財產給子女時，將需要

更多不同面向的方析，建議應找專家進行相關

諮詢，並審慎評估。

棄籍  與美國談分手             陳 儀 衿           卓 家 立

 會計師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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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2016)年度台灣資本市場討論最熱烈的新

聞議題，肯定是公開收購，原因是來自於一件

驚世奇案：日商百尺竿頭數位娛樂有限公司公

開收購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案(下稱「樂

陞案」，上櫃股票代號:3662)，樂陞案之奇在

於是台灣第一件買方對於股票進行公開收購卻

違約不交割，樂陞案之驚在於總共逾萬股東參

與公開收購卻最終落得股價重挫，損失只能以

慘重形容。

   樂陞案從今年8月30日買方百尺竿頭公司違

約不交割以來，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投

資審議委員會、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檢察官、法官、自

救會、公司董事、受託機構中信銀行與中國信

託證券公司，甚至於立法委員等，你來我往，

戰況激烈，不過本文暫且把戰況與八卦放在一

邊，先認識一下樂陞案的根源之一：公開收購。

   台灣的公開收購制度，從2002年由「核准制

」改為「申報制」，使整個公開收購便利性及

自由度大增，而公開收購的核心制度為「強制

公開收購」，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任何人單獨或

與他人共同預定於50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20%以上股份者，除符合一定條

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主要是避免大

量收購股份致影響股價，及讓小股東有透過公

開收購參與應賣的機會，因此，在實務作業上

，不管是同業收購、異業收購或借殼上市等，

考量收購成本及收購股數的穩定度，原則上都

會透過上述方式為之。

   為便於了解，本文由二個面向切入:收購方需

要做什麼?被收購公司需要做什麼? 簡單介紹台

灣的公開收購。

收購方需要做什麼?

1. 委託受託機構：綜合證券商、銀行及信託業

、其他金管會核准之機構。

2. 準備公開收購文件：公開收購申報書、價格

合理性之獨立專家意見書、公開收購說明書、

律師法律意見書、與受託機構簽定之委任契約

書、指定訴訟及非訟事件代理人之授權書等。

3. 向金管會申報收購文件：將上述及其他金管

會需求之文件向金管會申報。

4. 送達收購文件給被收購公司：公開收購申報

日同時送達收購文件予被收購公司。

5. 申請經濟部投審會核准：若為外資，應向經

濟部投審會申請核准投資及匯入股款。

6. 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申報(視情況而定)：目前

結合行為之申報是採申報異議制，事業提出申

報後，如公平交易委員會未於30日期限內提出

異議者，該結合案即可合法生效，此30日之期

限可視個案之需要予以延長或縮短。

7. 公開收購條件成就申報及公告：公開收購條

件成就之日起2日內，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並

副知受託機構。

   另外，收購是否成功相當程度取決於公開收

購的溢價率，觀察近幾年來台灣公開收購案例

，溢價率約莫在10%-35%之間，例如日月光

(2311)收購矽品(2325)溢價率約為34%。

談台灣公開收購制度                                    陳 國 華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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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購公司需要做什麼?

1. 召集董事會設置審議委員會：被收購公司於

接獲公開收購人之收購文件後，應即設置審議

委員會，並於10日內公告審議結果。

2. 公告公司董監持股及對於收購之建議等回應

：被收購公司公告董監持股及對於公開收購之

建議等回應內容。

結論

   由上述介紹可知，收購方之義務明顯多於被

收購公司，對於被收購公司的股東而言，收購

價格之溢價率是關注的重點之一，被收購公司

仍只能建議股東應賣或不應賣，至於掌握公司

經營權之股東，如果是遇到敵意併購(非合意併

購)，仍會透過各種「反併購策略」維護其經營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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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國華律師

建業法律事務所

11049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62樓

電話：+886 2 8101 1973 ext. 763

傳真：+886 2 8101 1972

電郵：howardchen@chienyeh.com.tw / 

         howardkuochen@gmail.com

祝 賀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二○一六年年會

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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