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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了年會需要提筆題話的

時候了，今年已是堂堂進入二十六周年慶了。

回想一九九三年的創會至今，也經歷了十七位

會長，二O一九年至二O二O年的新會長梁俊鎧

會計師已是第十八位了。梁會長是來自馬來西

亞的華僑，我們也期待著新人、新氣象。

   每年和洛杉磯僑教中心及橙縣僑教中心所舉

辦的四場免費理財、法律及稅法僑民生活講座

，在葉俊麟會長的詳細籌劃之下，每場的講座

，也都受到僑民們熱烈的參與，場場爆滿，一

位難求，十分的成功。

   今年我仍然如往年一樣，帶領著35位會計師

協會的團員們，一起回國訪問，三天的拜會行

程，同時今年也會參加台灣會計師公會的研討

會及晚宴。拜會行程結束之後，我們便會轉往

中國旅遊，參加十夜十二天的黃山及長江三峽

之旅，整個拜會及旅遊行程，也是精彩滿滿。

   同時也非常感謝在年刊刊登廣告支持我們的

公司行號，更感謝洛橋中心及橙橋中心在多年

來，一直對本會各項活動的配合與支持。我們

也感謝會長葉俊麟會計師這兩年來幫協會做了

很多事。當然每次的活動，每一位理事、顧問

及會員們也都義務幫忙，我們也由衷的感謝他

們。

最後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創會會長的話 創會會長  僑務諮詢委員 林 清 吉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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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接任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的會長以

來，我與協會在各位監事、理事、法律顧問及

會員的支持與協助中，度過了非常充實而有意

義的兩年。首先，我要誠摯的感謝所有在百忙

之中積極參與每一項工作，共同籌備協會的活

動，為協會的成長付出辛勞的每一位參與者。

你們的熱情是推動協會進步不可缺少的動力。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在這樣一個有愛的團隊中

，完成大家賦予我擔任兩年會長的使命。

   這兩年的時間如白駒過隙般匆匆流逝，轉眼

已是我兩年任期的尾聲。回想接任之初，我為

自己設立的四個目標方向，都已有初步的實行

及使命的完成：

1. 追求卓越：作為一個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協會

，我們非常注重提高會員的專業能力。在這兩

年中，共計舉辦6次CPE課程，邀請會計、財經

、税務以及法律領域的專業講員，為會員帶來

最新資訊。並組織課後交流討論，針對會員在

實際業務中遇到的問題，提出疑問討論或是問

題解決的方案，為大家提供了不少案例分析及

參考。每位參加課程的會員，都在學習與討論

中受益匪淺。除了為會員提供CPE專業課程外

，協會還舉辦了四次僑民生活講座演講。我們

邀請協會精英人士，為僑民帶來專業知識的講

座，受到了僑民廣泛好評。也是經由這些活動

，大力提高了協會在僑民中的聲望，協會的宣

傳效果也是非常顯著的。

2. 建立平台：除了協會內部的活動以外，我還

經常代表協會應邀其他聯誼團體的活動。帶領

協會的成員代表，積極參加各項活動。不僅增

強了與其他團體的聯繫及交流，也在此過程中

讓外界更加了解我們的協會。協會定期將參加

的活動詳情及照片，發佈在協會網站，協會臉

書，或Line群組，微信群組等社交平台，展現

協會精英的動態，以及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加

入協會，提高協會的專業水平，並注重更多年

輕新鮮的血液注入協會，為協會成長為更加蓬

勃有生機的團體。

3. 接軌世界：我們在這兩年中，定期出國走訪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我們深諳知己知彼方

能百戰不殆的道理，希望通過與不同國家地區

專業人員的交流，更加

了解不同區域的經濟體

制以及經濟變化，並以

加強與外部專業機構的

密切合作關係。我們每

年都會帶領會員，參訪

包括台灣，香港，澳門

及中國等地的會計專業

團隊，大型跨國公司，

産官學界的全面接觸，彼此進行珍貴的信息分

享。

4. 美好人生：我們除了專注於加強協會及會員

的專業素質以外，也非常關心豐富大家的生活

。會計師行業本就是高工作負荷及壓力的行業

，每位會員除了做自己的本職工作外，還為協

會的成長默默的做貢獻。我們在這兩年中，經

常為協會會員提供各項不同且有意義的活動機

會，諸如播放電影，元宵晚會，中秋晚會，音

樂會，小型旅遊，産官學參訪，年會等聯誼活

動。在聯誼會上準備精美的餐食，節目，舞會

等互動環節，讓每位參與者放鬆心情，彼此交

流，擴大人際圈，更加享受生活。

   我為能夠榮任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

2017-2018的會長而感到驕傲和榮幸。並為能

完成自己設立的目標，與協會共同成長而感到

欣慰。在傳接李崇正前會長四年二任深厚基礎

後，能順利交棒給下一位優秀的梁俊鎧會計師

擔任新任會長。在感謝中期許自己卸任不是一

個終點，而是下一個階段的新的起點。

   再次感謝這兩年中，配合我工作的各個團隊

，當然，也要感謝大家對我工作中不足之處的

包容與理解。沒有你們的一致協作，我們不可

能成功舉辦一項又一項有意義的活動。我相信

，我們的協會在新一任的會長梁俊鎧會計師的

帶領下，會走上一個新的巔峰。梁俊鎧先生作

為協會多年資深的支持者，一直積極參與協會

的每一項的發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們的新任會長，與我們的協會一同成長！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2017-2018 會長的話                                   葉 俊 麟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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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自己也成為了海外的遊子。

留學之後，戮力在異鄉打拼，由羞澀青年到今

日的白髪中年，汲汲營營工作事業，逢年過節

，心頭總會有一絲鄉愁襲上。及至去年被選為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有機會與其它社團

合辦僑社電影欣賞活動，期待不僅是讓僑民們

透過電影，一解思鄉之情，更希望讓年輕一代

台美人認識了解父執輩所生活過的故鄕。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與台美文化生活協會在

2017年8月5日合力舉辦了一場「看見台灣」的

電影賞析活動。「看見台灣」是已故著名導演

齊柏林先生的經典作品之一。這部歷時近三年

拍攝的紀錄片，為人們呈現了台灣的美麗與哀

愁，長期以來把台灣的資源，無止盡地一味索

求，造成的破壞，使她的美麗蒙麈，也傷痕累

累。影片通過記錄的方式，讓人們不禁沉思，

如何在開發現有資源環境之下，又能保護美麗

的大自然的兩難課題。當日觀影活動在洛杉磯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舉行，當天有近500

名觀眾一起觀賞影片。在扣人心弦的音樂中，

著名作家導演吳念真真情口白，將所有僑胞的

濃厚情緖集結了起來，莫名的感動湧上心頭，

對美麗家園的記憶，隨著影片播放，心裡彈起

一遍又一遍的思念。影片放映之前，現場僑胞

們為齊導演的意外墜機逝世默哀一分鐘，氣氛

哀傷感人。影片放映及花絮影片，經由各階段

的影片導覽介紹過程，讓觀眾有更深入的省思

與感想，影片觀賞後，參與僑胞們的熱情分享

及討論，更帶起活動的另一波高潮。

在此次影片播放同時，有幸請到適巧從台灣來

美的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博士到場致詞，

並向現場僑胞致意，僑胞與僑胞大家長--吳委

員長的親切互動，委員長誠摰説明政府目今的

僑務工作方向，並表示所有僑胞就像是從台灣

母親手中灑出來，散落在全世界的珍珠，如此

寶貴又貴重，都是台灣力量的延伸與重要資產。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

著花未？委員長適時探問，宣慰了僑胞，同時

藉由了這部影片，在一些僑胞心中，那幅故鄉

台灣的圖像，漸漸又熟悉了起來；而常對故鄉

魂牽夢縈的遊子，此次的活動無疑是翻倒了心

中思鄉的火油，完全炙熱燃燒。

故鄉，對於久居海外的僑胞來說是一個飽含深

情的詞語。她記錄著每一位在外遊子的回憶，

也承載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海外僑胞雖身

在千萬里之外，但仍舊時時心繫故里。故鄉像

是我們心底每個家的縮影，我們終其一生在異

鄕努力尋找建造，希望僑居地也能和故鄉一樣

，成為一個認同我們，接納我們，無條件愛我

們的地方。

在此次活動成功落下帷幕之際，僑胞們的大力

支持與肯定，使我們深受鼓舞。北美華人會計

師協會這個北美地區最具規模及影響力的專業

團體，除了每年舉辦四場僑民生活講座演講，

提供稅務，會計，法律及財經方面的專題資訊

給廣大僑民外，也嘗試各項公益活動及僑社活

動的推展，希望藉由此次經驗，建立僑社社區

更多元化的活動平台，讓活動拉近僑胞彼此，

在海外一起為台灣的更好未來加油！ Better 

Taiwan!

「看見台灣」電影欣賞活動紀實

2017-12-25 美國 葉俊麟  僑社組佳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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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恩創會會長林清吉以及各屆會長的戮

力不懈拓展會務凝聚向心力，今後本人也將秉

持北美會計師協會的宗旨與其中心思想 

SACPAA，Success，Alliance，Competition，

Professionalism，Attention，Action。誠如李

崇正前會長所言，(做為一個會長必需具備宏觀

的視野，高度的思維，深遠的謀略，堅持公平

公正公開)，以及葉俊麟會計師的 (傳承創新，

永續經營) 的理念，持續在北美會計師協會的

循環道路上開枝散葉傳播利他的力量。

   時代飛速瞬息萬變除了精進自身專業素養同

業間關懷合作外，並行連結其他行業菁英互相

切磋碰撞出火花共創雙贏。因為前人的披荊拓

墾造就北美會計師協會蓬勃發展至今，何其榮

幸除將延續其精神宗旨同時吸收注入新血新文

化新思維與時俱進豐富造福社區僑團。

1. 善用平台籲請每一位會員盡情利用平台訊

息分享傳播裨益協會。

2. 舉辦社區專題講座座談接地氣會人群掌握

時代脈動，提供專業並連結各個服務社團

組織，服務大眾和諧社會。

3. 吸引招募新血新會員賦予新鮮朝氣新氣象

茁壯協會。

4. 海納百川，傾聽聲音接納各方表達意見， 

高包容度反省改進即是進步。

5. 促進協會凝聚團結，團隊各司其職充分溝

通並肩協力合作。

6. 續延本會傳統，會員家屬親友間聚餐旅遊

聯誼增進感情交流。

   人生必須常常珍惜，感恩

給予此次機會同時無比榮幸

參與團隊一起合作，共榮傳

承與共創願景，大洛杉磯市

是個多元文化相融的社會， 

價值的選擇，人生就像單行

道，一天過一天認真的過每一天，無私的將我

們自身所學的專業除了在職場上術有專攻外同

時連袂其他專業百花齊放，在社區僑團中奉獻

服務人群，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雖然工作繁忙

但共享與付出也是一種釋放與幸福。

承蒙在各屆的會長，所有理事和會員強勁支持

援助與團隊的合作下讓本會綿延流長永續發展

。人生就是一個過程 有如交響樂三部曲，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 

   生活中常常不盡然是 1 + 1= 2  何仿追求a的

n 次方讓視野無限放大。我思故我在，思想才

是致勝關鍵，堅持心中信仰擁抱生活熱情，瀟

灑的態度也是經由無數的生活淬鍊堆疊出來的

。對自己好一點因為這輩子不長，對身邊的人

好一點因為下輩子不見得會遇見。

   讓我們一起追求Accounting & good life 會計

的快樂人生。  

2019-2020 新任會長的話

梁 俊 鎧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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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歷任會長

創會會長

林 清 吉
1995年會長

嚴 后 建
1996年會長

陳 英 煌
1997年會長

李 新 忠
1998年會長

袁 思 弘

1999年會長

張 榮 哲
2000年會長

王 恆 業
2001年會長

張 德 芝
2002年會長

陳 建 邦
2003年會長

古 志 明

2004年會長

王 小 如
2005年-2006年會長

遲 景 林
2007年-2008年會長

湯 能 任
2009年-2010年會長

郭 凱 琪
2011年-2012年會長

施 啟 祥

2013年-2016年會長

李 崇 正
2017年-2018年會長

葉 俊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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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 

2017-2018 年組織架構圖 

 
 

 

 

 

 

 

 

 

 

 

 

 

 

  

創會會長 

林清吉 

監事長    

陳英煌 

理事長    

張德芝 
會長 
葉俊麟 

副會長 

梁俊鎧  梁偉雄  陳柏宇 
楊     平  何瓊瑤 

執行袐書長 

呂至容  

財務長 

王小如 

稅務專業組 

梁俊鎧  楊    平

謝煒馨  李新忠  
張子岡  洪芬華   

 

金融理財規劃組 

劉夢欣  楊家淦 
沈灼芳  廖芳玲   

 

 

會計師理事 (25 位) 

梁俊鎧  陳柏宇  梁偉雄  何瓊瑤  楊    平    

謝煒馨  周月美  陳惠玲  郭文彬  張子岡  

陳國昌  周宛珊  蔡宗勲  呂立祺  郭律言  

林恭蓉  張    青  盧小芬  陳新元  蘇凱婷

李錦花  李鐫鐫  欒聖梅  洪芬華  董    仁    

非會計師理事 (20 位) 

呂至容   黃慧保  劉夢欣  劉艷秋  楊     衡   
張國興  楊家淦   裴映棋  廖彬淳   劉    靜  
廖芳玲  黃海蒂  阮雅倫   劉超雄   陳家全 
沈灼芳  蘇凱筠  林名甫   許庭禎   施吾樺   

    

 

監事 (16 位歷任會長) 

林清吉  嚴后建  陳英煌  

李新忠  袁思弘  張榮哲  

王恆業  張德芝  陳建邦 

古志明  王小如  遲景林  

湯能任  郭凱琪  施啟祥 

李崇正 

 

法律顧問組 

張仁川  向    龍  陳冠英 
杜惠莉 吳志鴻 尤信硯  
鄭博仁  王崧峰 

  

 
保險遺產規劃組 

呂至容   黃海蒂  
廖彬淳   裴映棋 

  張天寧   
 

公關活動策劃 

黃慧保   劉夢欣 
阮雅倫   蘇凱筠 

  

 

網絡社交平台組 

呂至容   周宛珊

蘇凱婷   林名甫 

  

 

會計專業組 

梁偉雄  周月美   

周宛珊  董    仁  

 

   地產貸款組 
 

許庭禎  劉艷秋  

劉     靜 鄭怡薇

陳家全 

 

駐台代表 

廖杰森   

  

 

副監事長      

古志明 郭凱琪 施啟祥 

副理事長                      

李崇正  王小如  湯能任 

CPE/專業演講 

李崇正   張   青 

海外交流 
（外聯）組 

張    青   袁思弘    

陳柏宇   



7

會
務
報
告



8 SACPAA



9



10 SACPAA



11



12 SACPAA



13



14 SACPAA



15



16 SACPAA



17



18 SACPAA



19



20 SACPAA



21



22 SACPAA



23



24 SACPAA 

活
動
集
錦

2016年會



25

活
動
集
錦

2016年會



26 SACPAA   



僑
民
生
活
服
務

               

講
座

27

活
動
集
錦



28 SACPAA  



僑民生活服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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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

專業進修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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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俊 麟 會計師
光榮卸任2017-2018會長職務

績效卓著   圓滿成功
SEAN & CHRISTINE YU PRIVAT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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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交誼活動

大家來作伙
！乎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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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 CHRISTINE YU PRIVATE FOUNDATION

Sean Yu was named to Forbes 
Magazine’s “America’s Top 200 

Financial Advisors”  and #1 Chinese 
speaking private wealth advisor at 

Morgan Stanley

Sean Yu is proud to support 
Eric Zhang   張青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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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酒公司

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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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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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台灣期間

居住
美國期間

H1
工作簽證

居住
台灣期間

居住
美國期間

取得綠卡

2015/1/1         2/1     3/1         9/1     2015/12/31 

案例
   江先生一家共有四口人，他們在2015年9月1日因取得綠卡，舉家從台灣遷往美國。在2015年2

月，江先生曾短暫以H1工作簽證到美國工作一個月，取得美國雇主的薪資6,000美元。在抵達美國

之後，江先生立即展開新工作，取得薪資所得，而江太太在2015年並沒有薪資所得。但在江先生

和江太太離開台灣前（2015年7月1日）賣掉台灣的房子，扣除成本後所得合計約10萬美元。此外

他們的兩個小孩都未滿十八歲。

   江先生和江太太之前都不曾申報過美國所得稅，所以他們不知道如何準備資料？還有，在其它

國家或地區的所得是否該包括在美國的所得稅之中？以及如何準備申報美國稅的相關文件？

專家解析
   從稅務的角度來探討本案例，我們首先應瞭解，如果當事人在一個稅務年度當中取得綠卡開始

，就符合所謂的「綠卡測試」，在美國稅上便屬於美國稅務居民，受到美國稅的規範。

   所以就本案例而言，江先生一定要申報 2015 年的美國所得稅。然而江先生並不是全年度都是

美國稅務居民，因為九月以 前他並不具美國居民身分（不符合居住測試），我們可以進一 步以下

面的圖表來說明他 2015 年度的情況：

一、選擇全年度都是「美國稅務居民」
   若是單身者，不能選擇全年度皆被視為美國稅務居民，必須是夫婦才能選擇全年度皆被視為美

國稅務居民，但是如果夫 妻選擇分開申報，就跟單身一樣不能選擇全年度皆被視為美國 稅務居民

。因此在本案例中，江氏夫婦可選擇被視為「全年度 的居民（Full-year Resident）」，使他們全

年度的全球所得成為 課稅標的。在這樣的選擇下，江先生就必須將台灣的所得（包 括賣房子的所

得）以及美國的所得全部列入計算。若是江先生 在台灣的所得有報稅，則可以申報扣抵。

二、以雙重身分來申報兩份報表
   如果是夫妻要適用，一定要選擇分開申報才可。就是按照兩種身分來計算有綠卡之前和之後兩

段期間應繳交的美國稅，至於三～八月在台灣的來源所得不必課美國稅。以本案來說，七月賣房

子的所得可以不必再申報美國稅。申報表格可分為兩部分：

□ 二月的美國薪水 6,000 美元要以非居民外國人身分填寫 1040NR 表，

持有美國綠卡報到後的第一年如何報稅？
有無事先籌劃之項目？ 林 清 吉 會計師



70 SACPAA   

財
稅
法
律
專
欄

□ 再以居民身分計算 1040 表。申報時將 1040NR 附在 1040 表。（因二月的薪水是美國來源

所得，屬 Effectively Connected Income，在 1040 表二月薪資要加入九月以後薪資計算，

可參見Publication 519 當中對雙重身分的說明。）此種申報方式因不是全年為稅務居民，

所以無法適用 6,300 美元的標準扣除額（2015 年），只能適用列舉扣除方式，申報九月以

後實際發生的可扣除費用，相關可列舉的項目請參考本文附件。

   對於本案例的江先生夫婦雖然同時在 2015 年 9 月取得綠卡，如果選擇合併申報，一定

要申報全年所得這點，很多人無 法理解。根據國稅局的規定，以「雙重身分外國人」申報

，必 須符合以下的限制：

□ 不可以使用標準扣除額；但如滿足列舉的條件，可以使用列舉。

□ 申報的納稅人之配偶和被撫養人的免稅額不得用來抵扣 非美國稅務居民期間的應稅收入。

□ 不可以以「戶長」的身分申報

□ 夫妻一定要分開申報

□ 稅率的不同

   根據以上規定，本案例的江先生夫妻雖然同時在 2015 年 9 月取得綠卡，如果選擇合併申報，

一定要選擇為全年稅務居 民並且申報全年所得。如果配偶有一方是稅務居民，而選擇跟 配偶合併

申報之下，就必須要申報全年所得。江先生夫婦雖然 是 9 月才取得綠卡，但是已經滿足上述規定

（有一方是稅務居民），因此合併申報下只能申報全年所得。

綠卡報到前的稅務規劃
   明確知悉取得綠卡第一年度之報稅模式，即可於美國移民報到前就名下之財產進行必要之轉移

與籌劃，主要有下列方向：

一、 釐清全球各地財產項目、種類、性質及登記名義。

二、確定財產之市場價值（最好由美國 IRS 認可之評估機構出具鑑價報告）。

三、資產若進行財產轉移可能衍生所在地之稅額及轉移成本。

四、確定擬轉移財產之項目。

五、成立各種可能節稅之法人主體，或決定信託受託人。 

六、進行境內外個人或法人銀行帳戶開立。 

七、進行財產之轉移或所得之實現。 

八、收集及整理各項轉移之憑證以供事後備查。 

九、評估綠卡報到後報稅項目及稅額預估。 

十、正式美國移民以綠卡身分入境美國報到。 

十 次年 4 月 15 日前申報 1040 表和 FinCEN 114 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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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簡單來說，針對抵達美國第一年的所得稅申報，當事人可以聚焦於「所得來源」和「重大支出」

。而下頁附件的表單對大部分的華人會很有幫助，因為不論華人是自己報稅或是委請專業人士幫

忙報稅，此表單都能協助當事人收集相關資料和文件。

附件：初次申報美國稅之應備文件
一、基本資料

   您是否申報過美國稅：

□ 是，請準備最近兩年度美國報稅資料（1040 申報表、州所得稅申報表影本）。

□ 否，可準備原所在國（如中國或台灣）前一年度及當年報稅資料。

 •取得綠卡後初次申報者請提供取得綠卡的時間

 •報稅年度在出入境美國的紀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報人及被撫養人的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社會安全 碼及英文通訊地址、身分（有無

結婚、就學）

 •本年度適用之基本資料變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婚姻狀態，或扶養子女或父母有變動）

二、所得資料

□ EB-5 投資所得：請提供 K-1 表（應向移民公司索取）

□ 薪資所得：請提供薪水繳稅證明、每月薪資明細、公司中英文名稱及地址、職稱（美國來源

請提供 W-2 或1099 表）

□ 租金所得：請提供房屋取得時間、成本（含費用）、租金收入、繳稅證明、出租費用、房屋

地址、房屋型態（商用或住宅）、房屋所有權人、出租起訖日

□ 利息所得：銀行英文名稱、英文地址、戶名、帳號、年度最高餘額、幣別、利息所得、繳稅

證明、每月對帳單（美國來源請提供 1099-INT 表）

□ 上市股利所得：證券公司英文名稱、英文地址、戶名、帳號、年度最高餘額、幣別、股利所

得、繳稅證明、每月對帳單（美國來源請提供 1099-DIV 表） 

□ 私人股利所得：公司英文名稱、英文地址、股利所得、幣別、繳稅證明、年底淨值、持股比

例（美國來源請提供 1099 或 K-1 表）

□ 自營業所得：收入金額、費用明細、是否在家工作

□ 投資或交易所得（指出售股票、房產等）：取得成本、取得日期、出售價金、出售日期、手

續費、繳稅證明、交易對帳單、紅利配股紀錄（1099-B 及或／1099-S 表） 

□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資產資料

□ 境外公司持股超過 10%：公司英文名稱、英文地址、公司執照、公司章程、股利所得、幣

別、繳稅證明、公司年底財報、持股比例、公司所得明細（美國來源所得、關係人交易所得

、被動投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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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資產或受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常見相關費用

 A. 房屋貸款利息 □  1098 表

 B. 捐贈 □  美國境內受贈機構出具的捐贈收據

 C. 醫藥支出 □  醫院或診療支出

 D. 個人稅捐 □ 州所得稅、房產稅，或其它特定期間可列報扣除的稅捐

 E. 美國大學學費 □ 1098-T 表或其它付款資料（支票或信用卡帳單）

                                            （若是就讀非美國大學則需向學校確認）

五、不同身分對外國勞務免稅所得（Foreign Earned Income Exclusion）適用比較（註）

      適用者身分 

測試

方式與項目

測試方式

構成條件 

事實認定

（Facts/
Circumstances）

計算方式

Bona Fide Residence Test（BRT）

實質之海外居民，即應於海外有實

質之居所（Residence）

1. 主張扣除者應能舉證於海外有居

所，家人均住在居所國及政商、社

會、經濟關係均在居所國。

2. 可舉證於居所國停留之目的與時

間長短。

3. 海外居留期間必須不間斷持續一

整個稅務年度（但短暫或偶爾離開

不用扣除） 。

4. 一旦符合 BRT，除非終止否則均

視為符合 BRT 而享有全年扣除，終

止年度則按比例扣除。

1. 持續稅務年度全額扣除

2. 終止年度：（終止年度天數／年

度總天數）×外國勞務免稅所得額

Physical Presence Test（PPT）

於任一 365 天／12 個月期間在海外

居留至少 330個整天（整天表示

00:00~24:00）

1. 任一 365 天／12 個月期間無需與

申請人稅務年度一致。

2. 330 個整天不需要連續，只要同一 

365 天／12  個月之間即可。

3. 原則上採形式認定，只要居留至少 

330 個整天，居留理由與動機並不影

響此計算。原則上此方法認定較嚴格

，所以也較無爭議，如果同時滿足兩

種測試方式，建議使用此種。綠卡持

有人須申請白皮書。

1. 以稅務年度為連續 365 天計算者

全額扣除

2. 非以稅務年度計算者可扣金額＝

（當年度天數／365）×外國勞務免

稅所得額

註：欲轉換永久綠卡者不建議使用外國勞務免稅所得。

註：外國勞務免稅所得 2017 年度最高為 102,100 美元，2018  年度最高為 104,100 美元。

美國公民或與美國簽有租稅協定國

                  
所有美國之稅務居民

       
公民之美國稅務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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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稅務申報與財產揭露應注意事項

1. 考慮夫妻分開或合併申報。

2. 考慮子女單獨或列為扶養申報（19 歲以下或 24 歲以下全職 學生可為受撫養人。若年度所

得低於 4,000 美元（註），不論年齡原則上均可列為受扶養人）。

3. 確認美國地區以外所得申報與納稅現況。

4. 確認境外已納稅額之扺扣。

5. 有無海外金融帳戶？考慮申報 FinCEN 114 表。

6. 有無海外特定金融資產，除存款、理財產品投資、上市股票外，是否還有未上市股票、債權

等，應考慮申報 8938 表。

7. 有無非美國籍的親屬匯款或贈與的情況？考慮申報 3520 表。

8. 有無擔任美國境外公司重要股東的情況？考慮申報 5471 表、8865 表、8621 表。

註：請參見 IRS 出版之 TAX GUIDE 2015，第 27 頁 網址：

https://www.irs.gov/pub/irs-pdf/p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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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稅務詐騙出現在人們

的生活中。很多人都有接到過詐騙電話的經歷   

，這些假冒者冒充國稅局的人，在電話中試圖

竊取您的個人信息，進而進行身份竊盜，最後

達到騙取金錢的目的。

（一）電話詐騙

   當您接到有人自稱從稅局打來的電話，向您

詢問您的身份訊息，稅號等敏感問題，此時，

您需要提高警惕。IRS 從來不會通過電話的方

式聯繫納稅人。IRS 都以信件通知的方式，傳

遞有關稅務的問題。

   當您接到疑似假冒稅局人員的電話時，可採

取以下的措施：

1.詢問來電人員的名字和員工工作編號。

2.掛斷電話。不要提供您的任何個人信息，

不要與其通話或者回復電話。

3.如果您知道您不欠任何的稅金，請將此事

件報告TIGTA。您可以打電話到

800-366-4484，或者上IRS的

Impersonation Scam Reporting 網站進行

報告。

4.通過網站FTC.gov，將此事件報告給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您

可以使用“FTC Complaint Assitant”，

並備註 “IRS Telephone Scam”。

5.如果您認為您可能欠稅，請撥打IRS電話

800-829-1040，直接與IRS的工作人員通

話取得幫助。

6.如果您無法確定事件的真偽，可聯繫會計

師或稅務專業人員取得幫助。專業的人員

可以在您的授權下，幫您聯繫稅局，了解

您的稅務情況。最大程度可以避免由於身

份被盜而發生的損失。

（二）身份盜竊

   當您意識到您的身份可能被盜竊，例如，您

通過電子申報提交稅表時，由於社會安全號碼

存在重複申報的問題而被拒絕；或者您的社會

安全號有被洩露的風險，您懷疑您的身份可能

被盜用，您可以採取以下的措施：

1.向美國國稅局報告。填寫並提交表格

14039，身份盜竊宣誓書和書面納稅申報

表。

2.IRS收到您的納稅申報表和表格14039後，

您的案件將會被轉至身份盜竊受害者援助

組織（IDTVA），由專業的員工進行處理

。

3.IRS將會給您發送確認函。

   美國國稅局也有保護納稅人的計劃，通常國

稅局對收到的納稅申報表有所懷疑時，會採取

保護措施來保障您身份的安全：

1.您可能會收到IRS的信，要求驗證您的身

份。

2.您可以通過信上提供的方式，進行身份驗

證。

3.如果您無法與IRS的客服代表核實您的身

份，可能會被要求本人帶著所有必要的證

件，親自前往IRS的辦公室進行現場確認

。

4.如果您收到有關可以退款或者類似的通知

，除非獲得指示，否則無需填寫表格

14039。

   若您已確認為身份盜竊受害者，並已向美國

國稅局提交表格14039及稅表報告您身份被盜

，國稅局經過處理，解決所有相關問題並結案

後，將會在每年，分配給您一個特殊保護的號

碼（IP PIN），用於提交未來的稅表。

生活中遇到假冒稅局電話等稅務詐騙該怎麼辦?
葉 俊 麟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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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建議

您採取以下措施，防止產生更多的損失：

1.聯繫三大信用機構中的任何一家，在您的

信用報告上設置“fraud alert”:

   Equifax, www.Equifax.com, 

800-525-6285

   Experian, www.Experian.com, 

888-397-3742

   TransUnion, www.TransUnion.com, 

800-680-7289

2.聯繫您的銀行等，查看並關閉任何可疑、

非授權開設的銀行帳戶或信用帳戶。

 

（三）如何降低身份盜竊的風險

   不法者盜竊身份的手段現已不局限於打電話

這類“傳統”的方式。隨著科技的發展，他們

也會用一些科技的手段盜取您的身份，例如，

電腦病毒，電子郵件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對各種可能的被盜取訊息的情況提高警惕：

1.自始至終確保電腦的安全性。使用防毒軟

件，防火牆等減少電腦被攻擊的可能。使

用複雜的密碼保護您的帳戶。

2.學習識別並避免偽裝成從您的銀行，信用

卡公司或者國稅局發來的帶有病毒的電子

郵件，電話或者短訊。

3.不要隨意點開不認識的電子郵件夾帶的附

件或者網絡鏈接。

4.保管好您的個人信息及親屬信息。不要隨

身攜帶社會安全號卡片，安全保管您的稅

表等含有個人信息的稅務文件。

   綜上所述，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護

個人信息的安全，遇到可疑的事物要提高警惕

，防止身份被盜竊的發生，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麻煩與損失，人人都可以稅稅平安！

追求
卓
越
  建

立平
台  接軌世界

  美
好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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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總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廿二日簽署了新的所得稅法，Tax Cut and Jobs Act (TC&JA)，被

認為是自雷根總統1986年稅改以來最大的稅制改革。其改革的範圍是全面性的，包含個人，公司

，遺產及贈與，信託等。這次的稅改尤其在國際稅務上產生了顛覆性的改革，打破了過去三十年

的慣例，也影響到未來美國政府在國際稅務上的稅收以及美國公司未來的業務運作模式。

   這次的國際稅務改革其中有一項是針對美國納稅人（公司或個人）海外投資收益所得課徵所得

稅。我相信有些讀者也已經身受其痛，因為約兩週前，當他們在申報2017所得稅表時，他們已經

付出了第一筆的海外投資累積盈餘所得稅負。他們接下來的七年內，都會繼續支付此稅，而且越

到後面，稅負越重。其他的國際稅務改革條款，則要到2018年才會生效。

海外投資所得累積盈餘遺返稅 (Repatriation Tax) 所得稅法第965條

   我們現在來談談海外投資所得累積盈餘遣返稅和其影響的程度。此稅也就簡稱為遣返稅吧。遣

返稅只適用於2017年申報（會計年度結束日為12/31/2017者）。2018年開始，新的稅法規定就會

生效，也不是取代遣返稅，因為遣返稅是一次性的，應該算是遣返稅的延續。以下會有更多的說

明。

   要了解遣返稅以前，,必須先知道川普稅改以前，美國政府是如何課徵海外投資收益的。基本上

，如果一個美國納稅人擁有一個外國公司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權，此外國公司就被視為「被

控外國公司」，也就是說被美國納稅人所能超控的一個外國公司，英語為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簡稱為CFC。一般而言，假設此CFC有正常的營運，也附合美國國際稅法上的一些條

件，此CFC每年營運的收益，是不須要當年繳納美國所得稅的。只有當此CFC有利潤分配（

dividend distribution）到美國納稅人時，其利潤才會被課徵美國所得稅。也就是說CFC的收益，

是可以累積和遞延到實際利潤分配，才會被課徵美國稅的。當然此累積遞延是有例外，如Subpart 

F 以及PFIC所得，是無法遞延的，不過這些並不是這個專題討論的重點。

   川普總統新的遣返稅法，完全改變了以往CFC徵稅的基礎條件。在遣返税條款中，所有CFC從

1986年到2017年的累積營運收益，必須馬上在2017的會計年度，一次性的計算所得稅並得以課徴

，不論是否有真金白銀的利盈分配回到美國納稅人身上。只有少數特例，可以免除此遣返稅。例

如CFC以前已經課徴過的所得，不會再重複課稅，或者美國納稅人的主體為一個小型公司（

S-Corporation）得以繼續遞延其海外投資收益。如果此美國納稅人同時擁有多個海外投資公司，

則全部海外投資公司的累積損益，可以互相扣抵，而總合是否有淨投資累積盈餘收益為計算基礎

。要注意只要美國納稅人擁有10%或以上的海外投資公司，此遣返稅就有可能適用了。也就是說

美國納稅人不一定要擁有海外投資公司股權的50%以上才會有遣返稅的問題（deferred foreign 

income corporation, DFIC）。

淺談川普總統國際稅改及其影響
梁 俊 鎧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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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返稅的評估和計算公式是很複雜，也還有許多執行細節仍有待美國國稅局發布指導公告。以

下為遣返稅的簡單計算原則：

   美國國税局允許納稅人在2017年申報此遣返稅時，選擇以八年來分期付款。但是此分期付款的

選擇，必須在2017年申報所得稅時（含有效延期申報），在稅表上註明。還是其他的一些對納稅

人有利的選擇，也必須在2017年所得稅表申報時，一並註明，不然這些選擇就會被視為無效。分

期付款明細如下:

 年度 應納遣返稅稅負

 2017-2021 8.0%

 2022 15%

 2023 20%

 2024 25%

   納稅人在提交2017年納稅申報表時可能而且必須作出某些有利的選擇(elections)，否則納稅人可

能會因選舉無效而失去這些有利的選擇。

低稅負無形資產所得稅（GLOBAL INTANGIBLE LOW TAXED INCOME, GILTI）所得税法第

951A條

   低稅負無形資產所得稅，以下簡稱為GILTI稅，其實是遣返稅的一個延續。遣返稅是針對2017和

以前年度的海外投資累積盈餘來做一個課徵的基礎，而GILTI則是針對2018及以後年度海外投資收

益的課徴方式。類似遣返稅的概念，GILTI稅基本上也是沒有辦法讓海外投資公司的收益給予遞延   

累積損益表評估 比較11/02/17和12/31/17的海外投資公司的累積損益，取其高者

累積盈餘評估  累積全部海外投資公司的損益，並依照美國稅法給予調整（E&P）

海外稅負抵免額 依海外投資公司在當地所支付的當地稅負，給予調整以及可使用

   的抵免額 (Foreign Tax Credit)

資產負債表評估 比較2015，2016的平均和2017年底全部海外投資公司的資產負債

   金額，取其高者。

現金和約當現金 累計全部海外投資公司的現金和約當現金總值

其他資產  累計全部海外投資公司的非現金及約當現金總值

遣返稅負  遣返稅的應納稅基是為調整後的全部海外投資公司收益總和

   （Adjusted Accumulated E&P）。如應納稅基金額是比現金及約

   當現金金額低，則全部應納稅基會被課徵15.5%的稅率。如果應

   納稅基的金額大於現金及約當現金的金額，則超過的部分，會被

   課徵8%的稅率。海外投資公司在海外被課徵的外國公司所得稅，

   可以用來抵免此遣返稅，不過依我們的經驗，會有一些調整，一

   般可以抵免的額度都會實際付出的海外稅負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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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每年只要有海外投資收益就必須計算申報GILTI稅負，於予繳納，不得遞延，不管是不是真      

的有利潤分配回來美國納稅人股東。同樣的，只要美國納稅人擁有10%或以上的海外投資公司，

此GILTI稅就有可能適用了。也就是說美國納稅人不一定要擁有海外投資公司股權的50%以上才會

有GILTI稅的問題。

   GILTI稅的基礎概念為美國國國稅局允許海外投資公司有一定的投資報酬率，而這個所謂「允許

的投資報酬率」被設定為可折舊固定資產淨值的10%，超過此允許的投資報酬率，就被視為無形

資產的回報率，於予課徵GILTI稅。簡單來説，美國視海外投資公司為一個單純的來料加工廠，也

就是說加工廠不負責原料，行銷等工能，只是提供工具，廠房，人力資源等，所以加工廠允許的

利益就是這可折舊固定資產淨值的10%。利潤超過這10%的，就被視為是因為無形資產如智慧財產

，行銷策略，品牌，經營管理等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回報，於予課徴GILTI稅。而海外投資公司所繳

納的海外當地稅負，最高也只有80%可以做為GILTI稅的抵免額的計算基礎。而本年度的超額外國

稅負抵免不得在未來年度使用。

   假如此海外投資公司股東為一美國股份有限公司（C-Corp.）則GILTI稅計算基礎上，其GILTI應

納稅額，可以有50%的減免額。也就是GILTI稅對一個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其實際有效稅率為

13.125%。相對而言，假設此海外投資公司繳納予海外當地政府的稅負高於此有效稅率，則很可

能就不會有太多的額外GILTI稅。但是因為GILTI稅負也是要用全部海外投資公司收益做為計算的

基準，此13.125%只能做為一個參考百分比，確實GILTI稅負還是要詳細計算。50%的減免額，到

2026年，就會減為37.5%，而GILTI稅的實際有效稅率就會提高到16.4%了。

   而對於非股份有限公司的美國納稅人股東而言，GILTI稅就不是這麼友善了！不但是此類美國納

稅人股東沒有50%的GILTI應稅減免額，其海外投資公司所繳納的海外當地的所得稅，也不能當成

GILTI稅的抵免額。也就是如果是個人股東，其GILTI稅的稅率可能會達到個人的最高稅率37%再

加上3.8%的富人稅，而無法使用海外已支付的稅負來抵免。當然，這方面有一些稅務規劃的空間

及方法，依個案來決定；但也有其在GILTI稅上的利和弊的影響。

海外衍生無形資產收益減免（Foreign derived intangibles income, FDII）稅法第250條

   為了鼓勵美國公司製造出口和提供海外公司專業勞務服務，川普稅改新增了這個「海外衍生無

形資產收益減免」法條。簡稱為FDII。不過不要被此法條的表面字眼所誤導，此FDII減免不只是

針對無形資產如專業服務，品牌或專利；也適用於有形貨物的外銷。基本上，只要是美國的公司

在美國境內製造外銷，或提供無形資產的服務於外國公司，則可以享受FDII稅的減免。而此FDII

的減免，會把股份有限公司的稅率從21%降低至13.125%。

   其實FDII是GILTI的反面。GILTI是有一點懲罰性的措施，譲美國海外投資公司的收益無法遞延

繳納美國稅；而FDII則給美國公司一個優惠，如果美國公司在美國本土製造生產外銷或提供專業

勞務服務給外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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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I的基本概念也類似GILTI，給予產品製造所使用的可折舊固定資產淨值的10%為投資報酬率，

超過的利潤就會被視為FDII,可以當成FDII減免的基礎。FDII的減免額為FDII利潤和公司整體淨利

潤的百分比，乘於37.5%的減免額。

   FDII的減免額，,必須附合外銷的定義，才能減免。產品外銷後，不能再回銷到美國，就算是最

後在美國再加工後再外銷，也不符合FDII的規定。專業勞務的提供必須是在美國境入提供給外國

客戶。FDII減免額也適用於關連公司交易，不一定要非關連交易。但是，如果產品外銷給關連公

司，則美國納稅人必須能夠証明這些外銷產品，最終是會賣給第三方海外非關連人。實務上來說

，這樣是有一些挑戰的，也就是必須把海外關連公司的帳本和交易明細，公開給美國國稅局審批。

   在川普總統的稅改下,國際稅法有重大的改革，也影響到著多的美國納稅人。法律有許多細節，

我們在本文中的討論是概述。以上僅為幾個新的國際稅法初淺摘要討論，僅提供讀者在這方面的

一個參考和基本認知。

以上文章不代表本會計事務所或本人所提供之法律，稅務或會計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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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到，若是你的配偶不

是美國公民時，美國有另一套特殊的遺產稅法

專門針對非美國公民的配偶。雖然大致上的規

劃是與美國公民配偶一樣的，但這些特殊規定

可能會影響你的遺產規劃。

基本規劃

   不論你的配偶是不是具有美國公民身份都要

考慮的部份:

• 將你在美國境內遺留下的資產利用遺囑或

是成立生前信託的方式處理 ; 

• 為你的退休帳戶及人壽保險指名受益人 ; 

• 為你的理財金融帳戶及健康照護立下持久

的授權書。

   非美國公民的配偶也可以如同美國公民配偶

繼承遺產。所以你可以指定非公民配偶做為你

的遺囑、生前信託、退休帳戶及人壽保險的受

益人。

居籍地 (Domicile)的判定

   在財產轉移稅法中“居民”一詞與所得稅法

中指的“居民”定義不同。贈與及遺產稅背景

下的居住地基於個人的“居籍"。所以根據所得

稅法你有可能是稅務居民，但就贈與和遺產稅

法，你卻不是美國居民。根據稅法Treas. Reg 

§20.0-1(b)(1)居籍的定義是居住在一個目前沒

有明確離開意圖的國家內。用於遺產稅和贈與

稅目的的居籍是依照具體事實和情況而判定的

。 一旦非美國人將美國確定為其住所，他們就

會被認定一直是美國的居民，直到確立新的住

所成立為止。 如果對居籍所在地無法確定時，

則可暫且推論以其過世時的居住國家為其居籍。 

   如何判定是否具有美國居籍地，可以參考下

列8點：

1.  文件表述 (像是美國簽證申請、美國所得

稅表、遺囑等文件)

2.  在美國居住的時間

3.  是否持有綠卡

4.  美國及海外國家的生活型態比較

5.  與母國的聯繫關係的程度

6.  國籍

7.  主要商業利益的所在地

8.  經常參加的社交俱樂部、教會、投票登

記、及駕照發行所在地

   如果國稅局查帳員正在審查非美國人死者的

遺產稅表，則必須通過確定死者在死亡時的住

所來確定用於遺產稅目的的居住地。查帳員需

要研究當前的美國和外國法律以及適用的遺產

稅條約，以確定死者的遺產稅表是否申報正確

。對於一個被國稅局定義居籍在美國的外國人

，他/她的遺產就需包括其全球各地的資產而不

八是只有美國當地的資產而已。如此一來，潛

在的遺產稅務問題可能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由於2018年美國贈與及遺產免稅額度已提高

到每人一千一百一十八萬，許多人基本上不會

有贈與及遺產稅的問題，只有那些總資產市值

超過一千一百一十八萬的有錢人才可能會有需

要繳稅的潛在問題，而夫妻合起來可以給到二

千二百三十六萬之多。現在我們先就美國贈與

及遺產免稅額進行說明：

美國贈與稅可分為年度免稅額和終生免稅額

• 年度免稅額是依照每個受贈人計算的，分

一般和夫妻免稅額。一般免稅額是一年1

萬5千美元 (2018) ，按物價指數調整。不

管送給任何受贈人都可享受這優惠。夫妻

免稅額分兩種，送給你的公民配偶，沒有

上限同時完全免稅。送給非公民配偶，如

綠卡持有人，免稅額一年$152,000(2018)。

美國贈與及遺產規劃
非美國公民配偶及非美國人

李 崇 正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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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生免稅額是以每個贈與人計算的，美國

人和非美國人的終生免稅額不同。美國公

民和居民的免稅額2018年都是一千一百

一十八萬美元 ($11.18 million)，每年隨

物價指數調整。非美國人(非居民外國人)

，若是贈與在美國的有形財產，沒有終生

免稅額，只有六萬美金的遺產免稅額度。

但非美國人贈與非美國財產或無形財產，

則完全免稅。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了解到，美國公民夫

妻之間的財產贈與及繼承是沒有額度限制，也

不會有稅務負債的產生。但若受贈人或繼承人

是非美國公民的配偶，則受限於一般的年度及

終生免稅額的規定。 很多人會問: 我的配偶是

美國綠卡持有人也不能享受夫妻婚姻無限免稅

額嗎? 答案是: 不能。因為綠卡持有人不是美國

公民，只是長期居民而已。所以不能享有這項

稅務優惠。相反來說，若是去世的是非美國公

民的配偶，那活著的美國公民配偶，則能夠享

受夫妻婚姻無限免稅額的優惠規定，將可在不

產生任何贈與及遺產稅的情況下，將財產轉移

至自己名下。

非美國公民的配偶要如何才能在不產生遺產稅

的前提下，繼承過世的美國公民配偶的遺產?

1. 在申報過世公民配偶的遺產稅表到期之前

成為美國公民的話，那這倖存的配偶就可

以享受夫妻婚姻無限免稅額。一般的遺產

稅表到期日為過世後的九個月，但是可向

國稅局申請六個月的延期。雖然有15個月

的時間可以申報遺產稅表，但是通常申請

公民所需要的時間難以確定，所以不適用

於大部份的人。

2. 利用QDOT合格本地信託 (IRC 2056A) ：

QDOT 就是Qualified Domestic Trust，是

信託的一種。目的就是為非美國公民配偶

遞延繳納因為遺產繼承而產生的遺產稅賦

。通常QDOT是在生前就設立，等到公民

配偶過世後，將其要遺留給非公民配偶的

財產轉入信託，而不是讓非公民配偶直接

繼承。 QDOT 的受益人一定要是非公民

配偶，當其還在世時不能有其他受益人。

做為信託受益人的非公民配偶，可以提用

該信託的因遺產而產生的收入，而不受制

於遺產稅的規範。如果將財產本金從信託

中移出來給受益人(非公民配偶) ，則遺產

稅法的機制便馬上啟動，很有可能會有遺

產稅需要繳納。非公民配偶在享受QDOT

的延稅作用時，要趕緊申請成為公民，那

就真正可以享受夫妻婚姻免稅額了! 另有

一點需提醒納稅人, QDOT的信託託管人

(Trustee)一定要是美國公民或是美國公司

，像是銀行或信託公司等才行!

非美國人的贈與

   接下來讓我們來談談非美國人的贈與及遺產

的規定。這裏所謂的非美國人，指的是不具美

國公民、綠卡或是美國報稅居民身份的外國人

。很多人都知道海外贈與或遺產繼承是不會產

生美國遺產稅賦問題。但並不是贈與人是外國

人就可以完全免除遺產稅務的問題。 遺產是否

要課稅也是取決於四種因素：1)贈與人的身分

，2)受贈人的身分，3)財產的種類，和4)財產

所在地 (詳情請見表一：遺產及贈與簡易說明 

& 表二：美國贈與及遺產稅法規定;) 。被繼承

人如果是美國人，那麼全球財產都在遺產稅的

課稅範圍內。如上所述，美國人(公民、綠卡持

有人和稅務居民)的贈與和遺產的終生免稅額，

不管是留給任何公民、居民、或非居民外國人

，在2018年高達到$11.18百萬美元，未用完的

免稅額還可轉給未亡人。這個法律2013年已經

永久化，而超過免稅額部分的稅率，最高稅率

可達40% (請見表三：2018美國遺產稅率層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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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在外國人贈與的認定

   如上述，海外贈與是沒有上限也不會有稅賦

產生。但是若是轉移的財產是在美國的資產呢? 

根據IRC2501(a)(1)的規定，不論是美國人或非

美國人的財產贈與轉移，都要受美國贈與稅法

的規範。有一個例外: 如果是非美國人贈與的

無形資產則不在此限。那什麼是這裏所謂的有

形和無形資產呢? 在非美國人贈與的行為中，

所謂的有形資產包括: 位在美國的房地產、藝

術品、珠寶、家俱和收集品等有形物品，也包

括在美國的美金或外國貨幣(現金)。而無形資

產則不包括上述的有形資產。非美國人贈與的

無形資產不論該資產是否位在美國都沒有贈與

稅。所以像美國公司的股份(Corporation Stock)

、合夥企業的股份(LLC/Partnership Interest) 

、股票證券帳戶、共同基金帳戶、信託帳戶及

人壽保險等，就算是在美國境內持有也不會算

在外國人贈與的資產內。外國人亦有每人每年

$15,000贈與免稅額的條例，可是他們僅有六

萬元遺產免稅額。

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在外國人遺產的認定

  至於繼承的遺產則不論過世的是美國人或非

美國人，只要是在美國境內的資產全都要含括

在內，不論是有形還是無形資產。外國人在美

國的遺產，只有6萬美金免稅額。但是這其中是

不包括外國人在美國的銀行帳戶及用過世外國

人為被保人的美國人壽保單。

結語

   贈與稅用表格709及遺產稅用表格706報稅。

贈與稅每年4月15日前報上年的贈與；遺產稅

在財產所有者去世後九個月內報稅，可申請延

期半年。但沒有綠卡的非居民贈與海外的財產

給美國人或居民，則沒有贈與和遺產稅限制，

即贈與再多，贈與者不用繳稅，受益人也不用

報收入和繳稅。海外的贈與或是遺產繼承若是

當年收受總額超過10萬美金則要由受益人在4

月15日前用表格3520申報。納稅人應做好贈與

及遺產稅的規劃以逹到省稅的效果，例如利用

每年的贈與免稅額1.5萬元(夫妻3萬元) ; 也可

以請律師和會計師幫助設立和管理信託（

Trusts）的形式省稅。現在信託比較常用的有

：AB信託、朝代信託、Q-TIP信託及人壽保險

信託等各種信託。

 

表一：美國贈與及遺產稅法規

2018           $11,180,000                  $4,417,800                $11,180,000

$15,000
$152,000

$11,180,000
$1,520,000
$1,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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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美國遺產稅率層級：共分12級 

需課稅金額 遺產稅金 超過部份的稅率

$0 to $10,000 $0 18%

$10,000 to $20,000 $1,800 20%

$20,000 to $40,000 $3,800 22%

$40,000 to $60,000 $8,200 24%

$60,000 to $80,000 $13,000 26%

$80,000 to $100,000 $18,200 28%

$100,000 to $150,000 $23,800 30%

$150,000 to $250,000 $38,800 32%

$250,000 to $500,000 $70,800 34%

$500,000 to $750,000 $155,800 37%

$750,000 to $1 million $248,300 39%

$1 million and up $345,800 40%

表二：美國贈與及遺產稅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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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Tour of 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

By Heidi Kwok, CPA, MBT and Alan Kan, EA

On December 22, 2017,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 was signed into law, which ushered in extensive 
changes in the US tax code, affecting many individual and business taxpayer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are briefly discussed here. The new law by its formal name H.R.1 - 115th Congress (2017-2018) is a 
186-page document, so by no means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The aim of the tax changes is to cut 
taxes to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 taxpayers, and simplify the tax returns, but as we will see, not everyone 
benefits equally, particularly people living in high tax (and coincidentally “blue”) states such as California, 
New York, New Jersey, Massachusetts, etc. Most changes became effective on January 1, 2018.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primarily with individual and smaller corporations in mind, so a lot of changes that 
impact big C corporations are not mentioned. The headline changes in corporate taxes are first discussed 
briefly, followed by more in-depth summaries for individual tax changes.  I hope you find this article to be 
informative and useful.

Overview of Corporate Tax Changes
The headline change in the tax reform bill is to make America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global economy by 
bringing the corporate tax rate down from a tiered-rate system with a maximum tier of 35% to a flat rate of 
21% on all profits. This is not only a major simplification, but also the tax cuts put the United States in a very 
competitive position to other major countries. Also, the US now uses the territorial system instead of the 
worldwide income system. As well, the corporate AMT has been repealed. All the corporation tax changes are 
permanent, unlike the individual tax changes which expire after 2025.

There are other changes too. While business-related meals can continue to be deducted by 50% (up to year 
2025), entertainment expense is now disallowed. Also,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or bonus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with a recovery period of 20 years or less is allowed, such as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his provi-
sion will start to phase out after 2022. Further, luxury auto depreciation limits are increased to approximately 3 
times their prior limits. Moreover, 1031 exchanges can be done using real property only; 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is not allowed. 

Overview of Individual Tax Changes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changes affecting individual taxpayers are the large increase in the standard 
deductions, the elimination of personal exemptions, and doubling of the child tax credit. Also of significance 
are the elimination of many itemized deductions, and major caps on other items such as state income and 
property taxes. These changes aim to encourage the use of standard deductions, thus simplifying the tax returns 
for many taxpayers. In fact, when the tax reform package was initially announced in a press conference, the 
President and the House Speaker were touting ‘file your tax returns on a postcard.,’ holding up a half-page size 
tax return mock up. (Mind you that the 1040EZ is a 1-page form already.) However, while at the end 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94% of taxpayers will choose to use standard deductions for their 2018 tax returns, up 
from about 75% today, except for the simplest cases where the choice is intuitively obvious, many taxpayers 
will still need to run through the mechanics of itemized deductions at least to some degree, to decide which 
option gives them their lowest tax bills. Bear in mind that most of these individual tax changes are temporary 
and will expire after 2025. Also, for items that are tied to inflation using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in the 
past, a new way of calculating inflation called “chained-CPI” will be used, which reasons that when an item 
gets too expensive due to inflation a less expensive alternative will be used instead, which results in a slower 
inflation adjustment. Also, because many deductions, income brackets, and phase out thresholds for joint filers 
are exactly two times the single filers’, the marriage penalty is almost eliminated.

郭 凱 琪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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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ax Brackets and Lower Tax Rates
A signature feature of the tax reform is in lowering taxes by reducing the tax rates. The table below shows the 
new tax rates and brackets as compared to the old ones. IRS had published new withholding tables since 
January of 2018 which should allow more take-home pay for many salaried earners.

 Single 2017 Single 2018 
10% $0 - $9,525 10% $0 - $9,525
15% $9,526 - $38,700 12% $9,526 - $38,700
25% $38,701 - $93,700 22% $38,701 - $82,500
28% $93,701 - $195,450 24% $82,501 - $157,500
33% $195,451 - $424,950 32% $157,501 - $200,000
35% $424,951 - $426,700 35% $200,001 - $500,000
39.6% $426,701 and over 37% $500,001 and over

 Joint 2017 Joint 2018 
10% $0 - $19,050 10% $0 - $19,050
15% $19,051 - $77,400 12% $19,051 - $77,400
25% $77,401 - $156,150 22% $77,401 - $165,000
28% $156,151 - $237,950 24% $165,001 - $315,000
33% $237,951 - $424,950 32% $315,001 - $400,000
35% $424,951 - $480,050 35% $400,001 - $600,000
39.6% $480,051 and over 37% $600,001 and over

 HoH 2017  HoH 2018 
10% $0 - $13,600 10% $0 - $13,600
15% $13,601 - $51,850 12% $13,601 - $51,850
25% $51,851 - $133,850 22% $51,801 - $82,500
28% $133,851 - $216,700 24% $82,501 - $157,500
33% $216,701 - $424,950 32% $157,501 - $200,000
35% $424,951 - $453,350 35% $200,001 - $500,000
39.6% $453,351 and over 37% $500,001 and over

Larger Standard Deductions and Child Credit, No More Exemptions
The new standard deduction nearly doubles to $12,000 (from $6,350) for single, $24,000 (from $12,700) for 
joint, and $18,000 (from $9,350) for heads of households. Meanwhile, the personal exemption of $4,150 is 
eliminated. For families without children, the new standard deductions are more than the old standard deduc-
tions plus personal exemptions. However, for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the total old standard deduc-
tions plus personal exemptions exceed the new standard deductions.  For example, a family with 1 child will 
have a total of $25,150 (=$12,700+3x$4,150) deductions under the old law, but only $24,000 now. To compen-
sate for this loss, the new child tax credit is increased to $2,000 (from $1,000) per qualified child under age 17, 
$1,400 of which is refundable. The phase out thresholds have also been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to $200,000 
single/$400,000 joint (from the prior $75,000 single/$110,000 joint). For children older than 17 years old or 
dependent elderly relatives, a non-refundable $500 credit is available, subject to the same phase out thresholds. 
Overall, the new combination of higher standard deductions and increased child tax credits should result in 
lower taxes for many families.

For those people who used to itemize their deductions in the past, when standard deduction is used now, those 
items will become irrelevant now because they do not help in reducing their incomes. One such item is chari-
table contribution. With an expected increase in the use of standard deductions, there is concern tha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may get hit with fewer donations because fewer people need to contribute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a deduction when they itemize. Wheth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or not is yet to be 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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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Changes to Itemized Deductions
Deductible state and local taxes, known as “SALT,” are now capped to $10,000 total.  This includes the state 
income tax, property tax, and other local taxes.  For states that have a high income tax rate, or high property 
values such as California, New York, New Jersey, Massachusetts, this cap of $10,000 in total deductions will 
result in much higher income levels and federal taxes for many people. For example, just the property tax alone 
on a million-dollar home can be $10,000 or more at a 1% property tax rate.  Granted, the majority of states in 
the US do not have such high home prices, and many states’ income tax rates are low or even zero such as 
Nevada; therefore, this cap may not be of any consequence to them. 

Mortgage interes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sidences combined are now deductible only up to loan amounts 
of $750,000 (down from $1M) for new loans taken out after December 15, 2017. Loans prior to this date are 
grandfathered and interests from up to $1M of loans are deductible. Interests from home equity mortgages of 
up to $100,000 are deductible only if the loans are used for home improvement. If the home equity loan is used 
to pay off other debts or to buy a car for example then the interest is not deductible. However, mortgage 
interests of rental properties are still deductible in schedule E as a rental expense and there is no cap on the loan 
amount. Similarly, property taxes paid as a business expense can be deducted in schedule C or the corporate 
returns without the $10,000 limit.

For home owners who carry mortgages and pay property taxes, this one-two punch of SALT cap and lower 
mortgage limit will result in higher taxes for those living in high-tax states. There have been efforts in these 
states to reclassify state income taxes as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so that they can be deductible; however, the 
IRS has warned that this will not fly. Reducing the tax incentive for home ownership will also impact the 
housing market particularly for expensive homes, and can shift the tipping point where renting may be better 
than owning.

Other smaller changes to itemized deductions include medical expenses being deductible for amounts above 
7.5% of AGI (down from 10%), and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subject to a maximum of 60% of income (up from 
50%).

Finally, the following deductions have been eliminated:
•  Moving expense (except military)
•  Tax preparation fees
•  Unreimbursed employee expenses
•  Union dues
•  Investment expenses (not investment interests like margin interest, which can be used in 
   schedule A to offset the net investment gain)
•  Casualty and theft loss (except in federally declared disasters)
•  Other miscellaneous deductions previously subject to the 2% AGI cap
•  Employer-subsidized parking and transportation reimbursement

529 College Savings Plan May Pay for K-12 Tuition
It is now possible to use money from 529 college savings plans to pay for private K-12 school tuition and 
tutoring. Note that home schooling is not eligible. While college expenses include tuition, room and board, and 
books, for K-12, only tuition is allowed, and there is a $10,000 limit per child per year. Also, different states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rom federal’s in terms of what are eligible K-12 education expenses so 
check with the plan administrators before withdrawing.

Capital Gains Taxes
First, since short-term capital gains are taxed as ordinary income, with the reduced tax rates and tax bracket 
structures, you are likely to pay less taxes on these gains.
Long term capital gains are taxed either at 0%, 15% or 20%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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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Rate Single Joint Head of Household Separate
 0% $0 - $38,600 $0 - $77,200 $0 - $51,700 $0 - $38,600
 15% $38,601 - $425,800 $77,201 - $479,000 $51,701 - $452,400 $38,601 - $239,500
 20% $425,801 and over $479,001 and over $452,401 and over $239,501 and over

Pass-Through Entities 20% Deduction in Business-Related Income
With the big tax cuts in corporate taxes from 35% to 21%, it is only fair that other non-corporation business 
entities such as sole proprietors, partnerships and S-corporations, otherwise also known as “pass-through 
entities,” also enjoy a tax break. In most situations, a 20% deduction can be taken out of business-related 
incomes. Exceptions are personal service professions such as lawyers, accountants, doctors, consultants, etc. 
where the business’ success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professionals. If their income exceeds $157,500 
single/$315,000 joint then their 20% deduction is subject to phase out thresholds. There are additional excep-
tions that involve the calculation of W2 wages and the asset values of the business, which are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ese details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and it is better to consult your tax professional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peal of the Individual Mandate in Obamacare
Starting in 2019, the penalty for not buying the minimum required health insurance is reduced to zero, effec-
tively repealing the individual mandate of Obamacare.
 
Changes in Alimony Treatment
For divorce agreements finalized after the end of 2018, alimony payments are not deductible by the payers and 
not recognized as income by the recipients.

These Items Survived the Tax Reform

•  IRA and 401K deductions – However, IRA conversion is permanent and cannot be reversed
•  Teacher’s unreimbursed classroom expenses up to $250 per year
•  Home sale exclusion of capital gains
•  3.8% net investment tax and 0.9% Medicare surtax
•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 for working parents
•  Up to $5,000 of pretax income can be set aside in a dependent care 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FSA)
•  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 (AOC) and 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  Student loan interest deduction
•  Gambling losses to offset winnings

1993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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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預繳稅？

   納稅人必須為自己在當年的收入進行繳稅，

一般情況下，稅金需要納稅人在收到收入的同

時進行繳納，預繳稅是一種按當年收入提前進

行納稅的方式。

聯邦個人預繳稅

   聯邦個人預繳稅通過表格1040-ES進行繳納

。一般來說如果全年預估稅金超過1,000美金，

納稅人即需要繳納預繳稅。美國國稅局要求每

季度支付預繳稅，通常分為4個等額分期付款，

2018年度的聯邦個人預繳稅截止日期為2018年

4月17日，6月15日，9月17日以及2019年1月15

日。為了避免稅收罰款和利息，納稅人支付的

預繳稅金額必須超過當年納稅義務的90％或者

不小於上一年度納稅義務的100%。

加州個人預繳稅

   加州個人預繳稅需要通過表格540-ES進行繳

納。一般來說如果全年預估稅金超過500美金

（夫妻分報為250美金），納稅人即需要繳納

預繳稅。加州州稅局要求每季度支付預繳稅，

根據加州州稅局規定，第一期和第四期預繳稅

金額為全年稅金的30%，第二期預繳稅金額為

全年稅金的40%，第三期無需繳納稅金。2018

年度的加州個人預繳稅截止日期為2018年4月

17日，6月15日，9月17日以及2019年1月15日

。納稅人支付的預繳稅金額必須超過當年納稅

義務的 90％ 或者不小於上一年度納稅義務的

100%。

聯邦公司（C-Corp）預繳稅

   聯邦公司預繳稅通過表格1120-W進行繳納。

一般來說如果全年預估稅金超過500美金，公

司即需要繳納預繳稅。美國國稅局要求每季度

支付預繳稅，通常分為4個等額分期付款，公司

預繳稅截止日期為稅務年度的第四，第六，第

九和第十二個月的15日。公司如果預繳稅金額

不足當年的聯邦稅金總額，則有可能會有罰款

。公司必須使用電子轉賬方式進行預繳稅繳納。

加州公司（C-Corp）預繳稅

   加州公司預繳稅需要通過表格100-ES進行繳

納。所有加州公司都需要進行預繳稅付款。加

州州稅局要求每季度支付預繳稅，根據加州州

稅局規定，第一期和第四期預繳稅金額為全年

稅金的30%，第二期預繳稅金額為全年稅金的

40%，第三期無需繳納稅金。公司預繳稅截止

日期為稅務年度的第四，第六，第九和第十二

個月的15日。公司如果預繳稅金額不足當年的

聯邦稅金總額，則有可能會有罰款。如果單筆

預繳稅金額超過20,000美金或者全年欠稅超過

80,000美金，公司需要使用電子轉賬進行預繳

稅支付，否則會有10%的罰款。

 

聯邦外國居民扣稅

   如果外國居民在美國進行房地產買賣，一般

來說該外國居民需要使用8288表格進行提前扣

稅。8288表格扣稅金額一般為成交價格的15%

，如果該房產會成為買方的住宅同時成交價格

小於1,000,000美金的話，則扣稅金額降低至成

交價格的10%。如果該房產會成為買方的住宅

同時成交價格小於300,000美金的話，則無需進

行任何扣稅動作。買入方需要在成交之後20天

內將預扣稅金以及表格8288提交到國稅局以避

免罰款。

   一般來說，如果外國居民收到美國出租房租

金或者美國公司分紅，則該外國居民需要通過

1042表格進行預扣稅。1042表格的扣稅金額一

新移民和外國人應當瞭解的美國預扣稅法則 
張  青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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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為全部金額的30%。如果該外國居民所在國

家和美國有相關稅法協定，則有可能使用低於

30%的稅率進行扣稅。如果該外國居民完成了

1042扣稅的動作，則無需進行美國個人所得稅

的申報。1042表格需要在第二年3月15日之前

提交到國稅局。如果1042表格沒有及時申報，

會產生罰款，罰款金額為每個月5%的未交稅金

，總和最高不超過25%。如果沒有按時繳納預

扣稅金，罰款為每個月0.5%未交稅金，總和最

高不超過25%。

   如果外國居民作為美國合伙企業的合伙人，

同時該美國合伙企業產生了任何美國貿易或商

業有效聯繫收入的話，則該外國合伙人需要通

過表格8804/8805進行提前扣稅。8804/8805表

格的扣稅金額為37%，如果該外國居民所在國

家和美國有相關稅法協定，則有可能使用低於

較低稅率進行扣稅。一般來說，8804/8805表

格以及稅金需要在第二年的3月15日之前提交

到國稅局。8804/8805表格可以通過7004表格

進行延期，稅金不能延期繳納。如果8804沒有

及時申報，會產生罰款，罰款金額為每個月5%

的未交稅金，總和最高不超過25%。如果沒有

按時繳納預扣稅金，罰款為每個月0.5%未交稅

金，總和最高不超過25%。

非加州居民及外國居民加州扣稅

   當非加州居民收到加州收入時，該非加州居

民需要使用592表格預扣加州稅款。592表格的

扣稅金額為全部收到金額的7%。如果592表格

沒有按時提交的話，會產生相應的罰款，罰款

金額根據時間不同從30美金每人到100美金每

人不等。

   如果加州合伙人企業有外國居民作為合伙人

，則需要使用592-F表格為該外國合伙人進行加

州預扣稅。592-F表格的扣稅金額為分配到該外

國合伙人的加州收入的7%。592-F表格需要在

第二年的6月15日之前提交到加州州稅局。如

果592-F表格沒有按時提交的話，會產生相應的

罰款，罰款金額根據時間不同從30美金每人到

100美金每人不等。

   如果外國居民在加州進行房地產買賣，一般

來說該外國居民需要使用593表格進行提前扣

稅。593表格扣稅金額一般為成交價格的3.33%

，買入方需要在成交之後20天內將預扣稅金以

及表格593提交到加州州稅局以避免罰款。

1993 ~ 2018
Sino-America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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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視的現況
   自2017年起，加州外資跨國企業的轉撥計價

審計（查稅）案件增加幅度擴大，筆者就在今

年8月份結束了一個爲期16個月的Transfer 

Pricing Audit。藉此一角，扼要為大家介紹過

程當中的一些重點作爲參考。

   這樣的審計查稅，在有結論前會有下列幾個

組件：

•啓動單位：LB&I大型企業與國際企業處。

•通知信和起初的資訊文件要求

（IDR-Information Document Request），

其中並要求納稅人提出當年度的轉撥計價

報告。

•啓動會議，IRS會出示審計計劃表，其包

含審計隊伍名冊（至少4人），時間表（

可達300小時以上）約18個月。

•相關主管面談。

•持續、補充IDR，包含要求關聯公司（美

國境外母公司）財報。

•審計員與納稅人代表會計師之間成規的互

動。

•起初建議應申報所得調整和最終調整。

   基本上，會招來IRS關注的公司，一定會有

Form 5472 在每年的聯邦稅表中, 並且符合了

IRC482 的基本三要素：

•兩個或者以上的關聯個體公司或者企業；

•關聯企業體有直接或者間接的共通所有權

或者控制權；

•IRS 必須認定爲了避免逃稅或者達到明確

反映納稅人所得，有重新分配所得的必要。

導火綫和連鎖反應
   在過去兩次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SACPAA）

的CPE交流課上面，我都提到了IRS在2016年

開始加大了轉撥計價查稅（Transfer Pricing 

Audit）的力度，其主因是一份名爲Barriers 

Exist to Properly Evaluating Transfer Pricing 

Issues【適切評估轉撥計價所問題的障礙】

（暫譯）的報告，由美國財政部稅務管理總檢

察長辦公室在2016年9月28日發佈。

   這份49頁報告中，列擧了多項缺失和建議，

而重點在於績效太差 – 報告指出2012至2014

年間，IRS查稅員發出了一百零五億美元的稅

務調整，這個數字到結案時只剩下三億兩千一

百萬，審計成效僅僅百分之三多一點。無獨有

偶的當年IRS提出新行動指標（Campaign）, 

將稽查目標指向進口分銷商（Inbound 

Distributors），起始範圍是5個州，並預告將

在年底擴大到10各州。

   IRS 經過幾度整合，最後在2016年二月確立

大型企業與國際企業處（LB&I），並且將轉撥

計價作業（TPP – Transfer Pricing Practice

）納入LB&I内部的條約及轉撥計價處（TTPO

）。2016年3月17日發佈最新版轉撥計價檢驗

程序（Transfer Pricing Examination Process 

– TPEP, Publication 5300）。這份程序並且

在原有的二十四個月轉撥計價審計路綫圖（

2014年出版 – Transfer Pricing Audit 

Roadmap）以外，又增加了一份三十六個月的

路綫圖。

   諸多舉動都指向擴大轉撥計價審計、提高審

計成效的方向。在此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川普

新稅法做了相當幅度的稅率下調到21%，納稅

人歡心之餘，別忘了2016和2017年依然是較高

的舊稅率，也因此相對的提高了被查的風險度 

– 因爲所得調整後的增收稅款、罰金和利息期

望值要高得多。

最新 I R S 轉 撥 計 價 審 計 實 務
林 名 甫  企業評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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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資跨國公司的因應之策
   由於企業文化和公司經營在認知上中、美有

很大的差異，在美國的華資子公司除了多與會

計師溝通，對於稅務基本要求法規能有充分的

瞭解，並且將營運體系依據建立以外；還必須

能夠建立足夠的文件檔案（Documentation）

，來表明公司作爲“子公司”的獨立性。貨物/

服務和單據流程必須能夠清楚核實。

   子公司負責人、管理團隊以及工作職掌要能

夠規定清楚，務求擺脫“凡是向境外母公司請

示”的形象。這當中由公司企業記錄（

Corporate Kit）的完備、保存和年度更新，各

樣採購合約，價格議定過程，詢價流程，交貨

流程...等，都需要注意。

   至於轉撥計價的實務，需落實前期規劃，年

度期間跟蹤和年度結束復查、修正的連貫操作

；記錄所有異動，以便納入年度報告的撰寫。

結語
   近年來在國際經合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的大力推動下，各國稅務主管當局紛

紛建立轉撥計價的執行規範。多國國際公司也

必須應付各國的要求，而提出CbC報告（

Country by County）, 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均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IRS在轉撥計價的規範與審計，尚有許多細

節。礙於篇幅，無法再次詳細説明；將來有機

會，將尋求其它途徑，陸續為大家提供資訊。

以下謹提列幾個相關網頁，供大家參考：

Transfer Pricing Examination Process：

www.irs.gov/businesses/corporations/transfer-

pricing-examination-process

TIGTA Reports：www.treasury.gov/tigta/

Accounting Today: 

www.accountingtoday.com/news/irs-faces-obs

tacles-auditing-transfer-pricing 

祝 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二〇一八年年會   賀
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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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人壽保險，就必須先把人壽保險的優點

和大家分享。第一，為您的家人提供財務保護

。這對於您的家人越依賴您的收入來支付他們

的費用，是特別有利的。如果您過世了，您想

確保家人們不必在經濟上受苦，人壽保險是一

個明智的方式。您也可以消除生活的憂慮。獲

得人壽保險肯定會讓您免於擔心您的家人。 一

旦您為您的家人制定了正確的保單，那麼即使

您已經過世，人壽保險也一定會為您的家人提

供保障， 它將滿足您所有的家庭需求。 第二

，人壽保險也是積累資金的一種手段。不論是

儲蓄型的保險 (Whole Life)，還是投資型的保

險 (VUL)，都有現金值。並且人壽保險也有稅

務上的好處，各種永久性的人壽保險都有現金

值，現金值在滾動過程中不用交稅。日後取出

來或借出來在保險有效時也沒有稅的問題。最

後人去世了，死亡理賠不用繳交所得稅。

   雖然知道人壽保險的好處多多，但是高昂的

保費卻常常讓人卻步。很多人會想知道是否有

方法可以降低保費呢？答案是有的！

   首先您必須是自雇人員 (Self-employee) 或是

企業雇主 (Employer)，便可以設立合格的退休

計畫，特別是Defined Benefit Plan。一般來說

，大家普遍將存入的contribution投資在股票或

是共同基金上，如此一來可以享有稅上減免，

同時也可以保護資產。此外，您也可以考慮用

存入的contribution來購買人壽保險，這樣的作

法可以讓國稅局 (I.R.S.) 來幫您繳付一部分的

保費。例如：一位所得稅率約40%的個人，原

本繳付的保費是$10,000，利用Defined Benefit 

Plan來購買人壽保險，可以讓國稅局 (I.R.S.) 

幫忙繳付約$4,000的保費，個人只需要自付

$6,000的保費即可。這是降低保費最直接的方

法。

   不過要小心，當退休計畫結束時，您必須處

理利用Defined Benefit Plan來購買的人壽保險

。以下有兩個方法可供參考：

1. Surrender:
    放棄保單，現金價值將保留在合格的退

休計劃中。 但是，這意味著被保險人放

棄了人壽保險。                                                                              

2. Buy out: 
    由個人支付公平市場價值 (Fair Market 

Value) 的金額，存放入Defined Benefit 

Plan的現金帳戶，這份人壽保險的擁有

者便將可以更改成個人擁有。 因為這人

壽保險的Fair market value 仍然在合格

的退休計畫中，因此不管是這退休計畫

或是個人都無須擔心被多課稅。    

   根據合格退休計劃的類型會對人壽保險有不

同的限制。 該累積測試都和歷年放入的

contribution和保費有關， 與熟悉人壽保險的

精算師合作極為重要，以確保遵守所有I.R.S. 

的規定。合格退休計劃中的人壽保險可以滿足

各種需求。 但是，它可能不是一個大眾都會考

慮的投資選擇。您可以考慮上面討論的因素，

尋求專業的保險經紀或是財務專家幫您評估是

否增加購買人壽保險，以滿足您達到個人和企

業目標。合格的退休計劃對您是一個有吸引力

的工具。但是合格的退休計畫有許多要求事項

，計劃文件，I.R.S. 申報和需要進行全面的日

常管理。 非常建議尋找專業的精算師來幫您完

成所有的事情。

讓國稅局幫您付人壽保險的保費 !!
程 泓 勲 精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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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聽說今年健保開放期提前了，請問幾月

幾日開始呢？

答：健保開放期即將於今年10月15日開始！健

保開放期仍然是三個月(10/15/2018 – 

1/15/2019)，請把握在「健保開放期間」申請

健康保險或轉換新的健康保險。 

問：如果我在健保開放期申請健康保險，請問

什麼時候能生效呢？

答：如果您在今年的10/15/2018 -12/15/2018

申請，您的健康保險將在2019年1月1日生效；

如果您在12/16/2018 -1/15/2019期間申請，您

的健康保險會在2019年2月1日始能生效。

問：非美國公民從海外搬入加州，請問如何申

請加州的健康保險呢？

答：非美國公民從海外搬入加州，申請健康保

險需要提供：1. 加州居住證明；2. 美國簽證(

需被認定為長期居留類型)；3. 護照(標示出入

境日期)。請注意：依保險公司及個人情形，申

請健康保險所需文件可能會有所差異。

問：如果我錯過了開放健保期，還可以加入健

康保險嗎？

答：不可以。除非符合以下特定條件才能在開

放健保期外加入健康保險：

新生兒或領養子女；結婚或離婚；剛剛成為綠

卡或公民持有者；從國外或其他州搬入加州；

失掉公司保險；失掉白卡；子女年滿26歲而失

去受撫養人資格；退伍；出獄；法院命令等。

問：新生兒如何申請健康保險？

答：新生兒有兩種方式加入健康保險：一. 直

接加入媽媽或爸爸的保險計劃；二. 單獨申請

。單獨申請需要提供新生兒的出生證明及媽媽

或爸爸的住址證明(依保險公司而定，不同的保

險公司可能會有不同的要求)。

問：我即將年滿65歲，請問我該如何申請紅藍

卡？ 

答: 在年滿65歲前3個月、65歲當月及滿65歲後

3個月，共計7個月的時間內，您可以前往當地

社安局（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申請

辦理紅藍卡。比如您在今年9月份將滿65歲，

自今年6月至今年12月期間，可以申辦。

問：我需要支付「紅藍卡」的保費嗎？

答:『紅藍卡』由兩個部份組成，分別是『A 部

份』負責醫院理賠，和『B部份』負責看診理

賠。若您工作報稅超過10年，即可積滿40個工

作點數，申請A 部份時則不需付月費。若您未

積滿工作點數，則需視乎您的點數現狀付相對

的保費，最高可達每月$422 (2018年)。『B 部

份』不管您是否有累積工作點數，皆需付費。

每月保費是$134 (2018年）。保費每年皆可能

調整。

問：在成立公司團體保險的時候，公司是否可

以設立不同等級的保險計劃嗎？

答：可以的。公司可同時設立兩個及以上的保

險計劃供員工選擇，以滿足各員工的實際需要

。

問：公司提供的團體健康保險，員工是否可以

將自己的父母、配偶及小孩一併加入保險？

答：根據保險公司的規定，員工的父母是不可

以加入公司團體保險的，只有員工的配偶及小

孩可以一起加入。

問：人壽保險的保費能抵稅嗎？

答：一般而言，壽險保費不能抵稅，除非用退

休計劃，包括Defined Benefit, Profit Sharing, 

Solo 401k等帳戶來購買人壽保險，則其保費可

以抵稅。

問：儲蓄壽險保單中，保險公司每年發放的紅

利(Dividend)需要繳稅嗎？

答：保險公司每年發放的的紅利，您不會在年

底收到1099稅表。但如果您決定將紅利提領

(Withdraw)出來，提領的總額超過總繳保費的

部分則需要繳納所得稅。

「全民健保網」健康保險問答集
全民健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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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經濟迅速的發展，越來越多高凈資

產的客戶開始考慮全球資產配置，對金融保險

產品的需求和財務規劃的藍圖有更廣泛的認知

。這些客戶在期待資產有較高增值的同時，也

希望對家庭提供保障，從而做到全面的財務規

劃與財富傳承，美國的高額壽險所具備的高槓

桿作用就成為最佳的選擇。

為何選擇美國壽險的原因不是空穴來風

第一，金融保險市場健全制度

   美國壽險歷史悠久，已經有超過200 多年的

歷史了。在這兩百年間經歷過改革，洗鍊，和

創新的美國金融保險體制已然是相當健全。

   在產品種類方面，美國壽險大至包括了：定

期壽險、傳統終身壽險、萬能壽險、指數型萬

能壽險、投資鏈接壽險等等多樣性的產品來滿

足不同客戶的財務需求。客戶可通過自身的家

庭及財務狀況來選擇適合自己的保險種類及產品。

   美國金融保險市場相當發達，理財產品整合

私人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一站式的服

務為客戶提供更為安全高效的財務規劃。

第二，價格的優勢

   人壽保險作為金融高槓桿產品，美國壽險價

格比中國壽險便宜約五至十倍，比亞洲其它產

品價格便宜約30% 至70% ，依險種有所不同。

   以36 歲男性萬能壽險為例，保額1000 萬美

金，一次性付費，支付$78,4630 美金， 13 倍

的槓桿!!

第三，公開透明的理賠程序

   美國壽險理賠程序相當簡單，且以美金支付

，全球均可以理賠。每家保險公司更有成立的

理賠專業團隊，和專線及專員服務。受益人可

以上網，或者填寫死亡理賠申請表連同死亡證

明書寄送到保險公司即可獲得理賠。如果理賠

未於規定時間內賠付，法律規定理賠金需加上

按天計算的利息給受益人！

第四，免責條款

   當大家比較保險時，不能忽略了免責條款的

內容。所謂免責條款就是在何種情況之下離世

，保險是不予理賠的。美國的免責條款寬鬆，

保險公司大多有兩年爭議期，保險公司保留對

兩年內過世的客戶有調查權，如果客戶有欺瞞

或者詐欺等行為，保險公司有權拒絕賠付，並

退回已交保費，如果被保人在兩年內自殺，保

險公司退還已交保費，但死亡險不予理賠。

結論
   由於地球村的來臨，使得資訊更透明化，客

戶可以接觸到更多樣化的金融保險產品。然而, 

在選擇財務商品作財務規劃時，一定要找到一

位專業的經紀，量身打造出適合自己完善的財

務規劃，使資產更加有效的被使用。透過適合

的財務產品及有效的資產配置，讓家庭得到保

障，財務有所規劃，財富安全的傳承給下一代。

美 國 壽 險 的 優 勢
Advantages of U.S. Life Insurance

美國宏盛保險與理財



100 SACPAA   

財
稅
法
律
專
欄

   隨著持續增加的網絡安全威脅，各種規模的

企業現在面臨著既複雜又難以偵測和補救的網

絡安全問題。網絡犯罪不只瞄準大型零售商和

著名的電影製片廠，往往也瞄準中小企業。雖

然網絡安全的隱患不斷地增加，大致可以分為

商業風險，法律風險，和聲譽風險，所有這些

都可能嚴重損害有形與無形的資產。

   商業風險是指網路攻擊對企業造成商業損失

的風險。例如電腦系統被癱瘓造成營業中斷，

重要資料被盜取或刪除，或者作業程序被改變

造成下錯單或出錯貨。雖然不少公司經常關注

這些風險，如購買新的服務器，恢復受損的信

息，提高監測能力，並升級所有的系統以抵禦

未來的攻擊。但是很不幸的，駭客總是防不勝

防。他們擅長掃描多個系統，然後專注於那些

容易突破及較弱的系統攻擊。許多企業主認為

網絡攻擊只會發生在大公司上，這是錯誤的假

設。事實上，很多網絡犯罪分子的目標是中小

規模的公司。因為小公司往往忽視自己的網絡

安全。駭客可以較輕鬆盜取資料然後變賣。出

於這個原因，小公司也不能倖免於網絡風險。

   法律風險在此通常是指公司遭網路攻擊後所

要付出的法律責任。最普遍的就是客戶個資遭

竊而得負擔的法律責任及賠償。我們幾乎每個

月就會讀到數以百萬計個資外洩的相關新聞。

除了在侵犯隱私案發後潛在的訴訟，公司甚至

面臨網絡安全監管違規的後續罰款和訴訟風險

。目前，絕大數州政府有規定私人信息必須如

何保護，以及發現攻擊後該如何通知有關單位

和必須遵循的法規。即使是中小規模的公司，

忽略這些問題也一樣面臨嚴重的法律後果。隨

著網絡安全事件的罰款越發昂貴和訴訟範圍的

擴大，採購網絡責任險和遵守所有相關法律絕

對是風險管理的重要一環。

   聲譽風險是指對企業實體的聲譽損害，這是

一個最持久的風險。由於隱私往往是消費者最

重視的，客戶的不信任可能會導致一個企業災

難性的後果。例如網絡安全事件後Target公司

報告的季度損失共計數億美元，而這還沒算長

期影響的損失。隨著消費者越來越意識到自己

的安全，他們要求個資受到更多的保護，包括

信用卡資料，醫療記錄，和其他敏感信息。若

企業未能保護個資安全，辛苦建立的良好聲譽

及忠實客戶極可能一夕東流。

   現今的保險公司為了因應上述這些網絡安全

風險，保單通常提供第一方和第三方的保險。

第一方保險就是產險，可能包括業務收入/額外

開銷，各種資料，網絡敲詐，危機事件，或危

機處理。其中最重要的項目莫過於危機處理。

這項保險涵蓋蒐證調查費用，法律費用，呼叫

中心服務，身份監督費用，以及公關公司服務

等等。第三方風險也就是責任險，通常包括保

密隱私責任，隱私法辯護費用，以及網絡安全

的責任。保密責任包括保護未經授權的信息或

個資，如銀行賬戶號碼，信用卡號碼，或社會

安全號碼，以及第三方公司的機密資料洩露事

件。隱私法辯護費用包括律師費，因侵犯隱私

的行為而必須付給監管機關的費用，及任何罰

款和處罰。最後，網絡安全責任包括系統安全

故障所造成的他人損失，此項目也包括辯護費

及罰款。

   由於網絡技術不斷發展，所有規模的企業面

臨更大的網絡安全威脅，他們必須不斷地解決

那些有可能毀掉一個公司的潛在危機。網絡安

全保險大大地降低或轉移了這樣的風險。所有

企業必須考慮購買這種保險，以保護自己辛苦

累積的資產。 －本文由權威保險資深專員

 

什麼是公司網絡安全保險
 (Cyber Security Insurance)?

權威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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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任何時候都有各種不同的貸款方案

，以滿足客戶各種不同的需求。

   經歷了十多年，史上最低利率的澤被，多數

的擁屋者都已經享有非常理想的利息。以下三

種情形則是現今市場比較常見申請理由：

第一：購屋貸款 (Purchase Loan). 如果客戶想

要買房，但又無法全部付現，購屋貸款是最好

的選擇。

第二：套現貸款 (Cash Out Refinance)。如果

想要買投資屋，而頭款不夠，可將現有房屋淨

值加原來所欠本金做一個重貸，以實現投資的

願望。

   

第三：債務整合重貸 (Debts Consolidations 

Refinance)。如果有房屋淨值貸款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而且已經支出高額. 與

其付接近 6%  的浮動利息，不如鎖定 4% ~5%  

之間的固定利息。如果有高額度的信用卡債務

， 利息動輒14 %~ 15 %。也是應該善用此法

，省下 10% 左右的利息支出，而且還有省稅

的好處。 (任何與節稅有關詳情，請諮詢會計

師)

   至於什麼方案是現今市場比較理想的選擇， 

可以參考以下三種：

第一：比較保守的客戶，還是應該鎖定 30 年

或15年固定利率方案。(30 years/15 years 

Fixed) 

第二：還款速度快，或短期內準備換房者，可

以選擇頭五年或頭七年固定方案。五年/七年後

變浮動利息 (5/1 ARM or 7/1 ARM) 這種方案

利率較低。　　

第三：收入有限，或需要較多現金者，可以考

慮只付利息(Interest Only)的方案. 每月固定支

出較少。本金可自由控制，還款與否，較有彈

性.

   總之，盡管利率已經上揚。但以過去三十年

的紀錄而言，仍屬偏低. 如有上述各種需要，

請儘快行動，免得錯失良機。

利息上揚 還有房屋貸款的空間嗎？
 

By Anita Huang, Mortgage B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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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來，台美間的移民，有著不同的趨勢

。這十多年來，許多持有美國身分的台灣人因

為美國的FATCA肥咖政策而放棄了綠卡或美國

國籍。我們發現這樣的狀況，在近幾年有了顯

著的改變。

   

   除了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子女赴美就學移民需

求之外，目前台灣有兩個族群對於美國移民相

當有興趣。其一，是因著全球CR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而產生金融規劃需求的族

群；其二，則是各個產業的台灣公司，在亞洲

經營到一定規模後，預備進軍美國市場。就這

些不同的族群，容我以移民律師的觀點淺述其

中辦理美國移民的關鍵：

一、有CR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需

求者：

    2018年是全球CRS信息展開全面交換的一年

，也因此產生了稅務、金融方面規劃的需求。

在進行相關的財富規劃時，需要與金融專家、

信託專家、稅務專家、保險產品專家晤談。務

必由上述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細部了解每個家

庭、每位成員的條件與背景，並有相當程度的

熟悉後，才能針對需求做出通盤規劃，並達到

效益最大化。而移民律師的角色則是在金流進

入美國之前與之後，協助規劃合適的簽證與移

民身分搭配進行，例如：辦理綠卡是否有額外

優惠、家庭內應該誰辦理身分、是否有加分管

道來因應 CRS 的規劃需求等等。

二、年輕家庭：

   有許多父母希望給子女一個不同於台灣的教

育體系、未來有多一種選擇。天下父母心，這

是一直都存在的移民動機。但是目前直接辦理

綠卡的時程仍然非常長。以EB-5 投資移民為例

，取得臨時綠卡的平均時程至少是2~3年，並

且等待期中沒有合法居留美國的權利。對於無

法等待這麼久才入境的家庭來說，就需要考慮

以其他方案同時進行，例如：經由 E-2 創業投

資的管道，讓眷屬及早進入美國、子女開始在

美國的公立學校就學。

   但是這兩種管道各有其困難與考量。以 EB-5 

來說，「投資」就存在著風險，因此在選擇項

目時，就需要專業的分析來篩選。而 E-2 管道

提供了可以選擇自行赴美創業，或者以合夥方

式開展生意，更早赴美安家的途徑。

   針對這個族群，移民律師可以協助審核 EB-5 

的投資移民項目是否合宜、對於取得臨時綠卡

，以及最重要的永久綠卡是否有實質的幫助。

同時移民律師可以協助設立/尋找好的 E-2 項

目，使家庭眷屬取得合法身分進入美國等待臨

時綠卡的核發。

三、台灣各產業公司：

   目前最活躍的，是台灣各個產業的公司。這

些公司通常在亞洲各國已經擁有相當規模與跨

國經營經驗，並且計畫進軍美國市場。這些台

灣公司進軍美國的主要原因是：

1. 美國市場規模龐大；

2. 就製造業而言，與早期相比，在美設廠的

製造成本已經和中國相去不遠；

3. 提供美國客戶同時區的即時服務；

4. 美國許多州政府提供優惠稅率，使得赴美

設廠/拓展的門檻降低。

   因為上述的原因，目前有許多台灣公司非常

積極赴美考察、並外派員工到美開始營運。就

實務操作上，這些外派員工的背景、學歷、擔

台美移民現況 / 移民律師對
台美移民的趨勢觀察

陳啟耕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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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職位、以及工作經驗都影響著申請簽證的種

類，而這些分析與規劃，都需要移民律師的專

業及經驗來判斷。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E-2 是

外派員工時的最佳管道之一，但是 E-2 本質上

屬於「非移民簽證」，未來是無法辦理綠卡的

。而 E-2 可以無限次續簽的特性雖然方便，但

是隨著外派時間越長，越有可能使得移民局懷

疑未來的移民意願。

   另一方面，仍然有無法選擇 E-2 管道的狀況

。例如：外派員工所屬公司為上市公司，但主

要的台灣股東少於50%；或者外派員工不是台

灣人 ――― 這樣的情況下，就無法以 E-2 簽

證進入美國。

   綠楓法律集團陪伴85度C進軍美國的經驗就

是一個很好的案例：85度C初期只有2~3位員工

赴美，當時的外派先鋒師傅們是以3個月的 

ESTA 電子簽證或6個月的 B1/B2 旅遊簽證一

邊考察一邊摸索，經歷了4年的探路過程，因緣

際會下我們結識之後，才開啟這段移民路。這

是一件很有挑戰的委託，並且因為過去申請失

敗的案件，增加了許多限制與難度。我們以公

司發展的目標為主軸，輔以外派員工個別的學

經歷背景、職位等，與客戶總部雙向溝通出一

個有效且可行的外派時程。除此之外，對於規

模這麼大的公司體系，我們也需要配合考量海

外稅務、境外公司的安排來規劃。執行至今，

已經協助85度C成功辦理過多種不同種類的簽

證。有興趣者可到此觀賞視頻：

https://tinyurl.com/y72hyzh5 

   移民之路說短不短，動輒牽涉到相當程度的

資金與財務規劃，不可不慎。而其中許多關竅

都是相互影響的因素。每個案件的個別條件、

狀態，以及公司的需求、現況、遠景，都需要

全盤了解後，就移民律師的專業及經驗來判斷

，才能協助規劃出一條量身訂做合適的移民路

線。無論您的移民動機是什麼，相關領域的專

業人士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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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二○一八年年會

 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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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帳戶

存款機構

託管機構

具有現金價值的保
險與年金合同

投資實體中的股權
權益和債券權益

報送主體

存款機構

託管機構

特定保險公司

投資實體

身份識別訊息

姓名、地址、

稅務居民所在

國、TAX ID、

生日、出生地

報送內容

帳戶識別訊息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識別碼

帳號

帳戶財務訊息

帳戶餘額或價
值、帳戶收入 

   由OECD發起的《共同申報準備》（CRS）被稱之為全球版的肥咖條款，目前共有101個國家/地

區承諾實施CRS，目的是通過成員國之間通過交換金融賬戶資訊，來防止富人們將資產隱匿在境

外，因此，CRS的上路對以往將資產累積在境外的這些富人們，的確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恐慌。

   現針對境外個人及離岸公司的銀行賬戶判別做簡單的說明，在做金融賬戶判別時，個人戶主要

是判斷賬戶持有人的稅務居民所在地，而公司戶則首先需進行判斷是否為金融賬戶，如果非金融

賬戶則該賬戶是屬於主動非金融機構還是被動非金融機構，以上的判別會影響所需通報的訊息內

容，實務上，各家銀行在公司戶的判別方式及認定標準，甚至CRS表格的填寫方式仍存在些微的   

區別。

一、CRS 對於帳戶性質的區分

　離岸公司在CRS下分為「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又區分為「主動非金融機構(Active 

NFFE)」和「被動非金融機構(Passive NFFE)」），帳戶屬於何種性質的合規身份，所需披露的訊

息亦會有所不同，以下針對離岸公司帳戶類別做簡單描述。

1、金融機構：作為在CRS下帳戶盡職調查和信息申報的主體；管理離岸公司帳戶的金融機構不需

要「穿透」離岸公司和識別離岸公司的實際控權人，但需要對該離岸公司的帳戶進行申報。

   金融機構主要為存款機構、保險機構（保險公司和保險公司的控股公司）、託管機構託管銀行

、證券經紀機構、信託公司、清算機構和中央證券託管機構）、投資機構等，以下簡單介紹金融

機構報送規則：

資料來源：大成瀋陽律師事務所
（https://mp.weixin.qq.com/s/cbjVnqNDxEQWf_3j2oAGhQ）

CRS對跨境財富傳承的影響
呂 旭 明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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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主動非金

融機構 

(Active 

NFFE)

被動非金

融機構

(Passive 

NFFE)

內容

A. 基於收入和資產的主動非金融機構；註1 

B. 上市交易的非金融機構；註2

C. 政府機構、國際組織、中央銀行或者這些機      

構完全持有的其他機構；

D. 非金融集團中的控股非金融機構；註3

E. 新成立的非金融機構；註4

F. 正處於清算或者重組過程中的非金融機構；

G. 非金融集團中的財務中心；註3

H. 非營利性非金融機構。

不屬於主動非金融機構的，則為被動非金融機

構報送標準

a如果該公司屬於CRS

成員公司，銀行會將

該離岸公司的帳戶訊

息進行申報

被動非金融機構的穿透義

務：

被動非金融機構如果在金

融機構持有金融帳戶，則

該被動非金融機構需要提

交機構實際控制人的相關

資訊

a 離岸公司本身是否為

CRS成員國

a 實際控權人是否屬於

CRS成員國

*如果一個投資機構設立

在非CRS參與國，而該投

資機構在CRS參與國的金

融機構持有金融帳戶，則

該投資機構會被參與國金

融機構當成消極非金融機

構對待，需要穿透該投資

機構識別其實際控制人。

2、非金融機構：對於非金融機構類的離岸公司來說，在CRS下本身並沒有盡職調查和資訊申報義

務，但若其在CRS參與國的金融機構持有帳戶，則帳戶的訊息可能會被申報與交換，目前富人們

在境外持有的賬戶大多屬於此類賬戶。

   主動非金融機構與被動非金融機構的內容及報送標準

註1：消極收入和產生消極收入的資產不超過50%；消極收入含股息紅利、利息、類似利息的收入

、租金和特許使用費、年金、金融資產銷售或置換收益、金融類資產交易收益、外匯交易收

益、掉期交易收入、具有先進價值的保險合同下的所得。

註2：例：通過開曼公司在海外IPO，但主要經營業務及資產皆在中國，則該開曼公司與中國公司

皆可視為主動非金融機構。

註3：不屬於金融機構，且絕大多數（80%）的業務活動是持有非金融集團內子公司的股權或對子

公司提供融資和服務，可視為主動非金融機構

註4：尚未開展過業務，目前正準備從事金融機構業務以外的業務活動；成立時間不足2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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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金融機構

非金融機構

帳戶持有人

實質控制人

股權權益持有人

債權權益持有人

1、直接或間接持有

25%以上股權的個人

2、通過其他方式實施

最終有效控制的個人

3、離岸公司的高級管

理人員，如董事

申報內容

身份之別資訊

帳戶識別信息

帳戶財務信息

身份之別資訊

帳戶識別信息

帳戶財務信息

  帳戶餘額或價值

股東所持股份價值

債務本金

帳戶收入

當期申報的股息、利息

及其他收入

當期支付或計入債權人
的收入(含本金)或利息 

內容

姓名、地址、稅務居民所在國、TAX ID 
生日、出生地、帳戶號碼、帳戶餘額或價
值、帳戶收入

姓名、地址、稅務居民所在國、TAX ID、

生日、出生地、帳戶號碼

1、每一控權人對應的帳戶餘額或價值為

該離岸公司所持有的全部餘額或價值

2、帳戶收入為當期申報制度給或計入公

司帳戶的全部收入或收益分配

申報對象

3、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申報內容簡表

    

    

4、CRS下三大類離岸公司合規身份

（1） 離岸貿易公司：除非符合「基於收入和資產的主動非金融機構」的要求，否則一般來說離

岸貿易公司並無實際經營場所、僱員，業務產生積極收入的資產，因此處於被動非金融機構，需

通報實質控權人。

（2） 離岸控股公司：符合「非金融集團中的控股非金融機構」，無需通報實質控權人。

（3） 離岸投資公司：如符合金融機構中的投資機構，則本身為申報主體進行申報；如不符合投  

 資機構條件，則視為一般被動非金融機構，需穿透，即需通報實質控權人。

二、如何判斷公司戶的實質控權人

1.  直接或間接控有離岸公司25%的股權或投票權的個人；（例：本人持股雖不超過25%，但加上

委託其他人代持的股份，其起到投票權的份額超過25%，即可認定為實質控權人）

2.  通過其他方式對連離岸公司實施有效控制的個人；（例：雖無上述超過25%股權與投票權的自

然人，但某人對於離岸公司的人事任免及財務管理有控制權的，即可認定為實質控權人）

3.  離岸公司而定高級管理人員，例如：董事

三、如何判定稅務居民所屬地

   CRS下的納稅義務並非單以國籍作為判斷標準，而是賬戶最終受益人所屬稅務居民所在地為準

並進行報送，從而使得該稅務居民所在地得到相應的課稅權利，那麼如何判斷你所屬的稅務居民

所在地呢？通常通過以下幾點：

1、  護照：並非唯一判斷稅務居民所屬地的要件，各國/地區對成為稅務居民的要求不同，持有一

國護照並不代表成為該國的稅務居民，非一國公民，也有可能在當地負有納稅義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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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持永居在境內生活、工作）；

2、  稅籍編號：部分國家/地區的ID NUMBER即是自然人的稅籍編號，但部分國家/地區的稅籍編

號則是要通過在當地納稅或是申請從而取得，金融機構主要以此作為識別賬戶持有人稅務居

民所在地；

3、  通訊地址/通訊電話：通常代表了賬戶持有人或控權人主要生活的所在地；

四、銀行帳戶開立與維持困難

   鑒於銀行受到FATCA及CRS的雙重制約，有義務對賬戶資金來源進行深度的KYC，否則動輒罰

款百萬起跳，導致銀行界人人自危，寧願不做業績，因實在經不起一次的罰款。

   無論是何種類型的賬戶開立，銀行必須詳細瞭解開戶人身分(是否為美國稅務居民或確認居住國

稅務號碼(Tax ID)，進行FATCA通報或CRS通報、開戶的動機、目的、帳戶經常餘額、年度帳戶

進出金額大小、匯入資金來源、匯出資金用途，是否涉及洗錢或逃漏稅行為，所以在開戶階段的

KYC(Know your cumtomers)及supporting document皆很繁瑣；因此，大多數的銀行已經不接受

上門客（Walking in client）的開戶，因為其可控性太低，加上目前全球反洗錢(AML)日益嚴格，

銀行都擔心未盡合規調查，日後可能被罰以巨款。

   公司戶，根據用途一般分為以下幾種類型，其開戶所需提示的文件也有所不同：

（1） 貿易公司：目前來說商業銀行針對貿易用途的公司接受度相對高一些，除了對董股的行業

背景、資金來源進行審查外，還需提供貿易合同、INVOICE、甚至報關單據供銀行確認其

確為貿易公司

（2） 控股公司：控股公司除上述文件外，還需提供其轉投資子公司的相關資料

（3） 投資公司：投資類型的境外公司目前占離岸業務的絕大多數，大部分可能會選在私人銀行

進行開戶，銀行除了在對股東背景審核的規格越來越高，即使資金由同名賬戶匯入，仍要

求股東說明資金如何累積，是否有投資的能力，而匯款方面更是多方限制，無法同時兼具

商業支付的功能。

   如果你是知名人士，你可能以為開戶一定沒有問題，實務上，甚至還發生銀行要求你提出證明

你就是你的證明，連這些站在頂端的人士在開戶時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一般平民百姓在開戶時

遇到以下這些窘境也見怪不怪：

（1） 無止境的補件：在銀行端，法遵部門（Compliance）的態度就是將每一個客戶的資金來源

都視為不當所得，客戶要自己證明自己的錢是其來有自的正當所得，這中間一來一往補件

的時間，少則1個月，多則3、4個月非常常見；

（2） 要求客戶先以個人名義在銀行開戶，往來至少一年半載培養了信用之後，銀行才會進一步

評估是否同意開立公司戶；

（3） 全面拒絕新客戶開戶，以求盡可能降低可能發生的風險。

   最後，終於在歷盡千辛萬苦完成開戶之後，難道就一路暢通了嗎？恐怕不是，賬戶的每一筆資

金的進出，都需要存有完整的憑證（合同、INVOICE），即使匯款的當下順利放行，有可能過了

半年後，銀行抽查到這一筆可能被視為可疑的款項往來，立馬就會來信要求說明並提供相應的

supporting document，如果你置之不理，很快的賬戶可能就被凍結了，甚至給你一張關戶通知。

   如果你是貿易類型的公司，你一定覺得公司的款項往來有相關單據一定無虞，那就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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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CRS 

類型 金融機構 註冊代理人

對象 1.法人機構  1.法人機構

 2.控權人  2.最終受益人

 3.自然人  3.自然人

地址 法人機構   註冊/營業地址 法人機構   註冊地址

 控權人 
居住地址

 最終受益人 居住地址/通訊地址/ 
 

 自然人  自然人 居住地址 

國籍 法人機構   公司註冊地 法人機構   公司註冊地

 控權人 
護照核發地

 最終受益人 
護照核發地

 自然人  自然人 

稅務號碼 法人機構   
納稅識別號碼

 法人機構   公司登記號碼

 控權人 (若無，須說明原因) 最終受益人 
護照號碼

 自然人  自然人 

其他 法人機構   公司類型等資訊勾選 法人機構   公司類型勾選與簡單說明

 控權人 控權類型勾選 最終受益人 資金來源勾選與簡單說明

呂旭明會計師
台灣、中國註冊會計師
安致勤資會計師集團  所長
(KEDP CPA GROUP)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20號11樓
電話 : +886 2 8780 7766
電郵 : peter.lu@tp.kedpcpa.com

如果你幾年前往來的客戶上了銀行的黑名單，即使你們早已沒有業務往來，仍有可能因此而被銀

行詢問調查。

   此外，每年銀行都會進行賬戶年審（Account Review），除了因此要申請境外公司文件提供銀

行確定公司存續狀況所產生費用外，每年都要對這個賬戶的性質、架構是否有變更，同時也會再

次對實質受益人及控權人進行例行調查，如果稍有粗心回答或是填寫錯誤，又可能造成更多的詢

問。

   總而言之，賬戶的開立、使用、年審都需要慎重的對待與處理，否則一旦賬戶被關注或是被凍

結，對於客戶日常的營運使用皆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不可輕忽。

五、金融機構 KYC 與境外註冊地政府 KYC 之簡易比較

註:目前主要是金融機構確實執行CRS的資訊收集，境外公司的註冊代理人因應環境的變化，相對

增加審核的資訊要求，但並未特別針對稅籍這部分有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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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3月7日發佈

《2018年投資管理業趨勢展望》（2018 

Investment Management Outlook: Vision and 

focus to drive success）報告，文中指出，綜觀

2018年的投資管理產業趨勢，大多數投資管理

公司仍將面臨獲利空間壓縮之挑戰，因而建議

業者「付諸行動、敏捷的營運模式、量身打造

的數位策略」將為提升企業競爭優勢之三大關

鍵。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證券暨投資管理

產業負責人黃海悅表示，隨著科技服務創新，

對於投資管理企業而言，數位策略調整將成無

法忽視的課題，同時提醒，投信投顧產業從與

客戶相關的商品設計至後端的策略規劃，皆可

受惠於演算法之運用，因此運用新興科技所帶

來的創新營運模式也應發展健全的風險管理制

度。

2018年投資管理產業發展趨勢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近年來投資者偏好低手

續費且被動式管理的產品，綜觀2018年的投資

管理產業趨勢，大型投資管理公司掌握了ETF

及共同基金逾七成之市佔率，一般公司難與之

抗衡及競爭，但大多數投資管理公司仍將面臨

獲利壓縮，因此預計年底的資產管理規模將維

持平穩，面對這般趨勢，勤業眾信建議，投資

管理業者應掌握「付諸行動、敏捷的營運模式

、量身打造的數位策略」三大關鍵改變，以提

昇競爭優勢。

一、付諸行動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業者投入能刺激成長的

具體行動可朝併購與人工智慧兩大方面著手。

首先，可透過併購擴大營運規模，如此業者能

有更廣的產品配置、更多的銷售管道、更多元

的人才庫。根據統計，2017年投資管理業平均

併購規模成長至6億5千萬美金[1]，相較2016年

成長兩倍，因此預期2018年平均併購規模將持

續成長，甚至可達歷史新高。若以台灣的併購

狀況而言，日前勤業眾信甫發布的《私人企業

全球視野》（Global perspectives for private 

companies）調查報告也指出，整體而言，在政

策扶植及企業支持下，2018年台灣的併購市場

發展亦將持續樂觀的成長。

   其次之具體行動是運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選擇投資標的，除了掌握現

有參數之外，同時將過去未使用之資料庫納入

分析範圍，以期獲得更新的投資觀點。報告指

出，相較於2015年僅47%的企業採用人工智慧

及機器學習等演算法，在2018年於全球新發布

的對沖基金將有七成採用這類方式。因此，勤

業眾信建議，投資管理業者可盤點現有的科技

架構，評估是否擁有運用人工智慧及另類數據

所需之資訊儲存空間及處理能力，以確保能滿

足未來成長需求。

二、敏捷的營運模式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面臨獲利緊縮及成本攀

升，企業應檢視現有營運模式中成本可更有效

率處，進行有效資源分配，因此企業可自人才

、流程、科技三面向著手改善營運模式，並評

估是否將部分人力及科技委任外包，未來服務

委外之情形將更加普遍。

   根據勤業眾信觀察，大型企業間採用雲端技

術的解決方案已十分普及，相較於單純升級既

有資訊技術架構，2018年也預期有更多中小型

企業跟隨著這股潮流，採用雲端技術的解決方

案。對此，黃海悅補充，金融服務業者成本管

2018投資管理業趨勢展望報告
黃 海 悅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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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前提是風險控管，企業也應監控流程與建

立審視機制，確保風險導向之資源分配以進行

營運模式轉型，並研擬如何監督委外作業的第

三方合作夥伴，做好資訊安全之治理與防護，

才得以兼顧風險管理與營運效能。

三、量身打造的數位策略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投資管理業者的產品需

有明確定位，才可以鎖定對的族群。例如，千

禧世代較為習慣新興科技的服務，但對於戰後

嬰兒潮世代，面對創新科技的接納程度仍在適

應，因此企業面對不同目標客群時，應有不同

的數位策略。

   隨著科技服務創新，對於投資管理企業而言

，數位策略調整將成無法忽視的課題。然而，

根據調查指出，僅四成業者認為公司有明確且

一致之數位策略；若將時間拉長，具備五年以

上整體數位策略的公司卻僅有2%。黃海悅表示

，透過新興科技可將服務推廣至更大的客群，

兼顧「非主流的投資群體」量小單多之需求，

進而達到普惠金融的效果，因此業者應將數位

策略納入整體考量，進而制定短中長期之規劃。

   報告也指出，雖然千禧世代尚未成為投資的

主力客群，也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成為重要的群

體，因此勤業眾信也建議，業者若能及早布局

、開展與千禧世代客群的關係，日後亦能透過

社群基礎擴大客群，從中獲益。

   為滿足新世代的理財需求，自動化投資理財

顧問（Robo-Advisor）應運而生，雖短期內尚

未蔚為主流，但也將持續成長。現階段台灣的

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服務仍以「分析及給予建

議」為主要，投資人仍需積極管理投資決策，

因此黃海悅建議，投資管理業者在提供自動化

投資理財顧問時，應先釐清目標客群對於理財

機器人的預期及認知，並將從業人員累積之經

驗轉化為投資觀念及金融知識教育之基礎，產

官學研也應共同努力制定機器學習的跨產業驗

證標準，配合健全之監理機制及合理之究責制

度，方能創造投資管理業者、投資人及監理單

位三贏之局面。

   黃海悅補充，運用新興科技所帶來的創新營

運模式也需要發展健全的風險管理制度，以投

信投顧產業而言，從設計創新商品、提升客戶

體驗，至企業營運及策略規劃，皆可受惠於演

算法之運用，然而，開發人員運用個人經驗或

理論知識將導致流程差異，且隨著演算法的複

雜度日益加深、過程設計缺乏透明度、使用不

當等諸多因素，亦將招致營運風險提升。企業

若未能在設計、導入及應用層面先將市場風險

、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等因素納入考量，演

算法所帶來的潛在利益則將受損。

   風險管理應為企業運用人工智慧之前提，無

論是公司內部的風險治理架構之調整或管理階

層對人工智慧之認知與風險意識，皆需要從在

營運模式調整同時一併規劃，才能在監理環境

中突破創新，掌握引領產業創新之契機，並鞏

固在市場中的領導地位。

 

黃海悅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人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20樓
電話 : +886 2 2725-9988 分機1134
電郵 :  hahuang@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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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在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境外

電商業者(簡稱境外電商)，透過網路跨境銷售

貨物或勞務日益普及，對於建構在實體交易的

傳統稅制產生挑戰，因此OECD提出「防制稅

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行動計畫，建議境外電商

銷售電子勞務者應於消費地國辦理稅籍登記以

報繳稅捐，而韓國、日本、紐西蘭及澳洲等國

已採行此一措施。為因應此一國際趨勢以及國

內業者要求公平競爭之呼籲，台灣於2017年5

月1日起採行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稅課

徵新制，另針對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交易具

交易頻繁及金額較小等特性，訂定自2017年度

起得依核定之淨利率及利潤貢獻度計算所得額

之簡化方式。

營業稅

   有關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稅課徵新

制之重要內容如下：

一、報繳主體
   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並收取

價款者，其年銷售額逾新臺幣48萬元應辦理稅

籍登記以報繳營業稅。所謂電子勞務，包含利

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由消費者以網路

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運用，或

未儲存而以線上遊戲、視訊瀏覽、音頻廣播、

互動式溝通等數位型態使用，及經由境外電商

之網路平台提供而於實體地點使用之勞務。

二、課徵範圍
   前述電子勞務無實體使用地點者，以購買之

個人在台灣境內有住所或居所或有下列情況：

•  購買電子勞務，所運用之電腦設備或行動

裝置之安裝地在台灣境內或所持手機號碼

，其國碼為台灣代碼（886）。

•  與交易有關之資訊可判斷買受人為台灣之

自然人，例如帳單地址、銀行帳戶、使用

設備或裝置之網路位址（IP位址）或用戶

識別碼(SIM卡)。

購買之電子勞務有實體使用地點者，以勞務

使用地在台灣境內，認定如下：

•  與不動產具有關聯性，如住宿或建築物修

繕等，其不動產所在地在台灣境內。

•  運輸、各項表演、展覽活動及其他勞務之

提供，其使用地在台灣境內。

三、報繳方式
   應以2個月為一期，自行或指定代理人代為報

繳稅款，於2018年以前得免開立統一發票，自

2019年起則應開立雲端發票，而稽徵機關輔導

開立雲端發票之期間可至2019年 12月31日。

所得稅

   有關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之所得稅課徵新

制之重要內容如下： 

一、來源收入之認定
   依有實體使用地點、無實體使用地點而為數

位內容供應及提供網路交易平台服務之情形，

分別為：

•  線上使用具有即時性、互動性、便利性及

連續性之數位內容供應（例如線上遊戲、

線上影劇、線上音樂、線上視頻、線上廣

告等），其取得之報酬為台灣來源收入。

•  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之已在境

外產製完成之數位內容商品（例如單機軟

體、電子書等），無需經由台灣個人或營

利事業之參與及協助即可提供者，其取得

之報酬非為台灣來源收入。

•  有實體使用地點之勞務（例如住宿服務、

汽車出租服務），以勞務提供或經營地點

在台灣境內取得之報酬，為來源收入。

•  提供網路交易平台服務收取之報酬，買賣

雙方或一方在台灣境內者，為台灣來源收

入。 

跨境銷售電子勞務營業稅及
所得稅課徵新措施

陳 志 愷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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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得之計算
   所得計算可有成本費用減除及以境內利潤貢

獻程度劃分之方式，分別如下： 

1. 成本費用之減除：

•  核實計算方式：其能提示帳簿、文據者，

可核實減除來源收入之相關成本費用。

•  核定淨利率之簡化方式：可提示合約、主

要營業項目、境內外交易流程說明等證明

文件，申請稽徵機關核定其主要營業項目

適用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計算所得額，

其不符上開規定者以30%為核定之淨利率

。但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淨利率高於30%，

按查得資料核定。

2.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劃分：

•  核實計算方式：其能提示可明確劃分境內

外交易流程對利潤相對貢獻程度之會計師

查核簽證報告、移轉訂價證明文件、工作

計畫紀錄或報告等證明文件者，可核實計

算及認定在我國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  核定利潤貢獻度之簡化方式：除其全部交

易流程或勞務提供地與使用地均在境內(例

如境內網路廣告服務)，其境內利潤貢獻程

度為100%外，可申請稽徵機關以50%為核

定之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但稽徵機關查得

實際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高於50%，按查得

資料核定。

三、報繳方式
   所得稅報繳方式，依是否屬扣繳範圍所得之

情形，分別為：

1. 屬扣繳範圍之所得：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

時，按「給付額」扣繳稅款。但境外電商

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其適用之淨利率

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者，得以所計算之所

得扣繳稅款。

2. 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應由境外電商自行

或委託代理人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

   (次年5月1日至5月31日)申報納稅。

   對於提供網路交易平台服務之業者，得提示

相關合約、轉付款項證明及該轉付價款已完納

所得稅證明，向稽徵機關申請按實際收取之平

台手續費，依是否屬扣繳範圍所得之情形課徵

所得稅，但其轉付外國非平台電子勞務業者之

價款如為台灣來源收入者，外國平台業者應履

行扣繳義務，於次月10日前繳納所扣稅款，並

彙報稽徵機關。以上外國非平台電子勞務業者

經向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核定之淨利率及境內利

潤貢獻程度者，外國平台業者得以所計算之所

得扣繳稅款。

結語

   對於境外電商之營業稅及所得稅課徵新措施

可有以下之觀察：

1.本新制之營業稅課徵，以B2C之交易為對

象；所得稅之課徵則以構成台灣來源所得

之交易為對象，不論B2B或B2C之交易。其

中B2B之交易採扣繳完稅方式，B2C之交易

則為申報納稅。

2.境外電商經申請稽徵機關適用核定之淨利

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而溢繳之所得稅款

，得自取得收入之日起5年內申請退還。另

其B2B之交易而溢繳之營業稅款，亦同。

3.境外電商所在國若與台灣已簽署全面性租

稅協定，其符合規定條件，得向稽徵機關

申請適用租稅協定之營業利潤免稅。 

 

陳志愷 會計師
台灣、中國註冊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人
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68樓

電話 : +886 (2) 8101 6666 ext. 03174
電郵 : kchen4@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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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稅率  說明  備註  

一般土地  
(累進稅率 ) 

20%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調整後成
本未達1倍者  

 

30%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調整後成
本1倍以上未達2倍部分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20年
以上者，減徵20%；超過
30年以上者，減徵30%
。超過40年以上者，減
徵40%。  

40%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調整後成
本2倍以上部分  

自住用地  10%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 、直系親
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
租或未供營業用的住宅用地。  

有若干條件限制。  

一、前言

個人不動產交易在台灣的稅制，涉及的稅負包括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及地價稅等

，本篇僅就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加以介紹。台灣自2016年1月1日起實施「房地合一實價課徵所得

稅」新制，目前房地所得課稅包含舊制及新制規定，呈現新舊稅制並存的現象。

二、個人房地產交易之課稅-土地增值稅

(一) 土地交易所得課徵土地增值稅

個人不動產之交易，土地就增值部分須課徵土地增值稅(以下稱土增稅)，土地增值稅係對已規定地

價的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就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為土地稅法第28條所規定。

1. 課稅所得額＝土地漲價總數額ｘ稅率

2. 稅率結構

 土增稅率係採累進稅率，依持有年度為依據，由20%至40%，計算公式如下：

(二) 個人移轉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的優惠規定

1. 繼承免稅規定

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遺贈之土地未來移轉他人時，以遺贈人死亡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2. 配偶間贈與不得稅

配偶間贈與「得申請」不課徵，移轉他人時，應納稅額一次追回，即以該土地贈與前之原

地價計算漲價總數。

3. 信託土地移轉不課稅

依土地稅法28條之3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符合一定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例如因信託

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4. 重購退稅

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後，出售後2年內重購，或購入後2年內出售，依土地稅法第35條

，符合規定者，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

得申請退稅。

5.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土地所有權人移轉自用住宅時，得申請按自用住宅10%課徵土增稅，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一

生一次為限。

個人不動產交易之資本利得課稅制度
徐 麗 珍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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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上建物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並於該地做戶籍登記。

(2) 都市土地3公畝，非都市土地7公畝。

(3) 出售前一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

(4) 自用住宅建築完成一年內，其房屋評定現值須達所占基地公告現值之10%。

 

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一生一次規定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得申請按自用住宅10%課徵土增稅，不受前項一生一次之限制， 

(1) 都市土地1.5公畝，非都市土地3.5公畝。

(2)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的房屋（即僅限持有一    

屋)。

(3)出售前持有該土地6年以上。出售前6年，有本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連續設籍。

(4)出售前5年，無出租營業用。

案例說明

宋小姐於民國2007年買入新莊區的房屋一層，土地公告現值為400萬元，2009年把房子賣掉，公

告現值為700萬元，若假設物價指數無調整也未發生任何可扣減費用，則宋小姐售屋之土地自然漲

價總額為300萬元，漲價一倍以內，稅率為20%。宋小姐打算於2010年度買入中正區房屋一間，土

地公告現值約為800萬元，宋小姐應採重購退稅或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土增稅優惠（假設符合要件）？

一般稅率：300萬 X 20%=60萬

一生一次：300萬 X 10%=30萬

重購退稅：

可退稅額度=800萬-(700萬-60萬)=140萬>已納60萬，可全額退稅

建議本次選擇重購退稅,保留一生一次之優惠稅率於下次使用

三、個人房地產交易之課稅-所得稅

 (一) 房屋交易所得課徵個人所得稅

個人於2016年1月1日前取得的房地，係依舊制計算所得額，在舊制下，土地係按公告土地現值

所計算的土地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不納入所得稅課稅範圍，僅就房屋部分計算財產交

易所得課稅；2016年1月1日起實施新制，2016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不動產，自2016年1月1日

起交易房屋、土地者，所得按房地合一按實價課稅。新、舊制比較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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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部分

課稅範圍

申報方式

課稅所得

境內居住

者

非境內居

住者

舊制

(財產交易所得)

僅就房屋部分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課

稅(註一)

土地交易所得免課所得稅

併入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於次年5

月辦理結算申報

房屋收入－成本－費用

若未提示收入成本，依規定設算所

得

併入綜合所得總額按5%~45%累進

稅率課稅

按所得額20%扣繳率申報納稅

新制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2016年1月1日以後取得，自105年1月1日起交易房

屋、土地者，所得合一按實價課稅。

2016年起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的房屋使用權：其

交易視同房屋交易 

分離課稅，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30天

內申報納稅

房地收入－成本－費用－依土地稅法計算的土地漲

價總數額

個人交易房屋、土地，因未提示取得、改良及移轉

費用證明文件，按成交價額5%認定費用計算

1. 依持有期間認定：

• 1年以內：45%、

• 2年以內超過1年：35%

• 10年以內超過2年：20%、

• 超過10年：15%

2. 因非自願因素：

符合財政部公告的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

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2年以下的房地：20%

3. 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

得之日起算2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20%

4. 符合自住房地優惠適用條件，課稅所得超過400

萬元部分：10%。

依持有期間認定

1. 持有1年以內：45%

2. 持有超過1年：35%

(註一) 舊制房屋出售所得計算(土地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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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售價  

遺產、贈
與所取得  

可舉證成本  

高級住宅  
台北市 :7 ,000 萬  
新北市 :6 ,000 萬  
  其他 :4 ,000 萬  

其他住宅  

 

X 15%  

房屋現值  X 41% (註 )  

註 :此利潤率適用於台北市房屋，各地區明細請詳 2017 年個人出售房屋之財交 所

取得成本  費用  

購入  

本  

房  

屋  

交  

易  

所  

得  

不可舉證成本

實際購入成本

房地總售價  X 房屋現值占土地及房屋現值之比例  

房屋現值

(二) 舉例

案例一 2015年12月31日前取得，出售時適用舊制之資本利得課稅

某甲於1995年1月取得台北市A房屋連同基地總價TWD 1,500萬元之非自用住宅不動產，2017年12

月將該房地以TWD 4,000萬元出售

 取得及出售 1995/1取得 2017/12出售

 房地總價 1,500 4,000

 公告土地現值 600 2,000

 消費者物價指數 1995/1至2017/12：120%

 房屋評定現值  400

(1) 所得額＝房屋評定現值400 X 41%＊＝164

(2) 應納稅額＝164 X 40%＊＊＝65.6

＊假定某甲因時間久遠，無法提出取得時之實際成本資料

＊＊假定某甲的綜合所得稅適用最高級距稅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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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購退稅 在舊制規定下，納稅義務人先售後

購或先購後售，所繳納該財產交易

所得部分之綜所得稅額，自完成移

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如重購自用

住宅之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得

於重購自用住宅完成移轉登記之年

度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或

退還。但原財產交易所得已依規定

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在此

限。

重購自用住宅之優惠，新制與舊制
之差異在於，舊制只有在重購自用
住宅之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才能
退還，同樣情況下，新制則可按重
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計算退還
繳納稅額，比較優惠。

個人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依規定繳納之稅額，
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
算二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者，得於重購
自住房屋、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
易之次日起算五年內，申請按重購價額占出售
價額之比率，自前開繳納稅額計算退還。

個人於先購買自住房屋、土地後，自完成移轉
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
出售其他自住房屋、土地者，於依規定申報時
，得按前項規定之比率計算扣抵稅額，在不超
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
前二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
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
或退還稅額。

出售自用

住宅優惠

新制之下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

納所得稅。但符合下列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

按規定計算以不超過400萬元為限，超過400萬元部

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 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持有並居

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且無出租、供營業或

執行業務使用。

‧ 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

適用本款規定。  

舊制      新制

案例二 2016年1月1日以後取得，出售時適用新制之資本利得課稅

某乙於2016年7月取得台北市B房屋連同基地總價TWD 6,000萬元之非自用住宅不動產，2018年5

月將該房地以TWD 8,000萬元出售，土地增值稅200萬，詳細資料如下：

 取得及出售 2016/7取得 2018/5出售

 房地總價 6,000(含費用) 8,000

 公告土地現值 4,000 5,000

 消費者物價指數 2016/7至2018/5：102%

 房屋評定現值  1,000

(1) 所得額

實際成交價額8,000—取得成本及費用6,000—土地漲價總數額920＝所得額1,080(土增稅200萬元

不得列為費用)

(2) 應納稅額

所得額1,080 X稅率35%＊＝應納稅額378

＊持有期間超過1年未滿2年，適用35%稅率

 

(三) 個人移轉不動產之所得稅負優惠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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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繼承取得時點

2015年12月31日以前

2016年1月1日以後

被繼承人取得時點

一律適用舊制

2015年12月31日以前

2016年1月1日以後 

適用新制或舊制

適用舊制；如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5自住

房地租稅優惠適用條件，得選擇適用新制

新制

被繼承人取得房地

日期

2014年2月1日

2015年6月1日

2016年1月2日

繼承人

繼承取得日期

2015年2月1日

2016年6月1日

2016年2月2日

出售時間

2016年12月1日

2021年6月2日

2016年12月1日

適用規定

舊制

舊制，如符合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適用條件，得改採新制

新制   

(四) 舉例

黃小姐於2016.6.8 購入林口一戶住宅，總價5,000萬(房1,000萬;地4,000萬)，當年土地公告現值

2,500萬。

2017.9.3 以6,200萬出售(房1,200萬;地5,000萬)，當年土地公告現值2,800萬，並於過戶登記後申

報繳納所得稅118萬。

黃小姐為符合重購退稅，於出售該筆住宅前一年設籍且未出租營業用(自用住宅)，並於2018.7.23

購入蘆洲一處新屋，總價5,580萬(房1,100萬;地4,480萬)。

新制計算: 118萬x (5,580萬/6,200萬) =106.2萬

若在舊制之情況下 : 無可退還

(五) 個人在2016年以後出售因繼承取得的房地時，是否要適用新制?

舉例說明，老王取得Ａ房地之後過世，由其子小王繼承該房地，小王於2016年1月1日以後出售Ａ

房地時，適用新、舊制規定如下：

五、結語

在新舊制之下之課稅規定，因取得之情況、時點、條件不同等因素，在移轉不動產，包括出售、

贈與、繼承，因取得時間不同及相關計算及優惠亦有差異，可以思考如何計算及規劃，以求得最

佳稅負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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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電話 : +886 2 2729-6207
電郵 lily.hsu@tw.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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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Facebook成為全球最大的社群網後，國內

廠商們紛紛都開始利用Facebook廣告爭取曝光

機會，Facebook因而賺取大量的廣告收入。國

稅局同樣也相中跨國廣告電商這塊大餅，而發

布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稅之相關

規定。因Facebook在台灣未設分公司，故開始

要求國內廠商在Facebook投放廣告時都須扣繳

20%的所得稅款（Withholding Tax）。又因

Facebook僅以實際收到的廣告金額而投送相對

應的時間與曝光度，舉例來說：國內廠商想以

1000美元在Facebook投送廣告，其中有200元

美元為稅款，Facebook只實拿800美元，故只

提供800美元的廣告效益，這使得國內廠商不

但要代替Facebook負擔稅款，還只能得到扣除

稅款後的廣告效益，也可說是等於被剝兩層皮。

   而經國內廠商申訴後，財政部於民國（下同）

107年1月2日發布台財稅字第10604704390號令

，規範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中華

民國境內買受人之相關所得稅課稅規定。外國

電商於符合條件下，可採用所謂的視同淨利率

30%的方式核定所得。透過視同淨利率×境內

利潤貢獻度×所得稅率20%，等於扣繳稅率可

由原本的20%直接大幅下降。就Facebook案件

而言，推估可降到6%。另外就生效日的部分，

對於106年1月1日起於Facebook投放的廣告，

以及所有未來對Facebook之應付款皆得依該函

令處理。

   該號函令說明扣繳稅率的降低將自106年1月

1日起追溯適用，這意味著國內廠商已負擔20%

扣繳稅額的部分，有權利搭配外國電商去向國

稅局申請退回14%的溢扣繳稅款。惟法理上扣

繳稅款的實際負擔者是外國公司，也因此若無

外國公司協助提供相關文件及授權書，國內廠

商仍有困難申請退稅。退回款項技術上也屬外

國公司所有，故雙方對與退回款項的歸屬若無

特別事先約定，是可以產生爭議。

   關於Facebook案件，依據媒體的報導，

Facebook 似乎已經釋出相當大的善意。香港和

台灣公共政策總監透過媒體表示會在全力配合

財政部的前提下，共同商研相關機制，讓這些

已繳納20%稅額的國內廠商獲得 Facebook 授

權，直接把退稅匯進當初刷卡的戶頭。但實際

上文件簽屬，對外國企業而言往往需要嚴格把

關。也就是說需層層主管甚至律師等人同意，

方能進行。縱使最後外國公司同意，可能也已

經耗費了許多時間。另一方面，對於企業而言

，資金周轉及時效往往會牽動企業的命脈。也

因此，建議要與外國電商往來企業，最好在簽

約時就放入相關保護條款於契約中以避免所有

可能發生的爭議。另外也期待，我國的財政部

就程序的部分，能更體諒國內企業的立場，讓

申請程序能更簡化並且能協助國內企業不要受

制於外國電商，這樣方能建立友善課稅環境，

來創造三贏的局面。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之
新規定－以Facebook為案例的討論

羅 裕 傑 會計師

羅裕傑 會計師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21號5樓
電話 :  +886 2 2789 0887 分機 314
電郵 : jay.lo@tw.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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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移民現今已經遍佈全球，移民國家莫屬

美國移民人數最眾。在這些亞裔家族在美落地

生根，家族規模開枝散葉越來越茁壯之際，家

族所創造之財富型態也越形複雜，傳承給後代

也絕非僅循以往之模式就能解決。過去三十年

間，本人實際參與過許多亞洲高財富個人傳承

案件，觀察到他們的財富傳承的方式非常一致

——第一代努力工作並獲得豐富的經驗，期望

後代能夠過著富裕的日子；然而，財富的經驗

法則往往是，它很難從第一代順利地轉移到下

一代。對第二代來說，財富雖然形成了助力，

但是在接棒過程中可能處處充滿危機，而危機

常源自於上下代對於財富抱持的看法並非一致。

　上下代對於財富的看法源自不同的思維模式

，如此便造成不同世代之間的衝突——來自亞

洲的第一代，通常保有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

；第二代若非土生土長在美國，則是為了求學

或開拓視野而赴歐美求學，受到崇尚個人的自

由風氣的薰陶。如此的差異當然造成了價值觀

和想法之間的極大落差。此外，第一代創富者

的行事風格和個性理念通常主導了企業經營和

家族傳承的方向，他們這代多是白手起家，經

過重重的嚴苛考驗、付出許多心力再加上些許

的運氣，才創造出今日的財富。也因為如此，

他們挾著個人叱咤事業場的豐富經驗和主觀意

識及價值判斷，經常是以權威之姿來主導整個

傳承大局。多年內化的主觀意識使得他們難以

向第二代解釋其思維脈絡，而第二代更難以揣

測上一代的心意。

　長此以往，兩代之間對於經營企業、財富管

理及家族傳承的溝通無法完善，許多有利於創

造家族財富的機會就此喪失，更多無形的家族

價值也會在無效的溝通中逐漸消失。許多案例

是一直等到家族裡有重大變故，例如第一代的

健康亮起紅燈，或是企業經營發生危機，兩代

至此才談及交接議題，否則第二代常是無法理

解和掌握上一代的想法及其對企業經營的規劃

，如此情況無益於上下代之間的經營傳承。

　除了思維模式導致溝通不良之外，另一個不

利於財富傳承的導因是上下代對於家族企業的

經營產生的歧見。第一代苦心栽培第二代，期

望他們能夠繼承自己辛苦積纂下來的企業江山

，但第二代往往不積極無意甚或無意涉入家族

企業，想當然耳，最終必定導致家族激烈的衝

突。本人在執業過程中也常充當和事佬，觀察

並體悟到如果第二代在享受優渥生活的同時能

共同分擔經營責任，去了解家族企業的運作並

投身管理行列，必定能夠避免和上一代的紛爭。

　再者是「富不過三代」的案例屢見不鮮。就

亞洲傳統文化來說，大部分高財富個人一輩子

的努力就是為了下一代，但現實往往是第一代

創造累積、第二代守成維持、第三代則是敗光

一切。第一代辛苦累積創造財富，但不肯也無

意願過著豪奢生活，粗茶淡飯的日子甘之如飴

；但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因從未參與過第一代辛

苦的累積財富過程，自己過著錦衣玉食的日子

，只想著將家族財產變現好繼續過著安逸生活

，如此的揮霍度日恐怕是第一代預料不到的。

　本人在過去三十年間處理了許多面臨類似難

題的家庭紛爭，除了上下代產生對立的狀況之

外，也發現有為數不少的第一代抗拒交接給下

一代，當中的一個原因竟源於跨國稅務的申報

。許多有著雙重國籍或是美國稅務身份的第一

代，抱持著美國國稅局不可能找上的固執想法

，因而不申報美國稅、不批露海外金融帳戶，

有財富、有繼承人，卻解決不了跨世
代的財富傳承紛爭

呂 旭 明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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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憑第二代如何勸說都始終冥頑不靈。本人對

於這些不願多繳稅的高資產人士來說，常常花

上許多心力來導正他們的觀念，最終合法申報

美國稅並確實收到降低稅負的效果。反觀居住

在美國的第二代，他們雖然繼承了上一代的財

富，卻面臨申報美國稅和揭露海外資產的情況

。他們的稅務難題有二：一是他們應繳美國稅

卻未盡繳稅之義務；二是上一代未妥善作規劃

財富傳承所引發的種種問題讓第二代無可奈何。

　究竟這些高資產人士為何不及早規劃財富傳

承的各個階段？深究其原因，還是創富者的「

不作為」所致。當中許多第一代開始得太晚或

是根本沒時間去策劃，甚或有些人認為自己的

大限之日還太遙遠，現階段根本不需要考慮傳

承之事。因此這些「不作為」就在十年、二十

年過後，這些富人的上市股權、家族控股、骨

董字畫、翡翠鑽石等的財富，還是在原地打轉

、未見有積極的傳承規劃。

　財富傳承是個大學問，如何將成功傳給下一

代，在今日已成為亞洲創富家不得不面對的問

題。尤其當主要財產在亞洲，但繼承人長年居

住在海外時，這個挑戰性更大，常常容易導致

資產管理不善。很多情況是，第二代繼承人因

為不懂亞洲文化和法令限制，因而造成他們在

繼承財產時許多負擔和資源上的浪費。

　最後，財富傳承者也應了解美國和亞洲對於

財富傳承抱持的觀念差異，才更能理解下一代

對於接管財富的想法。在美國來說，富人傾向

建立大型的慈善機構來進行財富捐贈以幫助弱

勢族群；反觀在亞洲，富人多是儲蓄財富傳承

給下一代，不似美國富人會挹注許多資金給非

營利組織。

　此種差異來自於西方富人對社會抱持著關懷

的心，他們期望能夠對人類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也因此，從小就生長在美國的富二代或富三

代承接的是西方對於財富的價值觀，他們傾向

追求自我的人生目標，抱著未來將家族財富捐

贈給非營利組織的心態，而非自己投入家族企

業的經營。但這樣的想法常常引發了與上一代

和其他家族成員之間的衝突。長久下來，家族

成員對於財富處理的態度不一，最終引發嚴重

的家庭衝突。

　就本人從處理的案件中歸納出，財富傳承莫

過於圍繞在傳承成本、傳承糾紛、傳承債務與

傳承管理等四大問題；首先，傳承成本指的是

財富轉移程序中的難度與稅費；傳承糾紛則是

財富轉移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種種問題；債務糾

紛亦是財富傳承的致命傷，往往事業和投資越

大、未來糾紛就越多；最後是傳承管理，意即

上下代之間對於經營企業的共識不一，因此更

需要有效的管理工具（例如信託等）加上專業

經理人來解決此一問題。這些財富傳承的四大

問題不論是財富第一代、第二代，甚或是第三

代都需要共同面對。

呂旭明會計師
台灣、中國註冊會計師
安致勤資會計師集團  所長
(KEDP CPA GROUP)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20號11樓
電話 : +886 2 8780 7766
電郵 : peter.lu@tp.kedp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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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於自民國18年公布、20年施行迄今，歷經25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民國104

年7月1日有關新增閉鎖性公司之規定。隨著經濟社會之全球化發展，公司已成為國家經濟活動之

核心組織，其經濟影響力日漸深遠，公司法制之良窳影響國家經濟活動甚鉅。為因應新型態經濟

發展模式之興起，創新事業之蓬勃發展及經濟轉型之挑戰需求，公司法持續不斷地調整及修正，

以求與時俱進。在打造友善經商環境之同時，亦檢視並調整公司法之規定，在不大幅增加企業法

令遵循成本下，持續提供友善創新及創業環境，建構我國成為適合全球投資之環境，促使我國商

業環境更有利於各種產業之發展，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在我國設立公司，並賦予中小型公司有

較大經營彈性，故於2018年7月6日三讀通過公司法修正案。本次涉及148個條文之修正，為公司法

於2001修正以來最大幅度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2018年7月公司法修正說明

友善創新

創業環境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

增加一年分派盈餘次數

增加無票面金額股

增加特別股種類

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

信託契約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債

，刪除發行總額之限制

公司除以營利為目的，亦應善盡社會責

任。（第1條）

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得以章程訂明

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盈餘分派

。（第110、228-1條）

公司得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

額股；股份有限公司得將面額股轉換為

無面額股，但無面額股不得轉換為票面

金額股。（第156、156-1條）

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或對

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之特別股（俗稱黃

金股）。（第157條）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得以協議約定共

同行使表決權，或將表決權信託予第三

人。表決權信託契約應向公司登記，始

得對抗公司。（第175-1條）

公司債為企業重要籌資工具，故放寬發

行總額之限制。（第247、248條）

內容                                          修法後

強化公司

治理

擴大實質董事適用範圍

擴大「揭穿公司面紗原則

」適用範圍

董事責任險之揭露義務

擴大將實質董事為公司負責人之規定適

用於所有類型之公司。（第8條）

擴大將有限公司亦適用揭穿公司面紗原

則。（第99條）

明訂公司得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並應

將投保或續保內容於最近一次董事會報

告。（第193-1條）

陳 建 中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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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司

治理

放寬董事會召集權人範圍

擴大檢查人檢查範圍

提高公司負責人違法之行

政責任

股份有限公司過半數董事於董事長不召

開會時，得自行召集董事會。

（第203-1條）

檢查人檢查公司文件之範圍除業務帳目

及財產情形外，擴及特定事項、特定交

易文件及紀錄。（第110、245條）

參酌證券交易法規定，將公開發行公司

負責人違反特定條文之罰鍰額度，提高

為新台幣24萬元至240萬元。

（第161-1、172-1、192-1、210、

210-1、218條）

增加企業

經營彈性

放寬轉投資之限制。

無限責任公司有機會轉為

有限責任。

降低有限公司特定事項之

決議門檻

放寬董事人數限制

放寬發行股票之規定

放寬發起人股票轉讓限制

縮短董事會召集事前通知

期間

擴大員工獎酬機制適用對

象

刪除非公開發行公司轉投資之限制

（第13條）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變更章程，將其組織變更為

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第76-1條

、第126條)

有限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僅須

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113條）

單一法人股東之公司得不設董事會及監

察人，僅置董事一人或二人；非單一法

人股東之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不設董事會

，僅置董事一人或二人，惟仍應設監察

人。（第128-1、192條）

非公開發行公司得自行決定是否發行股

票。（第161-1條）

刪除公司發起人於公司設立登記一年內

不得轉讓股份之限制。（第163條）

非公開發行公司董會召集通知由現行七

日縮短為三日。（第204條）

公司章程得明訂(1)員工庫藏股、(2)員

工認股權憑證、(3)員工酬勞、及(4)員

工新股認購、及(5)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等得發行、轉讓或發給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另外，非公開發

行股票之公司亦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第167-1、167-2、235-1、267條）

內容                                          修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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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股東

權益

增加股東會召集通知應列

舉並說明主要內容之特定

事由

加強股東提案權之保障

控制股東之股東會召集權

（大同條款）

強化股東對董事、監察人

候選人提名權保障

加強股東資訊權

強化股東會召集權人之資

訊權

參照證券交易法規定，就(1)選任或解

任董事、監察人、(2)變更章程、(3)減

資、(4)申請停止公開發行、(5)董事競

業許可、(6)盈餘轉增資、(7)公積轉增

資、(8)公司解散、(9)合併、分割或

(10)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各款事項，應

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內

容。（第172條）

除非法定形式要件不具備，否則董事會

應將股東提案一律列為議案。（第

172-1條）

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

會。（第173-1條）

除非不具備法定要件，否則董事會應將

股東提名者列為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第192-1、216-1條）

股東請求之資料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

，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第

210條）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開股東會者，

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

簿。（第210-1條）

數位電子

化及無紙

化

無實體股票

股東提案電子化

視訊股東會

所有發行股票之公司皆得選擇不印製股

票，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辦

理無實體發行。（第161-2條）

公司得以電子方式受理股東常會之股東

提案。（第172-1條）

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章程訂明股東會以

視訊會議進行。（第172-2條）

內容                                          修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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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司法修正方向，主要將原先實務解釋上有爭議或僅有解釋函令部分予以明文化，以杜爭

執，然在此修法框架下，仍不免尚產生一些爭議，例如俗稱「大同條款」之公司法第173條之1，

學者、工商界均提出恐有中資插旗介入等疑慮，且可能加劇公司派與市場派爭奪經營權之問題。

   此外，俗稱「SOGO條款」之公司法第9條，在本次修正案裡明文所適用者為違反刑法偽造文書

印文罪章之罪，惟一般咸認本條並無溯及既往之規定，蓋此為法治國原則裡的修訂法律之基本概

念；但此舉並無法完全杜絕有心人士故意曲解修法理由，因此少數人提出法條原意不變、應有溯

及既往之適用等觀點，未來恐仍有待司法機關針對此條條文如何適用乙節加以闡明。

建立國際

化之環境

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 

公司外文名稱登記

外國公司毋須經認許，即與我國公司有

相同權利能力。外國公司欲在我國營業

，僅須辦理分公司登記。（第4、370

～386條）

公司得向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公司外

文名稱登記。（第392-1條）

閉鎖性公

司之經營

彈性

董監選任不強制採累積投

票制

閉鎖性公司得於章程訂明選舉董監之方

式，不強制採行累積投票制。（第

356-3、356-7條）

遵守國際

洗錢防制

規範

申報董監事及股東資料

廢除無記名股票制度

除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外，公司應每年

定期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之資料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主

管機關建置之資訊平臺；其有變動者，

並應於變動後十五日內為之。若有申報

或申報之資料不實之情事，將依法受行

政處罰。（第22-1條）

廢除無記名股票制度，以避免無記名股

票成為洗錢之工具。（第137、164、

166、169、172、175、176、240、

273、279、291、297、310、316、

447-1條）

其他

違法增資適用疑義

（SOGO條款）

公司之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以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

罪辦理設立或其他登記，經法院判決有

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或依

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第9條）

一百零七年月六日修正之條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第449條）

內容                                          修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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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來說，本次修法所涉幅度不可謂不大，但在與國際洗錢防制接軌、以及加強公司治理、放

寬公司經營彈性等規範上仍值得肯定，未來將有利於台灣公司之永續經營、以及落實企業承擔社

會責任，的確是一大進步，若能持續與時俱進，對於台灣創業環境吸引投資資金將是一大利多。

陳建中 律師
遠見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號4樓413室

電話 : +886 2 2720 0188 分機 2668
電郵 : allenchen@yuanch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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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4年上線以來，肥咖條款一直是美國稅

務居民高度關心之議題。回顧肥咖條款，2009

年發生之瑞銀事件可謂其開端。美國政府因處

理該事件而學習之經驗及促成其查稅之決心，

不只展現在後來的肥咖條款上，海外帳戶自願

揭露計畫(OVDP, Offshore Voluntary 

Disclosure Program)亦是不同面向但相同目的

之產物。

   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畫自2009年開始，歷經

2011年、2012年及2014年的改版。以現行有效

之版本言，參與者必須補正申報過去8個年度之

所得稅及資訊申報表格，並於繳納應納稅款、

遲延利息及罰款後，再額外繳納所謂的海外罰

款(Offshore Penalty)，如海外金融機構參與其

中者，罰款金額可高達50%之資產價值。儘管

如此，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畫為唯一可免除參

與者相關刑事責任的方案，對想徹底清白者有

一定之誘因；參與計畫不要求說明漏報理由，

亦提高狀況複雜者參與之意願。據統計，迄今

已有約56,000人參與此方案，貢獻美國國庫達

111億美金，說明了雖有重罰但仍不乏參與者

之事實。伴隨著肥咖條款之效應，一手棒子一

手糖果之策略看來相當成功。然而這個策略，

今年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

   今年3月份美國國稅局發出2018-52號新聞稿

，開宗明義說明，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畫將於

今年9月28日正式結束。結束的理由主要是美

國國稅局認為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畫已公佈近

十年的時間，有意願參加者應已有充足的時間

參與；另自最高峰2011年以來(當年度參與人數

達11,000人)，此計畫之參與人數逐年遞減，至

2017年僅剩600人參加，效益漸低。背後之原

因，或許與另一自首方案：簡化遵循

(Streamlined Filing Compliance Procedures)之

熱絡有關。

   簡化遵循早在2012年即推出，但當時限制甚

多，諸如美國當地居民不得參加、區分高低遵

循風險、以漏稅金額是否逾美金1,500元為標準

等，導致此方案剛推出時參與度不高。美國國

稅局於2014年修正後，情況大幅轉變，短短數

年間，此方案參與人數已達65,000人，超越了

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畫參與人數。箇中原因，

相較於前述高額罰款，簡化遵循僅需繳納原本

之應納稅款及遲延利息，所得稅漏報本身不罰

，對海外居民更無參與方案本身之額外罰款。

縱使此方案並未免除參與者之刑事責任，但於

參與時詳述漏報原因並建立非故意漏報地位，

某程度亦降低此風險。再加上補正申報範圍僅

為最近三個年度，相較於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

畫亦大幅縮減，此類似大赦之安排下，不難想

像此方案受歡迎之程度。

   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畫之關閉或可預期，以

實務經驗判斷，對尚有漏報狀況者或許也影響

不大。但合理推想，於海外帳戶自願揭露計畫

關閉後，如僅有簡化遵循此單一方案有效，其

內容應有調整之可能。原本設計上海外帳戶自

願揭露計畫鎖定對象為高資產群或情況複雜者

，簡化遵循則為一般民眾狀況單純者，如簡化

遵循方案不為調整，前者即無可能自首之途徑

。調整簡化遵循使此類群眾有參與之管道有其

可能。於簡化遵循尚未複雜化前儘快參與之心

態，使此方案最近更為熱絡。

   當然，如簡化遵循未為調整，那就意味著對

於高資產群，美國政府已開始將大門關閉，查

核力道加強將取代以往之兩手策略，思考邏輯

截然不同。以此推演，美國國稅局也曾於新聞

稿透露，簡化遵循可能於未來某時點關閉。倘

若簡化遵循亦為關閉，屆時在無任何自首途徑

之下，查稅之範圍勢將擴及一般民眾，大魚補

完補小魚，演了十年的美國追稅大戲是否將如

此收網，值得密切觀察。

肥咖條款-收網捕魚了嗎？
卓 家 立 律師

卓家立 律師 
安侯法律事務所 所長
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61樓
電話 : +886 2 2728-9696 分機14688
電郵 jerrycho@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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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華律師 
安博法律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01號8樓之9
電話 : +886 2 2547 2185
電郵 : howardchen@calaw.com.tw

   西元（下同）2018年7月6日台灣的公司法通

過了從2001年來最大幅度的修正案，共計有

148個修正條文，本次修正案的要點，約莫可

以涵蓋六個面向，包括：增加法人透明度、友

善新創環境、企業經營管理彈性、保障股東權

益、強化公司治理、與國際接軌。本次公司法

的修正確實讓公司法這部超過80年的老車（按

：公司法是1931年7月1日起施行），有了新的

動能。本文主要是介紹新版公司法第22條之1

，本條規定係為洗錢防制、增加公司透明度之

目的，而制訂了關於公司應定期申報特定身份

之人股權及異動資訊，影響層面相當廣泛。

資訊揭露申報之對象

   公司法第22條之1在修法草案討論中，最具

爭議是公司對於股權「實質受益人」

（Beneficial Owner）揭露申報義務，最後通

過版本刪除「實質受益人」字眼，改採用證券

交易法的標準，明定「公司」應每年以「電子

方式」申報「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及「持股超過10%股東」相關資料，若有「

變動」者，應於變動後15天申報。惟本條並非

所有公司均會適用，目前主管機關仍在研議排

除適用本條揭露義務之條件。

資訊揭露申報的內容及方式

   依據公司法第22條之1第1項規定，公司應每

年定期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10%之股東之姓名或

名稱、國籍、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持股數或出資額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以電子方式申報至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之資訊平台；其有變

動者，並應於變動後15日內為之。但符合一定

條件之公司，不適用之。亦即，未來公司對於

具有上述身份之人及其股權異動資訊必須向政

府機關揭露，且同條亦規定：「前項資料，中

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也就是說，政府機

關將有權（也有義務）可以查核公司所申報揭

露的董監事、經理人及大股東之資訊。此一制

度上路後，該申報資訊之平台並不會對外公開。

違反資訊揭露申報的處罰

    依據第22條之1第4項規定，未依第1項規定

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實，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

通知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代表公司之董事

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限期

通知改正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50萬元以

上500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其情節重

大者，得廢止公司登記。亦即，政府機關可以

對於不遵守揭露義務之代表公司之董事處罰，

處罰至少五萬台幣起跳，最高可以罰到500萬

，且可以連續處罰，此外，政府機關也可以將

裁處記錄註記於政府機關所建置之資訊平台上

，其處罰不可謂不重。

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台灣公司法以往只對於「公開發行公司」

（包含上市櫃公司）有此資訊揭露申報之規範

，但公司法第22條之1施行後，一般公司除了

應注意資訊揭露的對象、內容、方式及期間等

規定的遵守外，更應注意申報內容不實或虛偽

所可能產生的法律及稅務風險。

台灣新版公司法關於董監事、經理人
及大股東之資訊揭露規定

陳 國 華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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