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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K辦”緣起─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因為我們收到很多高資產客戶經理的反映，在為客戶提供財富
管理服務時，除了投資理財之外，亦不免多多少少會接觸到與
客戶財富切身相關的一些稅務議題，如公司稅務諮詢、家族財
富代際間移轉、家族股權規劃等稅務議題，亦可能會面對客戶
要求協助處理上述議題，因而衍生對於稅務專業顧問的需求。

許志文 執業會計師

為此，我們結合KPMG資深稅務顧問及安侯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群，成立「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為高資產客戶經理於提
供客戶財富管理時，能在稅務領域得到更為縝密嚴謹之建議與
支持，成為你在服務高資產客戶的策略夥伴，與你及你的客戶
一起成長與茁壯。
重點掃描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主持會計師

在本期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月刊中，除了報導夫妻分居可分
開申報的最新釋令，並持續關注財政部最新的房地合一稅改修
正草案。此外，在專題報導中談到具台灣特色的家族辦公室─
祭祀公業。有趣的是，前人的智慧與KPMG近年所在推行的家
族財富治理的框架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希望藉由月刊協助讀
者即時掌握實用稅務訊息。
KPMG學苑推出「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系列，在4月17日
將介紹許多保險專業人士在為客戶規劃保單時所牽涉到的遺產
稅稅務議題，由申報書的角度結合國稅局查核實務，讓身為保
險業菁英的您，一次透析所得稅及遺產贈與稅，增加辨別客戶
稅務問題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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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投資

05 不動產投資

105.3.30最新!!
財政部房地合一稅改修正草案
─行政院政務委員完成審查
行政院於104年3月30日召開會議，由政
務委員主持審查財政部所報房地合一稅改
之「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逐
條審查後，除有關各界關注日出條款、稅
率、長期減徵、自住房地免稅門檻等項目
尚未決議，留待政策決定外，均已審查完
竣。其中決議通過之事項，摘錄重點如下
頁之表格(未決議事項以紅字標示)。

楊華妃 經理(Fanny)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
專長為個人及家族稅務
規劃

103年8月

104年1月底

104年3月9日

• 財政部房地合一座談，凝

• 財政部向行政院報告「房
地合一實價課稅方案」，
提出三方案:
• 第一案是累進稅率5％
至45％
• 第二案是單一稅率17％
• 第三案則是單一稅率17
％加上「日出條款」
• 目前行政院傾向「輕稅」
規劃，由累進稅率最高
45％改為單一稅率17％，
並訂「日出條款」。

• 邀集學者專家展開「房地

聚5大共識，確定房地合一
課稅方向；

• 自住、農地、長期持有要
給予優惠
• 沒有日出條款（意即新制
上路後會追溯）
• 土增稅隔年申報所得稅時
採稅額扣抵制，不採費用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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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稅制公聽會」共同討
論現有稅改方案。

• 單一稅率17％或30%加
上「日出條款」與排富條
款4000萬元，會上具有
共識，僅細節需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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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30最新!!
財政部房地合一稅改修正草案
─行政院政務委員完成審查(續)
實施日期2016年(日出條款2011/6/1)
A. 出售2011/5/31前
取得之不動產

適用舊制(土地增值稅+房屋財產交易所得)

B. 出售2011/6/1後
取得之不動產

適用房地合一實價課稅

公司(併營所稅申報)
地區

國內

國外

型態

本國公司

在台分公司

在台無固定營業場所
及營業代理人

稅率

17%

17% / 35%

35%(分離)

個人(分離課稅)
身分別

本國個人
(排富條款：出售自用住宅逾4000萬元)

型態

持有逾2年

持有未逾2年

持有1年以下

稅率

12%(10年)/17%

30%

35%

外國個人

35%

說明：
 稅基減除：採稅基相減之方式，以消除與土地增值稅重複課稅，亦即以房地收入減除成本、費用
及公告土地現值漲價總數額之餘額做為課稅稅基。
 個人重購退稅：重購退稅之租稅優惠，除現制小屋換大屋可適用外，放寬至大屋換小屋亦可按比
例退稅。
 課稅方式：個人採分離課稅，於所有權完成移轉登記之次日起算30日內申報納稅，符合自住免稅
者，仍應申報，惟可適用簡易申報；營利事業與現制同，採併入年度結算申報課稅。
 新增個人未申報之行為罰及漏稅罰，以確保納稅義務人按規定報繳稅額。
 排富條款：出售自用住宅售價未逾4000萬元者以6年為期，享有一次出售利得免稅？優惠。
 長期持有優惠：個人名下房屋持有10年以上者，稅率降為12%。
 此外，財政部指出，上開待確定項目，行政院將於政策決定後儘速拍版定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屆時財政部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期能儘速完成立法，以達本次稅制改革目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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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財政部104年3月30日新聞稿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9595&ctNode=2449&mp=1

申報新規定

08 申報新規定

訂定發布「納稅義務人與配偶
分居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
財政部104.03.19台財稅字第10404534420號令
第1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
自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起，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

第2條

第3條
2015 Apr

一、納稅義務人與配偶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持共同生活，
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之規定，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
制者，於辦理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之日所屬年度及以後年
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檢附法院裁定書影本各自辦理
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
二、納稅義務人與配偶符合民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
個月以上之規定，法院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者，於辦理法院裁定之日所屬年度及以後年
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檢附法院裁定書影本各自辦理
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
三、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因受家庭暴力，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
得通常保護令者，於辦理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所屬年度之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檢附通常保護令影本各自辦理結算申報
及計算稅額。
四、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取得前款通常保護令前，已取得暫時或緊急
保護令者，於辦理暫時或緊急保護令有效期間所屬年度之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檢附暫時或緊急保護令影本各自辦理結
算申報及計算稅額。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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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辦理綜
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免再共用扣除額
配合104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
第15條，取消對夫妻婚姻的課稅懲罰，
除一般夫妻的所得可選擇完全分開計稅
、合併申報外，准許感情不睦或受家暴
威脅而無法共同居住者，即使婚姻關係
尚未消滅，亦可比照單身者單獨申報所
得稅，不必與配偶合併報稅。
我國的綜合所得稅係以家戶為課稅單位
，依照修正後之所得稅法第15條，正常
夫妻所得雖然可選擇分開計稅，但包括
各項扣除額、撫養親屬等，還是要合併
申報。但若因感情不睦或受家暴威脅而
分居、符合以下條件並取具證明文件者
，除所得可完全切開外，各項扣除額也
可各自申報，惟撫養親屬必須雙方協調
好，不能重複申報。這項准由分居夫妻
各自申報綜合所得稅的作法，自103年度
綜合所得稅申報適用，今年5月報稅時，
符合資格的分居夫妻，即可各自報稅。
分居類型

感情不睦

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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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分居怨偶，不符合上述條件要如何
報稅？
感情不睦而分居之夫妻，若能共同商議以
最有利的計稅方式並合併申報，當然是最
好，然實務上怨偶要和平商議的機率也並
不大，但是也不能用不知道對方動向或收
支為由而單獨申報。
在合法又合情的作法，即是在申報書「 囗
夫妻分居」 處打勾，並填上配偶姓名、身
分證統一編號等基本資料，合併申報，由
稽徵機關依據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將夫妻
各自應分攤之應納稅額，減除其各自已扣
繳稅款、可扣抵稅額及自繳稅款後，分別
發單補稅。 (撰文:楊華妃經理) K
參考資料來源
財政部104年3月19日新聞稿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9466&ctNode=244
9&mp=1

適用期間

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
項難於維持共同生活達
6個月以上，申請改用
夫妻分別財產制者

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
制之日，其所屬年度及
以後年度

符合民法第1089條之1
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
月以上，申請法院裁定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者

法院裁定之日，其所屬
年度及以後年度

因受家庭暴力，依據家
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
保護令者

證明文件

法院裁定書影本

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所
屬年度

通常保護令影本

暫時或緊急保護令有效
期間所屬年度

暫時或緊急保護令
影本

專題報導
淺談台灣祭祀公業
－台灣本土化的家族辦公室

11 專題報導

淺談台灣祭祀公業
－台灣本土化的家族辦公室
台灣第一代創業家，歷經一個世代的努力，
近年已來到下一世代接班的時期，對家族企
業治理該如何建立完整的傳承理念與框架，
正處於摸索階段。歐、美家族企業如洛克斐
勒家族的治理模式已發展近百年，因此歐美
的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成為大中華圈
傳承借鏡的對象。
惟歐美企業傳承治理模式，不論在歷史文化
與經濟背景發展與我們不同，尤有甚者，中
華文化背景之下特有的家長制及傳子不傳女
的傳統觀念，仍主宰著大中華圈家族傳承，
對多數台灣企業主而言，歐美家族辦公室的
框架與模式，稍嫌陌生。事實上，關於家族
傳承模式，台灣早有發展超過百年的本土化
框架，即祭祀公業。
歷史淵源
台灣祭祀公業緣起於早期前清或日據時期，
因先民離鄉背井，為懷念原鄉祖先，由子孫
集資購置田產，以田產收益作為祖先祭祀時
備辦及聚餐費用，其意義是使祖先有「血
食」，後代子孫聚集「吃祖」，充分顯示當
時台灣先民社會慎終追遠、尊祖敬宗優良傳
統美德。因此祭祀公業組織，可以說是代表
台灣漢人社會獨特而具有歷史意義的習尚，
形成早期台灣社會一股家族團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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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賢 經理(Sam)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
長為個人及家族稅務與資產
保護規劃

祭祀公業設立有二個要件，即人的要素及
物的要素，人的部分指須有享祀人及派下
子孫，物的要素指須有財產，大多數台灣
的祭祀公業組合條件，都是土地與房屋，
其產權名義以享祀者(即祖先姓名)為登記
名義人，常態性的祭祀公業不動產登記，
均冠以「祭祀公業」以區隔一般私人(自
然人)不動產，惟其在宗族性祭祀公業命
名上，有以祖先姓名、家族公號、家號、
組成房數、祖先偏名，如「祭祀公業陳
○○」、「祭祀公業陳益興號」等等。
台灣祭祀公業子孫繼承權通稱為派下權，
所謂派下權是指身分權與財產權的集合，
依據台灣民俗，以男系繼承為主，無男系
可繼承者，養子女或招贅婚所生男子，亦
有派下權，其認定依私權自理原則，由祭
祀公業內部自行依規約或共同決議方式加
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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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台灣祭祀公業
－台灣本土化的家族辦公室(續1)
最早的祭祀公業依其團體是否辦理法人
登記，可區分為財團（社團）法人之祭
祀公業及非法人團體之祭祀公業，直到
民國96年11月21日，內政部基於傳統農
業社會結構解體，人際關係疏離，以致
派下員為爭奪祀產而訴訟不斷，因此制
定祭祀公業條例，該條例施行後，祭祀
公業得依法向主管機關進行申報、登記
為祭祀公業法人，具有享受權利及負擔
義務之能力，所以民國97年以後祭祀公
業又增加了「祭祀公業法人」之型態。
目前祭祀公業分為非法人團體型態、財
團（社團）法人型態及祭祀公業法人型
態。
祭祀公業的派下員間對於祭祀公業的財
產為公同共有的關係。不過，97年7月1
日施行的《祭祀公業條例》規定，現存
祭祀公業必須取得法人資格，或者變更
成為派下員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否則
政府將把祭祀公業土地標售（《祭祀公
業條例》第50條、51條規定）。
2015 Apr

從祭祀公業條例的規定裡，可以發現早期台
灣家族是如何透過內部規約管理家族財富及
控制子孫享有家族財富的影子。
依祭祀公業條例第3條的規定:
一. 祭祀公業：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
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
二. 設立人：捐助財產設立祭祀公業之自然
人或團體。
三. 享祀人：受祭祀公業所奉祀之人。
四. 派下員：祭祀公業之設立人及繼承其派
下權之人；其分類如下：
1. 派下全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
法人自設立起至目前止之全體派
下員。
2. 派下現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
法人目前仍存在之派下員。
五. 派下權：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所屬
派下員之權利。
六. 派下員大會：由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
人派下現員組成，以議決規約、業務計
畫、預算、決算、財產處分、設定負擔
及選任管理人、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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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台灣祭祀公業
－台灣本土化的家族辦公室(續2)
從上面的規定，可以發現祭祀公業有關
公業財產的營運是委由管理人專責，而
派下員則僅享有祭祀公業財產管理處分
所生之利得。因此關於祭祀公業財產的
所有權、管理權及對財產利得享有財產
上的權力是完全分開。有趣的是，前人
的智慧與KPMG近年所在推行的家族財
富治理的框架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

2015 Apr

了解及管理不同個別家族成員與其他利害關
係人的優先順序及立場，是有效進行家族傳
承規劃的關鍵，並可以藉由以下三個圓圈來
表示： K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
-從申報書角度透析稽徵實務全貌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

KPMG學苑邀請身為金融菁英的您
參與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
─從申報書角度透析稽徵實務全貌
金融業的資深專業人士在為客戶提供財富管理服務時，除了投資理財之
外，亦不免多多少少會接觸到與客戶財富切身相關的稅務議題，所涉及
稅務議題面向含括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但是，稅法的規定多如牛毛，
法令用語生澀難懂，如果不是稅務專業人士很難一窺究竟，更遑論具有
一定的稅務敏感度及協助客戶減低稅務風險。
為此，我們針對金融業不同領域的資深專業人士，由申報書的角度結合
國稅局查核實務，特別為金融專業人士量身訂作深入淺出的課程，讓身
為金融業菁英的您，一次透析所得稅及遺產贈與稅，增加辨別客戶稅務
問題的敏感度。

課程訊息
贈與稅
3月27日
(五)

對象：信託菁英
授課內容：
信託專業人員在為客戶安排資產配置時，在財產移轉過程中，必然
衍生贈與稅議題。信託要怎麼安排最省稅？課程內容特別針對以信
託方式移轉資產時應注意的議題及國稅局的查核面向，為身為信託
菁英的您解惑。

課程大綱






教你從贈與稅申報書一次讀懂遺產及贈與稅法
一般贈與及信託贈與的差異
 信託專業人員一定要懂的信託稅賦
不同資產特性的節稅策略解析
 股權信託
 保險信託與保險金信託
 海外信託
 公益信託
 遺囑信託
國稅局查核實務解析
 信託實質課稅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

第一堂
課程內容摘錄
從贈與稅申報書一次讀懂遺產及贈與稅法

一般贈與及信託贈與的差異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

課程訊息
遺產稅
4月17日
(五)

對象：保險菁英
授課內容：
保險稅務議題是許多保險專業人士在為客戶規劃保單時所必須面對
的課題。但是所牽涉到的遺產稅稅務議題，哪些項目是你沒注意到
而國稅局必查的項目，讓我們從稅務法規及國稅局查核實務的角度，
告訴你什麼是錯誤的保單安排。

課程大綱





教你從遺產稅申報書一次讀懂遺產及贈與稅法
 如何辦理遺產稅申報及遺產過戶
常見申報錯誤
 保險給付不用申報遺產稅？
國稅局查核實務解析
 保險實質課稅
不同資產特性的節稅策略解析
 保險怎麼保最節稅

所得稅
5月5日
(二)

對象：高資產客戶經理(適合具服務高資產客戶5年以上者)
授課內容：
我們從國稅局查核實務面向讓高資產客戶經理瞭解高資產族群在所
得稅申報時，最容易引發的稅務風險，提升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稅務
敏感度，協助客戶避免誤踩地雷，進而贏得客戶的信任。

課程大綱






教你從所得稅申報書一次讀懂所得稅法
 所得稅申報新規定：所得稅法第15條修正案
常見申報錯誤
國稅局查核實務解析
 大陸所得是海外所得嗎？
 不動產投資要申報營業稅？
海外資金匯回，要申報海外所得嗎？
不同資產特性的節稅策略解析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
主 辦 單 位 ： 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KPMG學苑
講

師 群：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投資部專業團隊講師群

時

間： 14:00-17:00 (報到13:30-14:00)

地

點： 大瀚國際商務中心(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85號5樓)

優惠方案

方案

優惠價

全系列
客戶優惠價NT 6,750(原價NT7,500)
三堂課
非客戶優惠價NT 8,100(原價NT9,000)
優惠價

加值贈禮
免費獲贈【寫給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
書-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3本
(2015年3月出版)

-客戶價NT2,500(註1)
-非客戶價NT3,000
-安建之友價NT1,000 (註2)
免費獲贈【寫給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
單一課程 -中南部優惠：出示課程當日搭乘大眾運輸
書-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乙本
(3hrs) 工具之憑據，中部(台中、南投、彰化、雲
(2015年3月出版)
林)學員報名享6折優惠、南部(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花蓮、台東) 學員報名享5折
優惠。
註：
1.客戶：指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公司之客戶，惟不適
用於關係企業或轉投資企業。
2.安建之友：係指曾任職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公司
之員工，並於離職時申請加入安建之友聯誼會者。

適用對象
信託菁英、保險菁英及高階財富管理人員(尤其適合具備服務高資產客戶5年以上者參加)或對
此課程有興趣的朋友。
注意事項
1. 報名本系列任一堂且同時付款完成，即可免費獲贈【寫給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KPMG
家族稅務辦公室】乙本。
2.凡報名全系列者，需出席全系列課程，不得與非本系列之課程替換。若無法出席課程者，
另可委請代理人出席，恕無法保留。
3.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
聯絡資訊
02-8101-6666 分機14543呂小姐、14706吳小姐、10289魏小姐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886 (2) 8101 6666

許志文 執業會計師 (分機01815)
stephenhsu@kpmg.com.tw

卓家立 執業律師

(分機14688)

jerrycho@kpmg.com.tw

賴三郎 資深副總

(分機05449)

jameslai@kpmg.com.tw

楊華妃

經理

(分機14600)

fannyyang1@kpmg.com.tw

陳信賢

經理

(分機14650)

samchen1@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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