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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最新規定，放寬具有醫療性質的輔具列

報範圍，家中有身心障礙親屬，如因醫療所需

而購買的輔具支出，可以列報減除，且無扣除

額上限。此外，針對即將來臨的綜所稅申報

季，我們將按不同的金融商品分門別類，提供

所得稅申報的相關議題，提醒您的客戶掌握最

新的稅務訊息。 

 

對於許多家族在面臨傳承安排議題時，只要談

到將來財產到底要怎麼分給下一代，是很多家

族心中難解的難題，有些家族爭產甚至躍上社

會新聞頭版。本期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專題，

K辦將與大家分享過往在協助客戶處理家族傳

承安排時，所面臨的困境及影響。 

 

我們透過每一期的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月

刊，除了報導最新的法令與解釋函令之外，並

研析與家族服務相關的稅務議題。希望協助你

及你的客戶即時掌握實用稅務訊息。 

許志文  執業會計師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主持會計師 

 

序言 

 

新書預告：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寫給金融

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二本稅務書」即將於4月

底出版，本書是為協助高資產財富經理人員更

加深入了解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高資產客戶的稅

務議題，K辦從人生財富的Life Cycle－財富創

造累積/財富配置轉換/財富傳承管理三個階段，

與財富經理人員分享K辦在協助客戶過程中所累

積的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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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申報新規定 

 



05   綜所稅申報規定 
 

最新！財政部放寬醫療輔
具抵稅範圍 
 
財政部 105年2月24日新聞稿 
http://www.dot.gov.tw/dot/home.jsp?mserno=200912140005&serno=20091214
0018&menudata=DotMenu&contlink=ap/news_view.jsp&dataserno=201602240
000 

 

March 2016 

家有身心障礙的親屬，以往在綜所稅申報時，

列舉扣除醫療費用支出時，僅限於列報因病就

醫所發生之醫療支出，及部份輔具支出(助聽器

、義肢及輪椅)。由於現今醫療科技進步，輔具

種類具多元化，因此，自今(105)年5月申報起，

如有扶養身心障礙親屬，其因醫療所需而購買

的相關輔具支出，具有醫療性質者，可以列報

減除，且無扣除額上限。 

 

 

 

 

 

 

由於醫療輔具所費不眥，如身心障礙的親屬，

可由高所得成員列報扶養親屬，相關醫療及輔

具支出列舉扣除，具有較佳的節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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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列報身心障礙者輔具支出扣除額？ 

可列報身份/

條件 
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為身心障礙者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可列報輔具

範圍 

 

1. 具恢復身體生理功能或避免產生併發症的輔助器，

如電動拍痰器、血氧偵測儀、壓力衣等。 

2. 「身體、生理與生化試驗設備與材料」，如語音

血壓器。 

3. 「身體、肌力與平衡訓練輔具」，如直式站立架。 

4. 「具預防壓瘡輔具」，如輪椅墊床、氣墊床等。 

1. 列報金額： 

– 超過縣市政府補助的部分。 

2. 申報應檢附文件： 

– 醫師診斷證明書 

– 申請縣市政府補助的核准文件 

– 統一發票或收據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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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外幣定存 
 

買賣外幣賺匯差，屬財產交
易所得 
 
財政部 105年2月23日新聞稿 

http://www.mof.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37&pid=69066#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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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妃  Fanny 

經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

長為個人及家族稅務規劃 
 

最近匯率持續走貶，很多投資人趁匯率貶值，

紛紛將手中外幣出脫兌換新台幣，獲利頗佳。

綜所稅申報季即將來臨，特別提醒投資人，買

賣外幣如有匯兌利得，在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時，應主動列報財產交易所得。 
 

103/5/1  

新台幣1,000萬元購買美金辦理外幣

定存 

104/4/30  

美金本息兌換為新台幣1,076萬元 

• 定存利息：22萬元 

• 匯差：54萬元 

買賣外匯交易所產生的匯差，是屬於買賣或交

換而產生的增益，性質上為財產交易所得。此

外，外幣的交易行為地是在國內完成，屬於中

華民國來源所得，不會因為是外匯買賣，就改

變所得來源地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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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外幣定存 | 買賣外幣賺匯差，屬財產交易所得 March 2016 

外匯本金產生之利息所得 

有扣繳歸戶資料 

定存利息22萬元 

利息所得特別扣除額 

全戶有27萬元可以減除   

因匯率波動而產生的匯兌損益應申報財產

交易損益 

無扣繳歸戶資料 

外匯買賣價差54萬元 

- 匯兌利得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 如有損失，可在申報當年度利得減除， 

- 如尚有餘額時，可在以後3個年度使用。 

此 外 ， 投 資 人 在 一 個 申 報 年 度 當 中

(1/1~12/31)，通常不會只有一筆外匯交易買

賣，比方說，以外幣計價的基金、債券或是黃

金存摺等等，在換回新台幣時，都會產生匯兌

損益。申報所得稅時，必須將年度產生的匯兌

利得與匯兌損失全部加總計算，計算結果為正

數，即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如計算結果為負

數，當年度財產交易損益申報為0，虧損數在以

後3年度如有產生匯兌利得時，就可以拿來減

除。 

 

 

 

 

 

不過，財富經理人員要請客戶特別留意，相關

的外匯買賣資料必須妥善保存，以免在以後年

度使用虧損扣除數時，因提不出證明文件，而

無法使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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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資 



10   股票投資 
 

104年股票交易所得，應
併同104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書辦理合併報繳 
 

March 2016 

104年度買賣股票，應以交易時成交金額減除

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核實計算證券交

易所得額，並填寫「個人證券交易所得稅額

申報表」併同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辦理申報 

雖然證券交易所得稅已修法自105年1月1日起停

徵，但是，要提醒投資人注意的是，在104年度

個人有出售未上市(櫃)股票、興櫃股票100張以

上、IPO股票及非居住者之證券交易所得，仍應

依現行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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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誰需要填寫「個人證券交易所得稅額申報表」？ 

本國個人 

出售未上市、櫃、未登錄興櫃股票 核實計算損益 

單一稅率 
15% 
(分離課稅) 

出售興櫃股票 
出售數量逾10 萬股者 
核實計算損益 

IPO股票(股票在102 年以後IPO，或是在

承銷階段取得IPO股票逾1萬股者) 
採先進先出法計算損益 

信託發生(分配)之證券交易所得 核實計算損益 

外國個人 核實計算所得額，於離境前申報納稅。 

Step 2：如何申報？ 

分開計稅 

納稅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分開計算稅額不

需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合併報繳 

家戶申報為單位，於綜所稅申報時，合併報

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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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票投資 | 104年股票交易所得，應併同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辦理合併報繳 March 2016 

Step 3：證券交易所得/損失計算 

Step 4：申報應檢附文件 

股票成交 
價格 

股票原始取得成本 

• 未上市櫃或興櫃：

依加權平均法計算 

•  IPO股票：按先進

先出法計算 

必要費用 

1.證交稅  

2.手續費 

3. 融資利息 

4. 融券、借券費用 

(未上市櫃： 1+2) 

(興櫃：1+2+3+4) 

─ ─ = 證券交易所得/損失 

辦理證券交易所得申報時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計算證券交易所得，

並檢附以下資料： 
 

經證券經紀商賣出： 

1.買賣報告書、 

2.對帳單、 

3.其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及日期之文件。 
 

非經證券經紀商賣出： 

1.收付款紀錄、 

2.證券交易稅繳款書、 

3.買賣契約書、 

4.其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及日期之文件。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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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綜所稅申報規定 
 

不動產交易適用舊制者的計算規
定：104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
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財政部105.01.29台財稅字第10504502510號令 

 

March 2016 

茲依據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17條之2訂定本規定如下： 
 

一、個人出售房屋，已提供或稽徵機關已查得

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及原始取得成本者，其

財產交易所得額之計算，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

第1項第7類相關規定核實認定。 

二、個人出售房屋，未依前點規定申報房屋交

易所得、未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

取得成本，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

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者，稽徵機關應按下列

標準計算其所得額： 

 

 

 

投資人請注意，上述規定並不是可以選擇適用

的。原則上，房屋財產交易所得要按照實際交

易得成本費用計算所得，如果是早期取得的房

子，完全找不到取得成本，而且國稅局也查不

到時，才能適用財政部的部頒標準計算所得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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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地區 不動產成交總金額 計算房屋出售價格 所得比率 

台北市 7,000萬元以上   

            房屋現值 

  (房屋現值+土地公告現值） 

15% 
新北市 6,000萬元以上 

台北市/新北

市以外地區 
4,000萬元以上  

成交金額 

未達上列金額 

台北市地區依「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

第十五點規定認定為高級住宅者 
房屋評定現值 x 48% 

其他地區 
維持往年按房屋評定現

值之一定百分比核定 



14   綜所稅申報規定 
 

預售屋買賣賺取差價屬財產交易
所得，應申報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 南區國稅局 105年2月15日 

http://www.ntbsa.gov.tw/etwmain/front/ETW118W/CON/1251/4618998195347052369?tagCode=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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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幸璞  Zoe 

專員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

長為個人稅申報及諮詢。 

很多人都誤認預售屋是「不動產」，不過，由

於預售屋買賣因還沒辦理所有權登記，在完工

前所有權仍屬建設公司或原土地所有權人所

有，買方僅購得未來取得房屋及土地的「權

利」，因此售屋交易屬於「權利」的移轉。賣

方應以預售屋(含土地部分)交易時的全部成交價

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後之餘

額，計算財產交易損益，申報個人綜合所得

稅。 

 

房屋在未建造完成前，即將未來該房地產權登

記的權利出售，屬預定不動產「權利」之買

賣，非屬「不動產」產權移轉，不是房地合一

課稅範圍，應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財產交易所

得。 

 

 

 

 

近期預售屋一直都國稅局的查核焦點，皆查獲

不少漏報案件，在此，提醒讀者如有買賣預售

屋，應妥善保存讓渡書或契約書及買賣相關收

支憑證，並確實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如有發現

未申報者，應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自動補報

補繳及加計利息，可免遭受補稅加罰情形。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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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 
系列報導  
 
傳統傳承安排所面臨的困境 

 



16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  
 
 

傳統傳承安排所面臨的困境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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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賢  Sam  

經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長為

個人及家族財富代際移轉規劃並

熟稔稽徵查核實務。 

困境二：家族內部治理紛爭，經營

權易主 

最近長榮集團的經營權紛擾占據了近期新聞的

主要版面，有許多財富經理人員遇到K辦時，幾

乎都問K辦相同的幾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

的事，為什麼張先生的遺囑沒有發生預期的效

力？ 
 

不知道各位讀者過了一個農曆年後，還記不記

得上次我們月刊所談到的家族傳承議題?！在上

一次的內容裡，K辦把協助客戶處理家族傳承安

排所面臨的困境，大概可歸納為以下幾個議

題： 

困境1：產權會因代際移轉而分散  

困境2：家族內部治理紛爭，家族股權易主 

困境3：規劃不當，整體實質稅賦反而更高 

 

 

有關家族內部治理紛爭，如果各位讀者再回頭

去看上一期K辦的經驗分享，你應該可以發現

長榮集團的案例幾乎與K辦所談到有關股權與

經營權之間的安排如出一轍，一旦家族成員對

經營權有不同意見，也就只能尋求外部股東的

奧援。 
 

接下來，K辦要繼續跟各位讀者分享第三個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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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案例背景是營運公司處分名下土地，因

在房地合一新制之前，處分土地利得所賺取的

利潤只需課徵土地增值稅，不用課徵所得稅，

問題是公司將這筆處分土地所發生的利潤分配

給公司股東時，變成是股東的股利所得，這時

要計入股東的個人所得稅裡，因本案分配金額

高，因此股東當年度的所得稅稅率就會高達

40%。 

簡單說，假如公司因處分處土地賺到10億元，

個人股東扣掉要繳的所得稅，最終拿到手的就

只剩下6億元。因此也引發個人股東想要規劃安

排節稅。 

本件案例的股東，透過新設一家投資公司，把

原本的營運公司賣給新設的投資公司，在本件

案例發生當時，因買賣股票只有證券交易稅，

並沒有證券交易所得稅，因此股東賣營運公司

的股票並沒有課到所得稅。 

 

讀者到這裡應該可以發現，整個規劃的最終結

果就是原本股東賣掉公司股票拿到錢，可是卻

沒有繳到一毛所得稅。 

財富經理人員看到這，有沒有覺得不可思議，

這也是K辦在此之前所談的所得類別轉換，把原

本的股利所得轉換為證券交易所得。 

 

 

 

 

 

問題是國稅局當然也知道這樣的規劃手法，本

案經國稅局調查後認為這些交易安排不符合真

實交易，認定是背後股東為規避所得稅所做的

交易安排，因此還是補課所得稅，並裁罰漏稅

額的0.5倍。 

 

0.5倍聽起來好像不多，有點不痛不癢，財富經

理人員，本案股東的所得稅稅率是40%，40%

的0.5倍是20%，也就是股東最終連補帶罰就是

60%，以10億元來講，也就是6億元要繳進國

庫裡。財富經理人員是不是發現，錯誤的稅務

規劃成本是高的嚇人的。 

 

  

 

 

 

 

K 

個人股東 

投資公司 

(台灣) 

營運公司 

(台灣) 

土地 

股利 

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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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辦「寫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二本稅務
書」即將於今年4月底發行，敬請期待 

收入所得 

家庭經濟責任 

財富創造累積 財富配置轉換 財富傳承管理 

就業 

結婚 

生兒育女 

購屋 
子女出國留學 

子女成家立業 
 

退休養老 
富貴傳承 

 

Life Cycle 

海外投資 投資未上市櫃 

不動產投資 

25~40歲 40~55歲 55歲~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寫金融業高資
產客戶經理的第二本稅務書」 

財富產生的來源及資產配置策略，從成家、立

業到退休養老各個階段會因人生階段不同的需

求而有不同，因此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稅務議

題也會因此有所差異。 
 

為協助高資產財富經理人員更加深入了解在不

同人生階段的高資產客戶的稅務議題，KPMG

家族稅務辦公室從人生財富的Life Cycle－財富

創造累積/財富配置轉換/財富傳承管理三個階段，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新書第二發 

與財富經理人員分享K辦在協助客戶過程中所

累積的相關經驗。 
 

本次新書與上一本「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

理的第一本稅務書」最大的不同，在於此次K

辦以各種不同生活案例及客戶最常見的議題，

為財富經理人員解釋各種生活上的交易安排可

能面對的稅務風險以及稅局查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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