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呈

尊敬的客戶
先生
節稅手法面面觀

To

先生
規劃案說明

目錄

常見補稅疏忽





定存移轉避稅
未上市櫃股票捐贈
公設地捐贈避稅



公設地與建地移轉運用
公設地與建地移轉運用二
農地贈與轉運用



前言說明
節稅規劃 : 主要在於資產移轉或所得發生時規劃使用
節稅工具 : 主要在於適應目前法規對每項工具的限制
規劃安排 :精宏投顧針對客戶希望知道的不動產節稅常用的
形式與案例逐一向國稅局查證後確認無誤後,提出本項財務規
劃案.
工具比較說明
法規 : 目前稅改方向明確,不動產與信託的節稅方式都有可能
受到後期法令調整,而影響到目前的規劃.保險卻有保險法當
後盾,加上不溯及既往的原則下,目前成立的保單給付均受到
法規保障.
費用: 傳統保險費用高昂的情況下,投資型保單可以依客戶需
求降低保險公司收取部分,以及沒有固定年期限制可以隨時進
出,適合當為節稅工具使用.

國稅局已防杜的避稅手法
公設地與建地移轉運用一
公設地與建地移轉運用二
農地贈與轉運用
國稅局計畫防杜規劃案
公設地抵繳稅額運用一
未上市櫃股票價差運用
本金自益 孳息他益信託
境外商品

比較項目
課稅時點
變現性
費用
法規限制

公設地
身故
低
高
98年前

不動產贈與 信託節稅 境外資產 傳統保險 投資型保險
贈與當時 贈與當時
無
保險發生 保險發生
不定
低
不一定
低
高
高
低
高
自行調整 自行調整
無
無
98年前
98年前
98年前

債權人求償

可

可

不一定

不一定

無法

無法

解約成本
目前節稅效
果
未來節稅效
果
申請手續

高

無

不一定

高

高

幾乎沒有

高

低

低

高

高

高

無

無

無

不一定

有

有

繁複

繁複

繁複

繁複

簡單

簡單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案由說明
高所得納稅義務人將其個
人之定期存單以質借方式
轉開臺灣銀行支票以聯行
通存存入本人帳戶後，再
以匯款存入信託公司所屬
銀行專用帳戶，用以轉作
成年子女名義之定期存款.

先生
以定存單暫轉避稅
1定存質借 轉開 台銀支票
2 聯行通存存進本人帳戶

父
父

銀行
4納稅期間過後轉回本人帳戶

財政部 賦稅署
3轉入成年子女定存
國稅局意見
少數保守型之高所得者，
傳統上大多以銀行定存為
其主要理財方式，惟該高
所得者為規避較高之稅率
級距，有時以各種方式將
其資金轉作其成年子女或
他人名下定期存款，企圖
規避個人所得稅款；賦稅
署特別呼籲上揭規避所得
稅款之行為，若於調查時
尚未轉回本人帳戶，恐涉
及贈與而不自知，事後被
查獲後因主觀上之認同不
同常引起徵納雙方之爭
議；另若於調查前雖已轉
回本人帳戶，雖無涉及贈
與情事，但高所得者仍涉
及分散個人利息所得之具
體違章行為，依目前稅法
規定仍應補稅並處罰鍰。

子

帳面差異
以低稅率的第二代暫時承接 規避高稅率的第一代稅負

精宏投顧查證後說明
1. 但目前實質查核下,該手法已被國稅局列為案例,加強查核
2. 目前已被中區國稅局提報案例,不建議客戶再前人重蹈覆轍

諮詢單位
國稅局 科長 陳春貴
聯絡方式：02-23228433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案由說明
錢先生是年繳高額所得
稅，雖為國民應盡之義
務，但仍想尋求有無節稅
之方法。最近聽說可藉由
捐贈未上市（櫃）公司股
票給政府或各級學校，列
報捐贈列舉扣除額之情事.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國稅局意見
按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對
於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於
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
限度內，可列報扣除額；
對於國防、勞軍之捐贈及
對政府之捐獻，則不受金
額之限制，可全數列報扣
除額，作為個人綜合所得
總額之減項，以節省稅
捐。所以個人以未上市
(櫃)公司股票捐贈給政
府，原則上不失為一種節
稅方法，惟因未上市
（櫃）公司股票流通性不
高，無公開市場進行交
易，難有客觀標準以衡量
其價值。
為客觀認定贈與人捐贈未
上市（櫃）公司股票之價
值，財政部特規定自94年
7月8日起，應俟受贈單位
將該股票出售取得現金
後，始得憑受贈單位出具
載有股票出售價金之收據
或證明文件，依規定列報
為出售年度綜合所得稅之
捐贈列舉扣除

先生
捐贈未上市櫃股票給政府節稅
1以未上市櫃股票捐贈政府

父
父

政府
2 於所得稅報稅時扣除

帳面差異
等於將手頭上無價值的未上市櫃股票抵所得稅

精宏投顧提醒
1. 捐贈單位不同會影響可以扣除的額度,其中捐贈給政府效果最佳
2. 捐贈時需了解受贈單位出售變現後才能依實際價格列舉扣除

諮詢單位
法務科 稅務員 辛三保
聯絡方式：07-7256600轉8587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案由說明
納稅義務人王君以繼承取得
之公共設施保留地於93年間
捐贈鄉鎮公所，並以該土地
公告列報捐贈扣除額，經該
局依規定以土地公告現值之
16％計算核定捐贈扣除金
額。王君不服，申請復查主
張其以繼承取得土地無償捐
贈鄉鎮公所，受贈單位無償
獲贈土地公告現值之利益，
其應有同等金額之抵稅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國稅局意見
納稅義務人辦理94年度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欲列報捐贈
列舉扣除額者，應注意是否
符合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該
局指出，依規定對於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
體之捐贈總額最高不得超過
綜合所得總額20﹪為限。但
有關國防、勞軍之捐贈及對
政府之捐獻，不受金額之限
制。其中若以購入公共設施
保留地捐贈政府者，應提示
該土地取得成本之確實證
據，例如買賣契約書、支
票、存摺或是銀行匯款單等
資料影本，以資證明。若
有：1.購入之公共設施保留
地未能提示土地取得成本確
實證據者，2.土地係受贈取
得者，3.土地係繼承取得
者，94年度案件國稅局將依
土地公告現值之16％計算捐
贈列舉扣除金額。

先生
公共設施保留地捐贈政府
1以公共設施保留地捐贈政府

父
父

政府
2 於所得稅報稅時扣除

帳面差異
等於將手頭上無價值的公共設施保留地抵所得稅

精宏投顧提醒
1. 捐贈單位不同會影響可扣除額度,其中捐贈給政府效果最佳
2. 捐贈時需了解受贈項目可扣抵額度僅現值16%
3. 相關捐贈證明取得成本書件應妥善保存

諮詢單位

法務二科

紀賀耀

聯絡方式：04-23051111轉1914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案由說明
○○公司銀行往來資料中
無償贈與其特定股東鉅額
款項，○○公司以公司尚
非贈與稅法規定之納稅義
務人，而主張免課贈與
稅.

先生
公司無償贈與特定股東
1以公司名義匯入款項給特定股東移轉資產

公司
父

股東

財政部 賦稅署

國稅局意見
所得稅法第4條第17款但
書規定，個人取自營利事
業贈與之財產，不在所得
稅免稅之範圍，故本案該
公司之特定股東取得上述
公司所贈與之款項，係屬
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其他所
得，依所得稅法規定，個
人取得公司贈與之其他所
得亦應併入其全年個人綜
合所得總額中，並依法申
報綜合所得稅。本案賦稅
署已將查獲事實發交稽徵
機關依法補稅或合併處
罰。

帳面差異
利用公司支付款項給股東卻未補足款項發票等方式,視同移轉資產
用的無償贈與

精宏投顧查證後說明
如有上述之漏報所得情事者，應儘速依照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
定，自動補報並補繳所漏稅額，以免被查獲違章而受罰。

諮詢單位
國稅局 科長 陳水吉
聯絡方式：02-23228173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避稅手法一
以贈與公設地及建地規劃
移轉可能補稅或處罰

先生
公設地與建地安排移轉方案-贈與稅

案例來源-中區國稅局

1以10萬現值贈與公設地大部分持份
2 以90萬現值贈與建地極小部分持份

案由說明
某納稅義務人先贈與子女
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大部分
持分及建地之極小部分持
分，再經由共有物分割，
使其子女取得整筆建地。
國稅局意見
此種假藉贈與免徵贈與稅
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巧
安排與應稅之建地辦理共
有物分割，而移轉建地予
子女，實質上與直接贈與
子女建地並無不同，應就
實質贈與移轉之財產，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
項規定課徵贈與稅

父
父

子
3建地與公設地共有物分割

4兒子取得整筆建地1億
帳面差異
避稅手法增加 9,900萬( =1億 - 100萬)額度的贈與

違反法規及行政解釋
財政部於92年4月9日發布
台財稅字第0910456306號
令規定贈與人假藉免徵贈
與稅之土地取巧安排移轉
其他應稅財產，如其買
回、交換或分割等行為，
係在92年7月1日以前者，
准予補稅免罰，如其買
回、交換或分割等行為，
係在92年7月2日以後且未
申報贈與稅者，除補稅外
並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4條規定處罰。

詳細步驟諮詢可洽
1. 地政士 / 代書
2. 會計師 / 律師
精宏投顧查證後說明
1. 表面上規劃完善無誤,但目前實質查核下,該方案已經被國稅局特
別是中區國稅局列為案例,加強查核
2. 目前已被中區國稅局提報案例,不建議客戶再前人重蹈覆轍
諮詢單位
中區國稅局 審查三科解長海
聯絡方式：04-23051111轉1311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避稅手法二
以贈與公設地及建地規劃
移轉可能補稅或處罰

先生
公設地與建地安排移轉方案-贈與稅

案例來源-南區國稅局

1以1億公告現值贈與公設地
2 以1億公告現值贈與建地

案由說明
父母將頗有價值之建地連
同公共設施保留地一起贈
與子女的案例，而依據都
市計畫法規定，直系血親
間贈與公共設施保留地
者，免徵贈與稅，因此，
國稅局只就建地部分核課
贈與稅，納稅義務人以該
贈與之公共設施保留地抵
繳稅款 。
國稅局意見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規
定，稅額三十萬元以上，
納稅義務人繳納現金確有
困難者，可以申請用『課
徵標的物』抵繳稅款。所
謂課徵標的物，指的是
「計入本次贈與總額，並
經課徵贈與稅之受贈財
產」，也就是說，經國稅
局依法核定必須課徵贈與
稅的贈與標的，才是贈與
稅課徵標的物，所以，如
果贈與的財產是依法免課
贈與稅的，它就不是課徵
標的物。
納稅義務人如果申請以該
贈與之公共設施保留地抵
繳稅款，因為它不是課徵
標的物，國稅局會依規定
予以駁回。

父
父

子
3兒子以公設地抵繳贈與稅

4兒子免稅取得整筆建地1億

帳面差異
避稅手法增加 1億免稅贈與額度
詳細步驟諮詢可洽
1. 地政士 / 代書
2. 會計師 / 律師
精宏投顧查證後說明
只有當贈與人逾規定期限未繳稅，國稅局依法移送強制執行後，
查無財產可供執行時，國稅局可以改向受贈人課徵贈與稅，如果
受贈人繳納現金有困難，這時就可申請以受贈的免稅之公共設施
保留地抵繳。
諮詢單位
南區國稅局 徵收科 郭科長
聯絡方式： (06)2228062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避稅手法三
贈與子女農業用地後變更
使用
案例來源-北區國稅局

先生
農地贈與移轉方案-贈與稅
1贈與農業用地100萬

案由說明
贈與人某甲將作農業使用
之農業用地贈與其長子，
其長子於受贈後第2年又
將該土地變更使用即應追
繳某甲應納之贈與稅。

國稅局意見
依農業發展條例及遺產及
贈與稅法規定，將作農業
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直系
血親之親屬或贈與兄弟姊
妹，免課贈與稅，但受贈
人自受贈之日起5年內，
該土地須繼續作農業使
用，否則將追繳應納贈與
稅。

贈與農地雖免課贈與稅，
但國稅局將列管5年，每
年作定期清查，若發現有
受贈人於受贈後5年內，
將受贈農地出售，或與他
人農地等值交換，或贈與
他人，或未將該土地繼續
作農業使用等情形，即追
繳原贈與人之贈與稅。

父

2農地變更使用價值5000萬

子

帳面差異
避稅手法增加 4,900萬( =5000萬 - 100萬)的贈與額度

詳細步驟諮詢可洽
1. 地政士 / 代書
2. 會計師 / 律師
精宏投顧看法
1. 客戶手頭上須由農業用地
2. 農業用地節稅手法受到五年繼續耕作的限制
3. 98年第二波稅改納入農地免稅的檢討方案
諮詢單位
北市國稅局 審查二科 高股長
聯絡方式： 23113711分機1532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避稅手法三
贈與子女農業用地後移轉
案例來源-南區國稅局
案由說明
楊君於89年間將其所有9筆
農業用地贈與其子，案經
該局核定不計入贈與總額
16,733,636元，並管制5
年，嗣於農業用地列管期
間，其中有2筆土地經法院
拍賣移轉予第三人，且楊
君逾期仍未回復所有權並
恢復作農業使用，該局乃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
追繳應納贈與稅額683,966
元，
國稅局意見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判決略以，
楊君89年間將所有9筆農業用
地贈與其子女，並於90年辦理
贈與稅申報，經國稅局核定不
計入贈與總額16,733,636元，
並管制5年，嗣2筆土地於93年
間經法院拍賣移轉予第三人，
受贈人已顯有未繼續作農業使
用情事，經國稅局通知回復所
有權並恢復作農業使用，惟楊
君逾期仍未回復所有權並恢復
作農業使用，且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相關規定，須受贈人將系
爭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始有免
課徵贈與稅之適用，受贈人既
將系爭土地移轉第三人，縱該
第三人繼續作農業使用，亦無
該免徵贈與稅之適用，是國稅
局按上該2筆土地公告土地現
值核定贈與總額6,890,316元，
追繳應納贈與稅額683,966元
|。

先生
農地贈與移轉方案-贈與稅
1贈與農業用地16,733,636元

父

子

2農地移轉拍賣

他人

詳細步驟諮詢可洽
1. 地政士 / 代書
2. 會計師 / 律師

精宏投顧看法
1. 農地節稅目前已經受到主管機關嚴加查核
2.贈與農業用地給自己子女，移轉時雖不計入贈與總額，惟如於
列管期間內被法院拍賣，仍須補徵贈與稅。

諮詢單位
南區國稅局 法務一科 郭科長
聯絡方式： 06-2298066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租稅規劃一
利用免稅的公設地依照公
告抵遺產稅
案例來源-北區國稅局

先生
公設地抵繳方案-遺產稅
2遺產給小孩子

案由說明
被繼承人利用市價僅有公
告地價不到一成的公共設
施保留地當成遺產給小孩,
小孩利用公設地抵繳遺產
稅。

父

子

1贈與低價購得公設用地1000萬 市價 1.5億公設地
財政部意見
目前雖有相當多人利用上
述公設地免稅的誘因來創
造遺產稅節稅規劃空間,
但相關部門已經著手研究
防杜方案預計於98年推出
第二波稅改.

他人
3公設地抵繳1.5億遺產稅

帳面差異
避稅手法增加 1.4億( =1.5億 - 1000萬)的遺產額度

詳細步驟諮詢可洽
1. 代書
2. 會計師 / 律師
精宏投顧看法
1. 公設地不課徵遺產稅在民國98年已被列入檢討議程,變數相當高
2. 適合高齡客戶建議在95年完成規劃,以搶在97年完成.
3. 遺產稅額大於30萬元，且遺產中現金、銀行存款不足繳納者。
4. 抵繳之公設地必須是該父親生前所有
諮詢單位
北市國稅局 審查二科 高股長
聯絡方式： 23113711分機1532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租稅規劃二
贈與子女未上市櫃股票
案例來源-南區國稅局

先生
未上市櫃股票價差-贈與稅
1贈與淨值10元的未上市櫃股票100萬給小孩子

案由說明
父親利用未上市櫃股票贈
與以淨值計算的法律規定,
鎖定未上市櫃潛力股贈與
給小孩。

國稅局意見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八條及第
二十九條規定，將未上市
公司股票的估價細分為上
櫃及未上市或上櫃之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上櫃的有
價證券原則上以繼承開始
日或贈與日收盤價；而未
上櫃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則仍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
日公司的資產淨值為計算
標準。因之，該局籲請納
稅義務人在申報遺產稅或
贈與稅時，應注意這種有
價證券的計算方法。

父

子
2兒子取得股票上市後市值1000萬

帳面差異
避稅手法增加 900萬的贈與額度
詳細步驟諮詢可洽
1. 會計師 / 律師
精宏投顧看法
1.客戶須對未上市櫃股票上市後潛力有所把握.
2.需留意興櫃股票不包含在內
3. 上 櫃 及 興 櫃 公 司 之 股 票 ， 它 的 價 值 應 依 下 列 原 則 來 計 算 ：
【一】 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的收盤價計算
【二】 如果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沒有買賣價格者，則依繼承開始
日 或 贈 與 日 前 最 後 一 日 收 盤 價 格 計 算 ；
【三】 價格若有劇烈變動時，則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一個月
內各日收盤價格的平均價格為計算標準。

諮詢單位
南區國稅局 徵收科 郭科長
聯絡方式： (06)2228062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先生

租稅規劃三
股權自益孳息他益信託

信託規劃-贈與稅
1低利率時期安排高配息 低股價股權做本金自益 孳息他益15年期信託

案由說明
父親利用本金自益孳息他
益的信託方式分年將孳息
部份贈與給小孩子.

國稅局意見
信託制度主要課稅原理為
信託導管理論，符合實質
課稅原則，是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五條之一規定，信
託契約明訂信託利益之全
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非委
託人者，或於信託關係存
續中，變更為非委託人
者，或委託人追加信託財
產，致增加非委託人享有
信託利益之權利者，視為
委託人將享有信託利益之
權利贈與該受益人，應課
徵贈與稅。

父

子
2兒子分年取得取得股票孳息部份

帳面差異
1. 信託標的為1千萬元的股票
2. 孳息部份按照信託業法計算:
10,000,000元 - 10,000,000元 * 1/ 1.02^5 = 942,692 未超過贈與額度

詳細步驟諮詢可洽
1. 會計師 / 銀行信託部

精宏投顧看法
1.如上述案例看來信託節稅效果其實相當有限.
2.股價波動不定會影響信託本金部份
3.信託其他節稅方式財政部正研擬方式修改當中,有溯及既往的風險

諮詢單位
高雄市國稅局 審查二科 安巧屏
聯絡方式： 7256600 分機 8425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To

先生

境外規劃

說明
境外虛擬公司籌設規劃的
步驟相較繁瑣,可能需要
國稅局已防杜的避稅手法
本人先赴目前朝向新加坡
發展,




現況說明
OBU帳戶 :國內銀行境外帳戶可能在最低稅負法規通過後面
臨98年後查核的重點.
境外銀行 : 過去以歐美境外避稅天堂如瑞士 開曼 BVI等地
為主,目前有往新加坡移動的跡象.
境外公司 : 開設虛設公司當作移轉資產的橋樑,目前仍為金
字塔頂端族群移轉股權與資產的首要工具.

資產與股權免稅移轉安排

父

子

個人/合夥/法人

境 外 信 託

BVI
控股公司

開立海外
投資帳戶

精宏投顧建議
精宏已建立與新加坡前三大的信託公司合作平台,唯暫時不建議立刻投入.
資產移轉境外需要客戶與精宏雙方取得高度信任後進行才能讓客戶放心
 考量您與精宏首次接觸故暫時不建議走境外資產方向.

內部教育訓練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