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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Legacy Builder
Corporate Legacy Builder 是一個可讓
企業老闆以延後課稅的方式累積被動資
產及/或盈餘之策略。此公司應稅投資的
替代選擇，旨在為企業的財產或在世股
東提供較高的免稅企業價值。它讓企業
能受惠於延後課稅計畫而毋需承受較大
風險，並同時容許提取現金應付業務需
要。Corporate Legacy Builder 策略的一
個目標是，務求減少股東身故所產生的最
終稅務負擔。

在現行稅法下，當受保的企業老闆身故，
公司會獲得免稅的保單收益，而其資本紅
利帳戶亦會獲得有關收益（扣除保單的調
整後成本基準）的一個額度。資本紅利能
免稅償付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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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所在
營運公司、控股公司和管理公司往往擁有並非用於實際業務的現金和投資資產。有關資產 
(綑綁於公司內)一般僅可用作償付予個別股東的應稅供款，除非設有結餘的資本紅利帳戶。
如此看來沒有有效的方法可從公司提取留存收益並免稅償付予股東。

留存收益或剩餘現金大多投資於保證投資契約 (GICs) 或其他短期投資產品上。該等工具以
較低的回報率換取提供保證且容易的現金提取選擇。主動業務收入或能以小型企業稅率納
稅，但已投資的留存收益和盈餘會被視為被動收入，且以高稅率納稅。在 2018 年稅法改動
後，大額被動收入亦會使小型企業主動收入的應繳稅款增加。

企業老闆或會希望將部份遺產捐贈予教會、所支持的初衷、學校、社區等，但亦希望將其傳給
子孫。但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兼顧兩者。

運作原理
控股公司的設置一般旨在保障營運公司的留存收益免受潛在債務所影響。透過將剩餘資金
從營運公司轉移至控股公司，以維持營運公司的小型企業身份，讓其能繼續合資格享有較低
稅率。

該策略儘快將部份的留存收益（被動資產）重新配置或投資於永久人壽保險中。此如轉移需
徵稅資金，便可善用永久人壽保險的避稅增長。 

有關資產（綑綁於公司內）一般僅可用作償付予個別股東的應稅供款，除非設有結餘的資本
紅利帳戶。

此策略將身故的免稅償付資本化。同時亦善用企業資本紅利帳戶 (Corporate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向股東償付免稅資本紅利。這與股東定期提取紅利時需按個人稅率納稅
形成對比。

此策略一般 
吸引 50 歲 
或以上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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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處
企業老闆可讓公司投資資產的增長在其一生中免於納稅，從而受惠。他們亦能提取現金應
急。該策略為關鍵人物、債務及賣買協議等業務需要提供流動資金。他們亦能以身故後的
免稅收益代替捐贈予慈善機構的資產，或將遺產留給子孫和所支持的初衷。

老闆能運用保留在永久分紅人壽保單內的留存收益回購股份。他們能直接從保單中借用
或提取所累積的紅利。另可在申請銀行貸款為股份回購集資時，以保單價值作為抵押。

該策略提供一個有效機制以將資金移離控股公司，並能將身故時的財產價值儘可能提高。 

適合對象
此策略一般吸引 50 歲或以上擁有公司的客戶，且在其控股、投資或管理公司保留大額留
存收益，或擁有大額留存收益可從營運公司轉移至其他公司。他們有需要相關的保險保
障，以便為關鍵人物、賣買協議集資、作抵押安排和銀行貸款及/或資本收益債務等提供流
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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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51 歲，男性
非吸煙者 
生活方式健康且活躍

Paul  
26 歲，男性
非吸煙者 
生活方式健康且活躍

公司： 
公司為法團公司。John 是唯一的股東。

其家庭： 
他們的長子正積極投入公司的管理工作。 

認識 John 和 Jane
John 擁有一家製造公司，而 
Jane 則有自己的事業。John 
是該家族公司的第三代傳人，
而他希望將公司傳給其兒子 
Paul。John 發現將公司傳給 
Paul 會需要一些財務規畫，因
此 John 和 Jane 便約見其財
務顧問。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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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將公司保留於家族內承傳

• 在 John 身故後，將公司的擁有權傳給 Paul

• 確保在 Paul 接管擁有權時，公司財務穩健

潛在問題 
John 身故後或會產生向資本收益徵收的大額收入稅。他們一家希望找出最有效和
經濟的方式，以支付 John 身故後所產生的收入稅，而毋需待至 Jane 身故，他們便
能將公司的擁有權完整傳給 Paul。   

找尋解決方案
與 John 和 Jane 面談後，其顧問考慮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以確保公司的擁有權
能順利地從 John 轉交至其兒子 Paul。顧問決定建議 Empire Life 的 Corporate 
Legacy Builder 策略，原因如下： 

策略
• 讓 John 以延後課稅的方式從公司盈餘中累積被動資產 

• 為公司的財產及其繼承人建立較高的免稅企業價值 

• 在其一生中提供提取現金價值的選擇，以應付業務需要 

機遇 
• 運用公司內的資產為人壽保險保單供款，可帶來以下機遇：

• 將資產轉化為免稅的公司財產福利

• 為剩餘留存收益提供避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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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原理： 
• 將部份的留存收益從被動資產中重新配置於人壽保險中

• 善用經特別設計的人壽保險保單中之避稅增長

• 在人壽保險受保人身故時向公司提供免稅償付

• 善用企業資本紅利帳戶以減少向股東償付的相關稅款 

• 提高傳給其繼承人 Paul 的價值   

資本紅利帳戶 (CDA)： 
• 此為一個名義稅務帳戶，僅適用於加拿大控股私人公司 (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s - CCPC)

• 資本紅利帳戶由公司獲取的免稅金額所組成，其中包括： 

• 資本收益的免稅部份

• 信託的資本分配

• 人壽保險的身故保障收益 

• 從其他公司所獲取的資本紅利

• 記入資本紅利帳戶的金額可作為資本紅利免稅償付予股東

• 從人壽保險收益記入資本紅利帳戶的金額需扣除人壽保險保單的調整後成本基準 
(Adjusted Cost Basis - ACB) 

• CDA 額度 = 人壽保險保單身故保障 – ACB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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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John 和 Jane 的顧問建議投保 Empire Life 的 EstateMax 8 Pay 永久分紅人壽保
險連提高保額 (Enhanced Coverage) 分紅選擇。該分紅選擇透過運用每年保單紅
利，以在起初的保單年期提供相應保費的最大保額。 

保單結構：單一人壽保險，男性，非吸煙者 

起初保額：$3,600,000 

每年保費：$187,500（僅供款 8 年） 

除了保證保費水平（只需供款 8 年）外，EstateMax 8 Pay 亦透過「提高保額」分紅選
擇，提供保費相宜的永久人壽保險保障。 

以下是 Empire Life 的 EstateMax 8 Pay 連「提高保額」分紅選擇與同業競爭者一
個供款 10 年的分紅人壽保險計畫，兩者的資本紅利帳戶額度之比較：  

年齡 年期 Company “A” WL  - 10 
pmts - $150K/年
記入 CDA 的額度

Empire Life WL  - 單一人壽保險，男性 - 
$187,500/年（供款 8 年）
記入 CDA 的額度

52 1 $2,010,887.53 $3,416,375.68

56 5 $2,332,969.03 $2,689,714.97

61 10 $2,619,777.43 $2,177,844.13

66 15 $2,572,028.72 $2,264,894.83

71 20 $2,697,687.71 $2,395,037.49

76 25 $3,060,465.42 $3,006,607.33

81 30 $3,625,787.56 $3,922,579.91

86 35 $4,264,305.69 $5,105,556.89

91 40 $4,596,391.72 $6,005,9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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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透過使用 Empire Life 的 Envision 銷售說明軟件，John 和 Jane 的顧問能建立一個 
Corporate Legacy Builder 銷售匯報，以協助解釋和展示 Corporate Legacy Builder  
策略比將資金投資於其他投資產品上的優勝之處。

以下概述建立該 Corporate Legacy Builder 銷售匯報所用的假設：     

概念假設
受保人
一生受保： ................................................................... John，
 男性，51 歲，非吸煙者
產品
名稱 ............................................................................ $3,600,673 EstateMax，
 單一人壽保險 
 每年保費（8 年）
替代投資
增長明細..................................................................... 100% 利息
利息的實際稅率.......................................................... 50.00%
預測每年增長率.......................................................... 3.000%

保單 
年期

稅後保障 比較 相等於稅前
回報 (%)保險稅後

遺產保障
投資稅後
遺產保障

稅後保障
保險 vs. 投資

保險比投資 
多出的增長 
百分比

10 $2,956,132 $955,847 $2,000,284 209% 30.05%

20 $3,379,949 $1,190,073 $2,189,876 184% 13.34%

30 $5,255,210 $1,461,901 $3,793,309 259% 11.35%

40 $7,893,931 $1,777,369 $6,116,562 344%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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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顯示的價值為保單年期末之價值，並僅作說明之用。退保現金總值及保障總額的
任何非保證部份視乎保單內所指的每年紅利而定，而所顯示的價值假設每年分紅並
使用 Empire Life 現時的分紅率計算。

John 和 Jane 的顧問在其辦公室使用 Empire Life 的網上「Fast & Full（快捷全面）」
電子申請銷售程序為他們申請人壽保險，而 John 只需安在家中。Empire Life 的非
親身人壽保險申請限額現為 $5,000,000。 

Empire Life 總部即時收到申請後，便會進行該申請的 VIP 處理程序，其中包括： 

• 向顧問和 MGA 發送歡迎電郵，確認收到投保申請。 

•  投保過程期間可與您的承保商直接聯絡。 

•  優先處理您的個案，並通知您任何最新進展或決定。  

• 要求出示醫生證明 (APS)（如有需要），並優先跟進。

• 我們會選取最佳的保險選擇。

• 您將獲通知有關保單申請的最終決定（標準、加費或拒絕）。

• 在任何保單結束前，我們會聯絡顧問以確認有否需要續保。

保單發出後，John 透過使用 Empire Life 的電子保單發送程序，以電子方式收取其
保單合約。 

Empire 的網上電子申請銷售程序「Fast & Full」提供非親身銷售及電子保單發送程
序，為顧問大大節省時間，毋需多次往返 John 的辦公室和住處以填妥申請及送遞
保單合約。John 和 Jane 對網上銷售和保單發送的過程感到十分滿意。這讓顧問和
客戶與 Empire Life 的業務往來更簡單、快捷和容易！



The Empir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mpire Life) 自 1923 年成立至今，一直以作為 
一家加拿大公司而自豪。我們提供個人和團體人壽及醫療保險、投資及退休產品，其中包括 
透過我們的全資子公司 Empire Life Investments Inc. 提供互惠基金。

Empire Life 為加拿大十大人壽保險公司之一 1，並獲 A.M. Best Company 評為 A 級（優秀）2。
我們的使命是讓加拿大人能簡單、快捷和容易地取得其所需的投資、保險和團體保障計畫，以
建立其財富、產生收入和達致財務穩健。 

關注 Empire Life 的 Twitter @EmpireLife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empire.ca 查閱詳情。

1  Globe and Mail Report on Business, 2018 年 6 月；按收益計算
2 截至 2018 年 6 月 7 日。 有關最新評級，請瀏覽 www.ambest.com。

本文件內的資訊僅作提供一般資訊之用，而並不應被視為提供法律、稅務、財務或專業建議。 
The Empir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恕不為本資訊陳述的錯漏或對其的依賴或誤用負責。作出任何決
定前請先尋求專業意見。

® The Empir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之註冊商標。  
保單由 The Empir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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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如何能在您的保障計畫中加入此等產品之詳情，請聯絡您的財務顧問或瀏覽 empir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