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遺產傳承　延續家族財富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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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傳承迷思
根據2013年《滙豐未來的退休生活	—	退休生活如何？》調查報告

所指，有7成退休人士希望將資產傳承予子女或其他親人，而希望	

遺留給子女的中位數值更高達港幣1,134,790元1，可見財富代代	

相傳的意識相當濃厚。不過，很多人對財富傳承的認知及過程中卻

出現不少迷思，產生種種問題。若希望把財富以具智慧的方式傳承

至摯愛親人手上，需了解不同方案而作出最適合自己及家人的安排。

4



迷思1：為甚麼需要遺產策劃？

努力經年的成果，最希望與摯愛親人分享，若能事先規劃遺產傳承，便可確保自己的遺產可按個人	

意願分配，並不會因稅項及其他收費而被過度虛耗，使繼承人得到最大的利益。此外，及早規劃	

遺產，更可以找一個適合的財富傳承計劃或方案，將不能分割的家族業務與資產，平均分配給家人。

迷思2：將剩餘資產平均分配給家人，這就是有效的財富傳承嗎？

或許有人會認為把自己剩餘的資產平均分配給家人，便是有效的財富傳承，但若能把需要作傳承的

財富及自己的退休儲備分開處理，會帶來更佳效果，策劃上更有彈性：

•	能確保有足夠的退休儲備	

•	能更有效地獨立管理自己的退休儲備，並不需為花掉預留作傳承的資產而煩惱

•	利用保險計劃作為遺產規劃工具，一方面能為家人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為分配財產的	

一刻提高自己的總資產價值

	

迷思3：婚前所立遺囑仍有效嗎？

大部分人都會知道另簽新遺囑或將現有遺囑撕毁，便可撤銷早前所訂的遺囑，但有一個情況卻經常

被忽略，就是立遺囑人在訂立遺囑後才再結婚，該遺囑便會自動無效2。

迷思4：假如沒有立遺囑，後人如何處理遺產傳承呢？

【情況一：有立遺囑】

一般來說，若生前立有遺囑並委任了「遺囑執行人」，該執行人便是唯一有資格申請遺囑認證書

的人。如該執行人不想履行任務，或沒有在生之執行人，那麼在遺囑中獲得剩餘遺產遺贈的人，

便可獲優先權去申請遺產管理書3。

	

【情況二：沒有立遺囑】

若生前未立遺囑，表示沒有遺囑執行人。一般情況下，離世者的近親（如配偶、孩子或父母）就	

成為「遺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最多可有4個。如有多人具備同等資格可申請遺產管理書，而

他們就申請問題存在爭拗，他們可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讓法庭決定誰可被委任為遺產管理人3。

	

迷思5：年滿18歲就可以繼承遺產嗎？

遺產代理人（遺產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的統稱）需到遺產承辦處申請授予承辦書（即授予遺囑	

認證書或授予遺產管理書），才可合法地領取相關的遺產，而該遺產代理人必須年滿21歲3。

足夠的退休儲備
更有效地獨立管理
自己的退休儲備

保險計劃可作為一種遺產規劃 
工具，讓資產傳承後人

$$

遺產執行人�申請授予遺囑認證書	� 領取遺產

遺產管理人�申請授予遺產管理書� 領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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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6：內地居民逝世後，他們在港房地產須依內地法決定繼承權嗎？

近年中港兩地投資頻繁，不少內地居民在港存有資金、房地產，而本港居民在內地亦有銀行存款、	

物業等資產。由於本地與內地在繼承權方面的法律是相同的，即不動產（如物業）適用不動產	

所在地法律，而動產（即可以隨意動用的資金等資產）則適用被繼承人住所所在地法律，因此內地	

居民在香港留有房地產，需依照香港的法律規定來決定誰有繼承權；而動產則視乎繼承人居住地的

法律而定4。

迷思7：所有申請個案都毋須繳遺產稅嗎？

在申請領取遺產時，需留意死者的死亡日期，尤其當死者已逝世了一段長時間，因本地遺產稅已於	

2006年2月11日取消，在該日或以後死亡的個案，申請人毋須繳付遺產稅，但在該日以前的個案則	

仍須繳付。在2005年7月14日或之前的死亡個案，需按累進稅率應繳稅款，若其遺產總值少於	

港幣750萬元便毋須繳付遺產稅，其後稅率為5％、10％、15％。至於在2005年7月15日之後至2006年	

2月11日之前的死亡個案，若基本遺產價值超過港幣750萬元，只會被徵收港幣100元的象徵性稅款3。

資料來源：
1.	滙豐「您的個人經濟	我們專注所在」小冊子
2.	高峰進修學院「Legacy	Planning	Solutions	for	High	Net-Worth	Customers」
3.	社區法網網站「遺產承辦」
4.	CPB及CFP課程講師郭福欽講座資料
* 受核保條款限制
註：本文件並非供銷售用途。本文件所載的資料皆為假設及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未來客戶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您不可按照
本文件任何資料行事，應尋求特定的專業意見。請透過理財計劃評估尋求所需的財富管理方案。滙豐經紀及代表不會提供稅務及法律意見。您可向獨立專業
人士尋求特定的稅務及法律意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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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  各國各有不同
遺產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稅種之一，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	

古埃及，埃及法老王胡夫為了籌措軍費，已向埃及所有個人死後的	

財產轉移徵收10%的稅，成為了遺產稅的雛型。時至今日，約有	

逾100個國家正進行開徵遺產稅，作為調節社會財富貧富懸殊，

增加國家收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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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遺產稅的國家  多設有贈與稅

大部分實行開徵遺產稅的國家，為了保障生前轉讓（贈予）財產與遺產繼承的稅賦公平性，都實行	

遺產稅和贈與稅並用的稅制。遺產稅是以逝世者所遺留的資產為課稅對象而課徵的稅收，包括對	

遺產總額課徵的遺產稅，以及對繼承人取得遺產收入課徵的繼承稅。贈與稅是對財產所有人生前	

贈予他人的財產課稅的稅收，是遺產稅的輔助稅種。

 遺產稅國家  遺產稅內容

	 美國	 設有遺產稅，對國民將資產轉移或贈予他人有限制，超過限額的贈予便	

需要付贈與稅，其稅率與遺產稅稅率相同，最高稅率為45％1。

	 英國	 遺產稅在1975年被資產轉移稅所取代，後來在1986年又被繼承稅所	

取代。自1988╱89稅收年度起，繼承稅實行40％的劃一比例稅率，目前	

免稅額為個人英鎊32.5萬、夫妻英鎊65萬2。

	 台灣	 在2008年大幅減低遺產稅的稅率，由50％減至10％。遺產稅的課稅基準，

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房屋以評定現值的價格為準2。

	 日本	 2015年1月1日起，政府開始增收遺產稅，徵收規則的基礎扣除額改為

「3,000萬日圓	＋	600萬日圓	×	法定繼承人數」，從扣除課稅對象的繼承

財產中非課稅部分的基本豁免減少了4成3。

	 泰國	 國會於2015年5月通過國家首個遺產稅法案，規定超過1億銖的遺產須	

繳納10％遺產稅，由子女繼承的遺產則繳稅5％，預計2016年2月開始徵收4。

	 澳洲	 設有繼承法，由各州政府自行制定，故每個州的法例均不同。為了令全國的

繼承法能達成一致，各州的繼承法正不斷被修正2。

	 菲律賓	 過往設有繼承稅及遺產稅，但目前只徵收遺產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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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設遺產稅的國家  或對遺產收入徵收其他稅項

為了吸引更多投資及資金流入，近年亦有不少國家或地區廢除遺產稅。雖然沒有遺產稅制度，但	

部分國家仍會對遺產收入徵收個人所得稅、資產利得稅及印花稅等。

資料來源：
1.	林修榮理財天地「贈與基本法」
2.	高峰進修學院「Legacy	Planning	Solutions	for	High	Net-Worth	Customers」
3.	Thomas	Group網站「關於遺產稅」
4.	明報網站「泰推遺產稅料年收7億」2015年5月24日
5.	德勤「中國遺產籌劃相關稅收簡介」
註：本文件並非供銷售用途。本文件所載的資料皆為假設及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未來客戶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您不可按照
本文件任何資料行事，應尋求特定的專業意見。請透過理財計劃評估尋求所需的財富管理方案。滙豐經紀及代表不會提供稅務及法律意見。您可向獨立專業
人士尋求特定的稅務及法律意見。

無設遺產稅  遺產稅內容

國家╱城市

 香港	 遺產稅已於2006年2月11日取消2。

	 中國	 雖然目前未有徵收遺產稅，但內地政府在2013年於國發6號文及國辦函	

36號文，均提及研究適當時期開徵遺產稅問題5，並在《中國遺產稅暫行	

條例（草案）》提及遺產稅的徵收方法如下：

遺產淨額（人民幣）

不超過80萬

80萬至200萬

200萬至500萬

500萬至1,000萬

超過1,000萬

適用稅率

0%

20%

30%

40%

50%

對應的速算扣除數

0

5萬

25萬

75萬

175萬

	 加拿大	 不設繼承稅，但加拿大稅局會將遺產視作以時價售出，徵收資產增值稅，

稅例容許資產以購入價轉入配偶名下，以減低稅務負擔2。

	 印尼	 沒有徵收繼承稅及贈與稅2。

	馬來西亞	 自1991年起凍結遺產稅徵收政策，目前未有死亡稅及繼承稅2。

	 新加坡	 雖然自2008年起廢除遺產稅，但若父母在生時將資產轉贈給子女，則須	

應繳贈與稅，最高稅率為55％2。

遺產稅計算公式為「應納稅遺產淨額	×	適用稅率	－	速算扣除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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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遺產傳承工具
在現今的社會，傳承家族財富不再只是高資產人士的專利，	

愈來愈多人會在了解各類遺產傳承工具的利與弊後，再按照自己	

分配財產的意願，混合訂立遺囑、成立信託及購買人壽保險等	

不同工具，達到財富傳承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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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傳承工具1：遺囑

遺囑，俗稱「平安紙」，是一份法律文件，其用途為列明立遺囑人在身故後遺下的資產應如何被分配1。

弊處

1.	 雖然可根據自己的意願，在遺囑寫下日後
遺產的分配方法，例如不打算留任何東西
給某家庭成員，但《財產繼承（供養遺屬
及受養人）條例》（香港法例第481章）	
可賦予法庭權力，容許法庭下令將死者的	
部分遺產撥給某家庭成員或受養人2。

2.	 遺囑內容有機會在法庭的要求下被公開2。

3.	 即使立有遺囑，但遺產繼承人必須先向	
遺產承辦處取得授予承辦書，才可把先人
名下的財產轉名及把銀行的存款過戶或	
提取。而申請遺產承辦書的手續，往往	
繁複耗時2。

弊處

1.	 費用較高。信託成立後，每年支付的	
管理費，一般按資產淨值的1％以上	
收取，最少為港幣40,000至50,000元4。

利處

1.	 每個人在死前仍可隨意更改遺囑內容，	
轉變遺產分配的方法2。

利處

1.	 受益人可避免遺產認證的法律手續，	
迅速取得相關的資產2。

2.	 透過具投資專業知識的受託人，及事先	
規劃的機制，可確保信託資產按照	
成立人的意願，按時分期分予家人，	
有效地為受益人作出日後生活安排，同時
避免財產被受益人濫用1。

3.	 若成立人因生意失敗而被起訴或申請	
破產，信託內的資產，可免被債主索償3。

4.	 信託文件屬於私人文件，不會被公開2。

遺產傳承工具2：成立信託

信託是指成立人（即遺產擁有人）透過與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將信託財產權轉移給受託人，而	

受託人須依信託契約約定，即成立人所訂立的條款來投資及管理資產，然後把滾存所得的收益，	

轉移至受益人名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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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傳承工具3：人壽保險

購買人壽保險，是另一個常用的遺產傳承工具。受保人可依據自己的心意，為不同的受益人購買及設定

指定的人壽保額，從而為他們留下充裕的財富。當受保人一旦身故時，受益人便可獲指定的賠償金額。

弊處

1.	 根據《破產條例》，暫行受託人可將	
破產人有權獲得的或看似有權獲得的	
所有財產收歸其保管或控制。因此，視乎	
個案情況，破產人的人壽保險保單	
擁有權有可能被強制轉讓予受託人5。

利處

1.	 保持資產流動性，避免於資產在需要	
進行遺產承辦程序時遭到凍結。

2.	 由於傳統壽險的賠償額一般大於保費，
因此利用壽險作為傳承遺產的工具，可用
遠比賠償額低的保費讓後人獲取較高的
賠償額作遺產用途，變相增加立遺囑的
整體資產值。

3.	 藉壽險將傳承與退休的財產分開，也可	
解決資產在分配時不易分割的問題。

資料來源：
1.	方氏律師事務所網站「信託管理及遺產承辦」
2.	高峰進修學院「Legacy	Planning	Solutions	for	High	Net-Worth	Customers」
3.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網站「遺產策劃」
4.	蘋果日報網站「周末理財；信託管遺產非富豪專利		瞄準中產客		500萬身家可成立」2012年6月23日
5.	律政司網站「破產條例」2012年8月2日
註：本文件並非供銷售用途。本文件所載的資料皆為假設及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未來客戶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您不可按照
本文件任何資料行事，應尋求特定的專業意見。請透過理財計劃評估尋求所需的財富管理方案。滙豐經紀及代表不會提供稅務及法律意見。您可向獨立專業
人士尋求特定的稅務及法律意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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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險作財富傳承的四大好處 
在規劃一個完美的財富傳承時，總會遇到不少困難，例如，如何將

家族業務或物業傳承公平分配、如何讓繼承人在進行遺產承辦時

備有充裕的資金、如何將退休儲備與財富傳承同時增值等。面對

以上種種的困難時，人壽保險便可作為遺產規劃的有效工具，提供

全面的解決方案，讓遺產擁有人能根據自己的意願分配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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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1：財富保障1

當構思財產傳承規劃時，遺產擁有人可考慮先將自己的退休儲備與傳承後人的資產分開管理，一方面

能夠確保已為自己預留了足夠資金應付退休所需，另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獨立管理自己的退休儲備，	

毋須為不慎花掉了留作傳承的資產而煩惱。

好處2：增加流動資金，提供家庭保障1

任何人在身故後，其遺產便會遭到凍結，直至法院發出遺產承辦書，授權遺產代理人才能把先人名下

的財產轉名及把銀行的存款過戶或提取。而整個申請遺產承辦書手續繁複，審批費時，可能需要數月

至數年不等的時間，為剛剛失去摯親的家人倍添負擔。

為了增加在申請遺產承辦書過程的資金流動性，遺產擁有人可考慮購買人壽保險，因在大部分情況下，

人壽保險的索償毋須經過遺產承辦程序，只要根據保險計劃的條款，受益人便可獲得賠償金*以應付

生活上的各種需要，提高遺產的流動性。

好處3：協助資產分配1

將財富及資產傳至下一代，已成為亞洲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傳統習俗。不過，資產類別繁多，未必每種	

均能輕易平分予下一代，尤其是家族業務。也許遺產擁有人會希望子女能夠繼承其基業，但並不是	

每一位子女的意願也與其相同。當遇到這些不能分割的家族業務或物業時，要把財富公平分配便變得

相當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人壽保險或許能提高整筆遺產的流動資產†，助遺產擁有人因應自己的意願，

將財產平均分配給子女。

好處4：掌握財產分配1

除了上述提及的三個好處外，透過人壽保險計劃作為財富傳承計劃的其他好處，還包括確保投保人	

可全面掌控自己的財富轉移計劃，並保持私隱性。投保人可按照自己的心意，指定及隨時更改保單	

受益人‡、及各個受益人的人壽保額分配比率，而且不會涉及額外的費用†。此外，申領保險賠償的手續

較簡便快捷。

資料來源：
1.	滙豐「您的個人經濟	我們專注所在」小冊子
* 獲取保險賠償的時間須視乎索償程序安排
† 受保險計劃條款限制
‡ 指定受益人選需受保單核保要求限制，例如可保權益
註：本文件並非供銷售用途。本文件所載的資料皆為假設及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未來客戶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您不可按照
本文件任何資料行事，應尋求特定的專業意見。請透過理財計劃評估尋求所需的財富管理方案。滙豐經紀及代表不會提供稅務及法律意見。您可向獨立專業
人士尋求特定的稅務及法律意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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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傳承家族業務及財產
爭家產的新聞時有所聞，尤其是在香港、內地或台灣等華人的	

地區，富商、大家族的遺產糾紛不時成為報章的頭條。事實上，	

即使是一般營運小生意的小康之家，都應該及早思考遺產處理的

最佳方法，確保公平分配。除了立遺囑外，信託基金及保險均可	

作為遺產傳承工具，更有助平均分配財產，避免家庭成員之間的

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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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資產難以分割

財產的組成不光是現金，當中最常見的還包括物業、股票基金、業務資產、退休金等，還有有形資產

如汽車、收藏品等，並不容易分割及分配。利用人壽保險規劃遺產，就可以根據您的意願分配財產，

尤其流動性較低的財產。

陳氏夫婦的例子可以說明利用人壽保險規劃遺產的好處1。陳氏夫婦擁有港幣2,000萬元資產，夫婦

倆希望預留港幣800萬元作退休，然後將家族業務及餘下的財產平均分配給兩名子女。扣除了退休	

儲備後，陳氏夫婦餘下價值港幣800萬元的業務資產，以及港幣400萬元的流動資產。如果要把遺產

公平分配予兩名子女，必須將業務資產分割。如下圖所示：

子女#1 
港幣600 萬元

業務持有人陳氏夫婦 
港幣2,000萬元資產

業務資產
港幣800萬元

子女#2
港幣600萬元

按照遺囑分配 
港幣400萬元

子女#1 
港幣600萬元

港幣800萬元
撥作退休開支

子女平均分配業務資產， 
各港幣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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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險作遺產傳承　具彈性增資產

採用保險為傳承方法，毋須分割業務資產。方法是陳氏夫婦撥出港幣200萬元，以一筆過形式繳付	

保費，使其中一名不活躍於業務的子女可得港幣800萬元的遺產，另一名繼承價值相同的業務。與此

同時，退休時可動用的儲備可提升至港幣1,000萬元，比較沒有利用人壽保險規劃遺產的情況高

25%，資產的流動性和分配的靈活性都明顯提高，而業務資產也可完整地傳承予有志於繼承的子女。

由此可見，利用人壽保險規劃遺產的最大優點，是有助彈性地平均分配遺產，把傳承與財產

分開；而且增加遺產的流動性，提高遺產總值，父母可依據個人的心意，為不同的受益人購買及

設定指定的人壽保額。同時可讓投保人增加退休儲備，毋須為擔心會花掉傳承金額而盲目節約	

退休開支，不論是投保人或是受益人，也可獲得財富保障，讓安享退休與財產傳承兩者兼得。

註：就相同保費金額而言，可投保之保額因產品而異，保費金額以受保人的性別、年齡、吸煙習慣、保額及核保考慮因素而釐定，詳情須查閱產品資料。

業務持有人陳氏夫婦 
港幣2,000萬元資產

業務資產
港幣800萬元

子女#2 
（活躍於業務） 

港幣800萬元
可繼承100%業務

以港幣200萬元購買
港幣800萬元保障額

的人壽保險

子女#1 
（不活躍於業務） 

港幣800萬元

港幣1,000萬元
撥作退休開支 

 

資料來源：
1.	滙豐「您的個人經濟	我們專注所在」小冊子
註：本文件並非供銷售用途。本文件所載的資料皆為假設及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未來客戶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上述所有數字	
只作說明用途，既非保證金額，亦非根據過往表現陳述。實際數字可能有差異。您不可按照本文件任何資料行事，應尋求特定的專業意見。請透過理財計劃	
評估尋求所需的財富管理方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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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意見 –
陳裕光—傳承學院榮譽主席

郭福欽—FPSB China國際金融理財標準委員會（中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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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學院榮譽主席陳裕光博士

插秧哲學  延續家族基因

香港有逾六成企業屬家族企業，所有企業當中又只有4%有傳承	

計劃，連鎖快餐店大家樂集團正是這少數當中的成功例子。	

陳裕光博士花了四年時間把業務傳承給新班子，於2012年功成	

身退，只留任集團主席一職。他認為有「捨」才有「得」：「就像農夫

插秧，一面種植、一面往後退，才能成就下一代接棒者；懂得放下	

行政總裁的光環，令我得到新的機會，發展『傳承學院』的工作。」	

現任傳承學院榮譽主席的陳裕光博士，向大小企業傳授交棒的	

心得，啟導兩代管理人。

問：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曾言道：企業家的終極考驗，是如何成功傳承業務。	
您認為家族企業交接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陳：一般人最關心的財富轉移，其實是家族企業傳承最簡單的一環，因為可採用遺囑、信託基金等方式
處理；最具挑戰性的，是高層次的軟性資本，包括家族的理念、知識、以至家族關係的延續。能否成功	
傳承，有賴家族成員之間的信任與溝通，配合適當的機制如家訓、家族合議和憲法，以時間灌溉。	
有時候，十年磨一劍，只為那一刻！家族企業須花時間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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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件所載的資料皆為假設及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未來客戶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您不可按照本文件任何資料行事，	
應尋求特定的專業意見。請透過理財計劃評估尋求所需的財富管理方案。滙豐經紀及代表不會提供稅務及法律意見。您可向獨立專業人士尋求特定的稅務及
法律意見。

問：在亞洲，家族企業的傳承辦得成功嗎？
陳：根據摩根大通（J.P.	Morgan）的調查，九成以上的亞洲家族企業希望將業務順利交棒至新班子，	
然而，當中88%企業沒有為傳承做任何準備！另一本地大學調查顯示，家族企業傳承後的八年，股價	
受一定影響，部分會下跌六至七成。事實上，中國內地的民企正踏進交接的高峰期，約有三百萬家民企	
需要處理業務傳承，過程順利與否，將影響中國的整體經濟表現。

問：香港有沒有家族企業成功傳承的例子？
陳：逾百年歷史的李錦記是最佳例證，創辦至今已傳到第五代。一直以「思利及人」為核心價值，延續	
家族企業的經營宗旨；為使家族業務健康延續，他們獨創了一套家族憲法，既保證了集團發展的穩定，	
也給予每個家族成員公平競爭的機會，由家族議會監管執行；其家訓還有一些傳統的精神，如禁止	
婚外情、鼓勵早婚等，藉以繁衍後代，強化家族延續能力。

問：根據調查，九成父輩希望將家族企業傳承給子女，然而九成半受訪的家族企業子女，表示不願意繼承
祖業，父輩如何解決兩代矛盾？
陳：傳統儒家思想如血濃於水、親疏有別等觀念，埋下了傳承的包袱，如父輩用人唯親，因而錯失了	
專業管理人，無法帶領企業走下去，令家族錯過發展的機遇。以我的一對子女為例，兒子在內地創辦	
連鎖麵包店，女兒則開設了室內設計公司，在事業上各有發展，但我認為他們都承傳了部分餐飲業的	
理念、創新的精神，把我的DNA（基因）延續下去，只是發揮領域不一樣。我尊重他們的決定，亦為他們
的成就感到非常欣慰。

問：接棒的一代又能否兼顧個人專長與家族企業的傳統，創新業務？
陳：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新世界發展的第三代接班人鄭志剛是一個成功個案，他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	
東亞文學系，在日本京都修讀表演藝術碩士課程，醉心藝術；他成功將興趣加入地產業務，成立全球	
首個「購物藝術館」K11商場，將藝術、人文及自然三者跟商業結合，並拓展至中國內地城市，成功為	
家族業務注入新元素，同時發揮個人專長，推廣藝術。

問：如何凝聚家族，建構目標一致的共識？彼此如何建立互信？
陳：嘗試將企業的管理方法套用到家庭會議上，我跟家族成員每月定期開會，有正式議程，讓大家認真
討論企業的政策、財務等議題，也會探討彼此對家訓的看法；會議亦包括一些認識家族歷史、祖父輩	
故事分享等環節，藉以凝聚家族成員的向心力，提供溝通表達的機會，建立互信融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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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SB China國際金融理財標準委員會（中國） 
講師郭福欽

中國遺產稅　蓄勢待發

中國傳統上，很多人仍忌諱身後事或遺產，因此，遺產籌劃並不	

太受內地人重視，然而真正的需求卻很大；曾在金融機構及FPSB	

China國際金融理財標準委員會（中國）等機構教授CPB及CFP

課程的郭福欽，擅長分析中國遺產稅案，家族財產保全與傳承	

架構，指中國家庭走向富裕，而家庭結構趨向複雜、人口開始	

老化，傳承高峰逐步到來，高資產人士渴求專業機構或人士協助

他們做遺產籌劃、傳承規劃。

問：遺產策劃在中國內地普及嗎？為什麼？
郭：根據調查分析，在2015年，46%的高資產人士已經開始考慮財富傳承，有相同考慮的超高資產人士
則高達51%，反映中國人對遺產策劃的需求和意識不斷提升。

問：香港和中國內地，遺產策劃的相關法規有什麼分別？
郭：國內屬於大陸法系，而香港屬於英美法系，兩者法律的區別很大。以繼承法律為例，內地法定繼承人
的範圍較窄，規定了兩個順位繼承人，第一順位為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順位為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孫子女卻不在法定繼承人範圍內。而香港，法定繼承人的範圍較寬，規定了多個繼承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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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件所載的資料皆為假設及只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向任何未來客戶提供建議或意見，亦不可視為取代專業意見。您不可按照本文件任何資料行事，	
應尋求特定的專業意見。請透過理財計劃評估尋求所需的財富管理方案。滙豐經紀及代表不會提供稅務及法律意見。您可向獨立專業人士尋求特定的稅務及
法律意見。

除了上述，還包括兄弟姐妹之子女及其直系親屬，伯、叔、姑、舅、姨也在內。另一點跟內地不同的是，	
在香港，配偶不是固定順序的法定繼承人，可與第一、二、三順序的繼承人共同繼承。
在內地還有一個普遍現象，高資產人士有些財產不在自己名下，而由親人朋友代持，中國法律也認可代持
的合法性（前提是不違反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因房子、股權等財產不在自己名下，令遺產的傳承面臨
更多風險。

問：中國現在是不是不設遺產稅？將來會否開徵？
郭：中國目前還沒有開徵遺產稅，但自2015年3月《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開始實施後，業界認為	
這是將來開徵遺產稅的基礎，至於何時正式開徵，只是時間、時機的問題。根據財政部於2004年出台、
2010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當中有幾項值得參考：
•	 按照第1條，「全球徵稅」表示移民國外的中國公民，如在中國境內留有財產者，仍需繳交遺產稅
•	 按照第2條，死亡前五年內發生的贈予財產均要交遺產稅
•	 按照第16條，如去世前把財產低價賣給家人，由於無價可依或申報價格明顯低於正常價格，須按	
贈予時的評估價值計算，而評估結果須經主管稅務機關確認

•	 按照第15條，後代在繳交稅務後才能繼承遺產，如何確保繼承人能夠在短期內籌集現金來交稅，
是一大難題

問：有遺產策劃和沒有遺產策劃的分別？
郭：山西「焦炭大王」在2015年7月去世後，因為沒有規劃遺產，「妻子們」、兒女們開始對其名下的股權
展開爭奪，員工跑到公司追討欠薪、電腦丟失，事件甚至令警方介入調查，家族企業前途未明，家人紛爭
不斷，最終只能走法定繼承程式，按照中國繼承法，由他的配偶、子女、父母平均分配他的財產，過戶前
先要辦繼承權公證，而公證必須在辦好所有手續後徵得所有繼承人同意，否則只能訴訟解決。
有其他個案更因親人爭奪股權，使其部分子公司長期處於停產停業狀態，其他的遺產如房產、股票、	
存款等爭奪問題、非婚生子問題、公司股權繼承、公司經營管理等問題逐一曝光，導致財富耗損、	
家醜外傳、耗時長、喪失控制權等惡劣後果。

問：高資產人士在處理財富傳承時有什麼額外的風險？
郭：對高資產人士來說，資產只是一個數字，並不等於真正的財富；曾有房地產商商人受合作夥伴涉案	
影響，其合作的開發商拖欠薪金，結果由總公司負責，地產商商人要以法人身份償還工人的薪金，他要
變賣個人財產來處理；而離婚亦會影響股權分配，直接削弱高資產人士的控股權。
台灣知名企業家王永慶在2008年去世，遺產有600多億新台幣（扣除夫妻一般等免稅額後有238億	
新台幣），按當時50%的遺產稅稅率，最終被徵收119億新台幣，傳承後代的財富大為「縮水」。因此，
高資產人士有必要採用法律方法，因為他們在多國都有財產，而家庭成員擁有不同的國際身份，遺產	
籌劃就不得不考慮各個國家的法律；同時採用不同的理財工具如保險、信託基金等，避免因公司財政
混亂，公司董事要變賣私人財產去承擔公司債務；又或因離婚，要把公司股權分配給前夫或前妻，變相	
控股權被削，以及巨額遺產稅所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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