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法例及詮釋有可能改變。

在您的理財組合
加入人壽保險

企業擁有的人壽保險如何在您的公司
發揮作用

您經營有道，業務成功。您的業務表現優秀，公司資金充裕，並高於

日常營運所需的水平。

您應該如何部署下一步？您可能已經有投資，但您是否有妥善運用

公司的資產淨值來爭取更大收益？

企業投資可能會對公司擁有人帶來難以處理的情況。

通常，像您一樣的公司擁有人會將資金保留在公司，以備隨時動用，

或把握合適的投資機會。

但是，如果公司的投資組合大量持有應課稅的投資，您未必可以

高效地運用資金。被動收入是以最高企業稅率徵稅，而被動收入

也可能降低公司的扣稅額，意味著公司的商業收入可能被徵收更高

的稅款，令股東的收益減少。

如何避免跌進“被動收入的陷阱”？

公司供款

投資 增長的年度稅項*

*紅利
有關稅法的說明是根據現時適用於加拿大居民的加拿大稅法作出

、利息收入及資本增值年度稅項。
，

股東提取現金 股東需為紅利繳稅

當您身故時 股東需為紅利繳稅

餘下資金分配給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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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保費歸還選項

加拿大稅務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簡稱 CRA) 和魁北克省稅務局 (Revenue Quebec) 尚未就危疾保險保單中保費歸還

涉及的稅務問題作出正式裁定。因此，從保費歸還所得的金額應如何繳稅將視乎詮釋而定。

方法之一是通過公司擁有終身人壽保險

公司擁有終身人壽保險能夠讓您在有生之年，幫助公司的資產免稅

增長—只要資金留在保單內，並且不超於政府法定限額，及假設

保單可以豁免繳稅。

它也有助於：

• 令公司持有的資產更多元化
• 降低公司投資組合的波動性
• 保障您小型企業的扣稅額1

• 取用資金應急和把握機會2

• 為買/賣協議提供資金
在您身故時，如果已指定保險賠償金(也稱為身故賠償金)向公司

發放，可以幫助您的業務過渡，邁步向前，並向股東提供紅利。

設計大綱：

• 擁有人及供款人—您的公司
• 受保人—您
• 受益人—您的公司

保費通常不能作為公司扣稅項目

優化公司擁有人的
總資產淨值及遺產價值

終身人壽保險
- 在法定限額內免稅增長

- 免稅身故賠償金給指定
的受益人

危疾保險*
- 保費歸還有機會免稅

- 免稅的危疾賠償金

*附有保費歸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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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入投資
- 穩健，可靈活取用

- 以較高稅率徵稅

房地產
- 取用資本的靈活性有限

- 或被徵收資本增值稅

生意
- 取用資本的靈活性有限

- 或被徵收資本增值稅

股票投資
- 取用資本的靈活性有限

- 或被徵收資本增值稅

加拿大稅務局(Canada Revenue Agency，簡稱CRA)和魁北克省稅務局(Revenue Quebec)尚未就危疾保險保單中
保費歸還涉及的稅務問題作出正式裁定。因此，從保費歸還所得的金額應如何繳稅將視乎詮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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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有生之年讓資產增長

人壽保險或可提供免稅增長機會(只要不超過政府規定的限額，

並留在保單內)。如果保單已累積足夠的現金值，您的公司在

有需要時就可運用該些資金。

當您身故時

您的公司將獲得免稅保險賠償金。一間私人公司的資本紅利

賬戶會收到一個額度，3  如公司選擇向股東發放紅利，便可免稅

發放。4 

終身人壽保險不僅是讓投資組合多元化及降低被動投資稅的

方法之一，1  它也是在您身故後，有助公司暢順運作而不會增加

稅項的方法之一。

公司供款

人壽保險保單
增長無需繳稅5

公司提取現金

提款有潛在公司稅項

股東需為紅利繳稅

當您身故時 公司獲得身故賠償金
及資本紅利賬戶額度6

餘下的身故賠償金作為
紅利分配給股東

資本紅利無需
繳納個人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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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向您的顧問查詢，

或瀏覽 canadalife.com。

1在保單內的增長不被視為被動收入。但是，如果公司提取現金值則須課稅，並成為被動收入，也可能會影響您的小型企業扣稅額。

2如果您向保單借款(以保單借貸)或從保單中提取現金值，將降低保單的現金退保值(cash surrender value)，並可能減少賠償金(身故賠償金)。向保單貸款或提取現金可能需要繳稅。
欲了解有關取用保單現金值的其他方法，請向您的顧問索取 Accessing cash value from your corporation’s policy (46-10868)小冊子。

3此額度相等於發放給公司的保險賠償金減去保單的調整保險成本後(adjusted cost basis)金額。通常，調整保險成本後金額是您繳付的保費總額減去淨保險費用(NCPI)的金額。
4股東必須是加拿大居民。

5只要不超過法定限額，保單內的增長便無需繳稅。

6在身故時，保險金以免稅的方式發放給公司。私人公司的資本紅利賬戶收到相等於身故賠償金扣除保單調整保險成本後的金額。資本紅利賬戶額度讓公司可以向擁有加拿大居民身份的股東

支付免稅紅利。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based on current tax legi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for Canadian residents and is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as of June 2020. Future changes to tax legi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may 
affect this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is not intended to be legal or tax advice. For specific 
situations, you should consult the appropriate legal, accounting or tax advisor.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1117 EL), which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46-11117CH EL-09/20

http://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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