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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繼承⼈過世時，⽣存配偶可分得⼀半遺產？

被繼承⼈過世時，⽣存配偶可取得被繼承⼈⼀半遺產的說法並不正確。從民
法規定來看，配偶與⼦⼥同為繼承⼈時，配偶的應繼分應與⼦⼥平均；另民
法第1030-1條對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規定：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準此，以被繼承⼈過世⽇為時
點，結算夫妻名下婚後有償取得的淨資產之差額，為⽣存配偶可請求的數
額，並⾮當然直接取得被繼承⼈名下⼀半的遺產。可參考如下⽰意圖：

在遺產稅申報作業⽅⾯，即依上列原則來計算⽣存配偶可主張剩餘財產請求
權之扣除⾦額。當國稅局核定該項扣除⾦額後，繼承⼈應於取得完稅證明後
⼀年內給付該請求權⾦額之財產予⽣存配偶，並將給付完成證明⽂件通知國
稅局。

實務上，往往被繼承⼈在⽣前罹患疾病且狀況惡化當中，情急之下將名下資
⾦直接轉給配偶，以為可減少遺產稅負擔，事實上過世前兩年內移轉給配偶
之財產，除了須併回被繼承⼈遺產課稅外，因過世時點⾮屬於被繼承⼈名下
財產，反⽽該項請求權扣除額減少，以致整體稅負成本不減反增。

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扣除額，確實可減輕遺產稅成本，但，其
中考量的⾯向有許多眉⾓，建議進⾏財產移轉前應諮詢稅務專業⼈⼠，以求
周全。

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
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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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婚後1.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2.慰撫⾦。

被繼承⼈ ⽣存配偶

婚後
財產

婚後
債務

剩餘
財產

* 婚後
財產

婚後
債務

剩餘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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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買保單可以節省遺產稅？

隨著保險商品推陳出新，保險商品種類多元，除了提供壽險、醫療、意外理
賠等基本保障外，也具有儲蓄、理財之⽬的，因此，國⼈普遍偏好購買保險
商品，甚⾄將保險當作節稅⼯具。

遺產稅對於保險課稅議題，主要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1項第9款「約
定於被繼承⼈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之⼈壽保險⾦額可不計⼊遺產總
額課稅」，然⽽，近幾年有越來越多⾼額保單被課徵稅的判決案例。

財政部於民國109年7⽉1⽇台財稅字第10900520520號「實務上死亡⼈壽
保險⾦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案例及其參考特徵」。函釋舉出保單實質
課稅參考特徵，包括帶病投保、⾼齡投保、短期投保、躉繳投保、鉅額投
保、舉債投保、密集投保、保險費等於保險⾦額及要保⼈與被保險⼈⾮同⼀
⼈等九⼤態樣，但，對於部分態樣並沒有明確的標準，例如：幾歲以上為⾼
齡? 過世前多久買保險視為短期投保等等，實務上國稅局依個案狀況綜合考
量併⼊課稅與否，故常造成徵納雙⽅認知上落差，⽽產⽣許多保險⾏政訴訟
案例，最終判納稅義務⼈敗訴居多。如果無法判斷被繼承⼈哪些保單是否應
計⼊課稅，仍建議在遺產稅申報書中不計⼊遺產總額欄位填寫所有的保單資
料，並檢附證明⽂件，以免因漏報受罰。

另外，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款，受益⼈與要保⼈⾮屬同⼀
⼈之⼈壽保險及年⾦保險，受益⼈受領之保險給付在新臺幣3,330萬元以
下，可免計⼊基本所得額中課稅。亦即，民國95年1⽉1⽇以後購買之保
險，即使未併⼊遺產課稅，也要評估對所得稅最低稅負制之影響。

保險⼯具的應⽤，應著眼於以下⽬的，反之，如只是⼀昧期待節稅效果，
恐怕會⼤失所望了：

預先作好⾵險控
管，以應付臨時

突發狀況

預留稅源、後事
費⽤及遺產存款繼承
前的⽣活開銷，以減
輕家屬經濟上負擔

作為整體資產分
配規劃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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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繼承⼈死亡前提領存款，可避免遺產稅？

當被繼承⼈⽣前健康狀況不佳、罹
患疾病或住院治療情況下，密集、
⼤額提領現⾦，或將存款轉⾄家屬
帳⼾的例⼦屢⾒不鮮。其動機不外
乎為了⽅便⽀付⽣活費、醫療看護
費，或者為⾝後之事預作準備；抑
或可能提早分配現⾦財產或有規避
遺產稅之意圖。

按遺產及贈與稅法施⾏細則第13
條，被繼承⼈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
理事務期間舉債、出售財產或提領
存款，⽽其繼承⼈對該項借款、價
⾦或存款不能證明其⽤途者，該項
借款、價⾦或存款，仍應列⼊遺產
課稅；即使於⾮重病期間，如由繼
承⼈提領被繼承⼈存款，也須由繼
承⼈負舉證責任。實務上家屬不⼀
定有保存憑證的習慣，以致過世前
兩年內的現⾦提領幾乎全數被併回
遺產課稅。

無論被繼承⼈⽣前提領現⾦，或轉
帳⽅式將資⾦託付給家屬代為⽀應
⽣活醫療費⽤，建議應保存合法憑
證、注意⽀付費⽤⾦流、並詳實記
帳，才是真正有效降低遺產稅負之
道，也可避免家屬對被繼承⼈資⾦
提領運⽤上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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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有農地不會被課徵遺產稅？
為增進農民福利及保障農民權益，獎勵農地作農業使⽤，遺產及贈與稅法明
定被繼承⼈死亡時，農地的價值可作為遺產稅之扣除額；但也同時要求繼承
⼈遵守農地的管制規定，如規定繼承⼈⾃承受之⽇起的5年內未作農業使⽤
應追繳遺產稅。

實務上，往往因被繼承⼈⽣前疏於管理，使農地遭他⼈占⽤、鋪設⽔泥或傾
倒垃圾等，或者為持分共有⼟地⽽未能掌控利⽤⽅式，以致繼承⼈申報遺產
稅時，無法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農⽤證明，因此，無法主張農地扣除額以降
低稅負成本，實在可惜。

即使遺產稅申報案順利主張稅負減免，卻忽略有五年的管制期間，⽽將農地
出售或贈與他⼈，或任⼟地荒煙漫草未繼續農⽤，最後遭國稅局追繳遺產稅
案例亦時有所聞。

故建議應定期管理農地，如為共有⼟地，也儘可能與其他共有⼈協調訂⽴分
管契約，以明確界定管理範圍，並留意農業主管機關對⼟地管制利⽤的要求
及稅法的規定，才能真正享有農地的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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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下有道路⽤地，留著百年後抵繳遺產稅?

當繼承⼈好不容易清查完被繼承⼈遺產並向國稅局申報，⼜等了幾個⽉後終
於收到了遺產稅稅單及核定通知書，接著要如何繳納? 想到被繼承⼈⽣前交
代，刻意留下道路⽤地來抵繳遺產稅。但究竟是否得申請遺產中的道路⽤地
抵繳稅款，尚須評估以下重點：
⼀、應納稅額須在新台幣30萬元以上。
⼆、被繼承⼈遺留之財產，於現⾦繳納確有困難，始得以實物抵繳。

換⾔之，如被繼承⼈遺產有現⾦、銀⾏存款，或是有過世前兩年內贈與
給繼承⼈現⾦、先⾏出售遺產之價款等情事，以該等現⾦存款繳納稅款
後，如有不⾜繳稅部分，才能以股票或⼟地等其他實物抵繳。

三、道路⽤地究竟可抵多少稅?
即使現⾦繳納確有困難可申請以道路⽤地來抵稅，惟按稅法規定，除了
該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劃設前已為被繼承⼈所持有，或於劃設後因繼承移
轉予被繼承⼈所持有且於劃設後⾄該次移轉前未曾以繼承以外原因移轉
者，原則上應以申請抵繳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價值占全部遺產總額⽐例來
計算抵繳限額，並⾮道路⽤地價值多少就可抵多少稅。

四、道路⽤地抵繳移轉登記的可⾏性?
欲申請抵繳之⼟地得由繼承⼈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
繼承⼈之應繼分合計逾三分之⼆之同意提出申請，如因部分繼承⼈不配
合以致未達前述⾨檻的話，亦無法進⾏抵繳作業。

由上述可知，以道路⽤地等實物抵繳遺產稅，在法令上有諸多限制。

安永家族辦公室觀點
孫孝⽂副總經理及邱筠淇經理提醒⼤家，遺產稅處理不僅僅只討論遺贈稅法，
更需整合民法等相關法規知識，無論是事先評估，或是進⼊到申報、繳稅及繼
承階段，透過安永家族辦公室豐富實戰經驗，可協助家屬作好妥善的租稅管理
及資產傳承。

安永家族辦公室諮詢專區
若您閱讀⽂章後有任何的疑問或需要更進⼀步的建議諮詢，誠摯歡迎您來信簡述您的
需求。收到您的信件後，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與您聯絡預約時間。

安永家族辦公室期待您的來信!! familyoffice@tw.ey.com



個⼈稅負管理

綜合所得稅
最低稅負制
⼟地增值稅
贈與稅等諮詢

股權管理規劃

投資架構諮詢
家族企業IPO

財富移轉諮詢

不動產移轉稅
負諮詢
股權出售諮詢

家族傳承規劃

家族辦公室
⼆代交班
信託諮詢

⼈⽣規劃

公益信託
慈善基⾦會
遺囑規劃
遺產稅諮詢

家族企業傳承規劃及稅務諮詢服務
安永家族辦公室

家族企業傳承規劃及稅務諮詢服
務-安永家族辦公室團隊，結合
專業的稅務及法律⼈⼠，整合安
永全球資源，為您及家族企業在
財產及事業的發展、增值、保護
暨傳承等議題，提供最佳的諮詢
、規劃及解決⽅案，成為您及家
族企業信賴的專業夥伴。

財富傳承/
保全計畫及

⾏動

財富傳承與保全

• 傳承⽅式評估及相關稅負分析
• 各項傳承⼯具介紹
• 資產傳承計畫擬定
• 遺囑預⽴
• 定期進⾏家族資產傳承⽅案檢

視並依家族成員意願進⾏⽅案
調整

• 綜合所得稅及最低稅負申報及
諮詢

• 贈與稅及遺產稅申報及諮詢
• 遺產繼承諮詢
• 境內外信託設⽴諮詢

家族與家族企業⾯臨稅務、法律、⼯商
環境的挑戰下，
安永家族辦公室作為專業諮詢顧問
的⾓⾊…

• 家族成員稅務管理及健檢
• 海內外各項資產稅務⾵險評量
• 家族企業投資架構檢視暨調整
• 因應法令變動定期檢視其對家

族及企業之潛在影響暨⾵險辨
識管理

稅務及法律諮詢

稅務⾵險
辨識及管理

• ⼯商登記服務
• 各項資產移轉稅務諮詢
• 國際租稅及跨國稅務諮詢
• 出具稅務意⾒書/稅務⾏政救

濟
• 上市/櫃(IPO)前家族持股架

構檢視

家族企業
相關諮詢

家族治理

• 家族憲章設計暨家族⽂化傳承
• 家族治理機構及溝通平臺籌備
• 家族辦公室設置及功能營運

溝通平臺
建置

• 家族股東所有權與經營權區分設計
•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設⽴及章程設計

(股權轉讓限制、特別股等)
• ⾮公開發⾏公司特別股設計
• 家族成員退場機制建⽴

家族股權
架構設計

• 家族企業接班計畫思考
• 家族企業上市/櫃(IPO)規劃
• 專業經理⼈獎酬⼯具設計
• 教育訓練及專題論壇
• 協助進⾏商業決策及其他財務

諮詢 (併購/收購等商業交易相
關諮詢)

• 公益信託設⽴諮詢
• 財團法⼈基⾦會設⽴諮詢
• 家族公益及社會參與

家族企業永續經營

企業接班與
經營計畫

慈善事業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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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

孫孝⽂ 副總經理
+886 4 2305 5500 分機 75606
Jimmy.HW.Sun@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健民 副總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156
Alex.CM.Yang@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信⾏ 資深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166
Laster.Lin@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謝欣芝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27
Hazel.Hsieh@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啟晉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33
Harvey.Chang@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郭孟華 經理
+886 7 238 0011 分機 77377
Amo.Kuo@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周志潔 資深律師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381
Arthur.Chou@tw.ey.com

安永圓⽅國際法律事務所

邱筠淇 經理
+886 4 2305 5500 分機 75205
Yunci.Cio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楷資深經理
+886 4 2305 5500 分機 75530
Kai.Lin@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胡綾珊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42
Lydia.Hw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志翔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主要負責家族企業傳承規劃及稅務諮
詢服務及安永家族辦公室(PCS)，其
深耕稅務領域20年，常受邀擔任專
業講師並常對稅務及家族傳承議題發
表專業意⾒，擁有豐富執案經驗。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76
Michael.Lin@tw.ey.com

楊建華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主要負責稅務⾏政訴訟，包含復查、
訴願、⾏政訴訟⼀審、⼆審以及營業
稅、所得稅稅務諮詢。各項租稅優惠
分析及申請、集團組織架構調整稅務
諮詢、併購稅務盡職審查。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75
Chienhua.Yang@tw.ey.com

吳⽂賓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為稅務服務南區總連絡窗⼝，主要負
責PCS、安永家族辦公室及公司稅等
業務。吳會計師經常受邀擔任外部講
座講師，服務的客⼾領域⾮常廣泛。

+886 7 238 0011 分機 88990
Ben.Wu@tw.ey.com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60
KW.Chueh@tw.ey.com

闕光威
安永圓⽅國際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熟悉家族世代傳承及接班、家族
成員爭端解決、公司法令、資本
市場、企業併購、知識產權融資
與訴訟等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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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23
Ives.W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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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永
安永是全球領先的審計、稅務、策略與交易和諮詢服務機構之⼀。我們的深刻洞察⼒和優質服
務有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信任和信⼼。我們致⼒培養傑出領導⼈才，透過團隊合
作落實我們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堅定承諾。因此，我們在為員⼯、客⼾及社群建設更美好的商
業世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

EY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也可指其中⼀個或多個成員機構，各
成員機構都是獨⽴的法⼈個體。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英國⼀家擔保有限公司，並
不向客⼾提供服務。有關EY安永如何蒐集及使⽤個⼈資料，以及相關個⼈資料保護之權益敘
述，請參考網站ey.com/privacy。如要進⼀步了解，請參考EY安永全球的網站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
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台北市安永⽂教基⾦會。如
要進⼀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2021 安永台灣
版權所有。

APAC No. 1400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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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之編製僅為⼀般資訊⽬的，並⾮旨在成為可仰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建議。
請聯繫您的顧問以獲取具體建議。

ey.com/zh_tw

加⼊安永LINE@好友
掃描QR code，獲取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