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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ash Properties in Payment of Taxes Estate and Gift Taxes 

摘要

(中) 

我國遺產稅申報案件課稅者約占 3.8%，每年稅收約 230 億，佔全國稅收的

1.8%，稅負集中在少數高所得者，因此有強烈的誘因規劃避稅，導致呼籲

稅制公平機制聲浪高漲。自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已規定個人綜合所得



稅「捐地節稅」列舉扣除額按土地取得成本認定，惟仍未抑止遺贈稅「低

價購地，高價抵稅」避稅。因此，本研究乃針對：(1)實物抵繳之現行法令

及贊成與反對意見進行探討。(2)民國八十四年一月至九十四年六月間遺產

及贈與稅中實物抵繳案例，彙總整理，並予以分析。(3)進而彙整上述遺產

及贈與稅中之實物抵繳衍生的問題，提出改革的建議。 經由探討各方對

實物抵繳之意見，及遺產及贈與稅中實物抵繳案例，發現其衍生之問題頗

多，且涉及租稅制度土地徵收補償計畫等等競合之問題，致使問題更為複

雜難解。本研究彙整、分析後，主要結論如下：(1)申請實物抵繳容易引起

徵納雙方爭議，問題癥結係非課徵標的物實物抵繳之「審核標準」未盡一

致。(2)購買免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實物抵繳，造成租稅暴利、國庫巨

額損失，及增加國有財產局待處理財產相當嚴重，影響財政調度。(3)實物

抵繳要件，必須現金繳納有困難且金額須在 30 萬元以上之限制，有失公

平性。 本文依據其急迫性及所需規劃配套之作業時間，提議可分為短

程、中／長程之改進方案。短程改進方案，如：(1)制訂實物抵繳查核準

則。(2)制訂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實物抵繳鑑價，並得以原始取得價格，加計

持有年數之利息（投資報酬率），計價抵繳。(3)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撥交

地方政府公開標購公共設施保留地，代替土地徵收補償，並以標購價格與

公告現值之比率，作為財政部核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成本之標準等。中

／長程改進方案，如：(1)建議制定不動產課徵／實物抵繳遺贈稅的「鑑價

制度」。(2)配合國土綜合發展計畫，規劃實物抵繳核准標的。(3)以實物

抵繳「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可由國有財產局申請轉換「容積移轉證明」

依「不動產證券化」申請於證券市場交易。  

摘要

(英) 

In Taiwan, only 3.8% of the estate tax returns are subject to the estate tax. The 

estate tax revenue is about NT $23 billion per year, account for only about 1.8% of 

our national total tax revenues; therefore, the estate tax targets only on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who have high income. For this reason, there is a strong incentive for 

those rich people to evade tax. Besides, more and more people call for a fair tax 

reform. Since 2004, government have ruled that people can only file itemized 

deduction for land donation to government in the amount of acquisition cost on their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s. However, there is on such restriction in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Therefo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aper are: (1) to study the regulations of 

noncash properties in payment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2) to collect and to 

analyze the legal cases of noncash properties in payment of estate and gift taxes 

from January 1995 to June 2005; (3) to propos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noncash properties in payment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Based 

on our analyses, there exist a lot of problems of noncash properties in payment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Because these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compensation plan 

of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and others, they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hard to 

solv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1) it is easy to result in tax appeal cases 

when taxpayers ask for using noncash properties in payment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lack of an objective audit standards for 

taxpayers to apply for using non-taxable noncash properties to pay of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2) Using “the land reserved for public facilities” (tax-exempt) as the 

noncash properties to pay for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causes government to suffer a 



great tax revenue loss, and result in rapid growth in the properties waiting for the 

National Property Bureau to dispose of. (3) It’s an unfair requirement for using 

noncash properties in payment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that people must have 

difficult to pay in cash and the amount of tax to be paid should more than 300,000 

dollars. This study proposes short-term and mid-term/long-term reform plans as 

follows. Short-term reform plans: (1) to formulate an objective audit standard for 

taxpayers to use noncash properties to pay for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2) To draw 

up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estimate the land reserved for public facilities, which 

allows to value the land at the original cost and plus the interest during the holding 

time (the rate of investment return). (3) Central government submits the budget and 

then allocates it to local governments to purchase the lands reserved for public 

facilities, instead of the compensation plan of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can compa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government-announced 

prices to actual prices to bulletin for the cost deduction ratios of the land reserved 

for public facilities. Mid-term/long-term plans include: (1)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levy tax on real estate and determine the value of noncash properties used 

in payment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2) Align the types of noncash properties 

allowed in payment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with the national territory 

development plan. (3) After the lands reserved for public facilities are transferred to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Property Bureau can issue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TDRs) based on those reserved land and then utilize TDRs as an object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REITs) to cash their value in the securi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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