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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令與實務遺產及贈與稅法令與實務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

報告人  楊秀美報告人  楊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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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年免稅額年免稅額

☺遺產稅申報流程遺產稅申報流程
☺便民措施便民措施 ((遺產稅稅額試算遺產稅稅額試算 ))
☺要保人變更要保人變更

☺農業用地做農業使用減免農業用地做農業使用減免

☺稅款繳納稅款繳納 --實物抵繳實物抵繳

☺未償債務未償債務 ((扣除額扣除額 ))
    

大  綱大  綱大  綱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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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稅 額免 稅 額免 稅 額免 稅 額

贈與稅贈與稅

遺產稅遺產稅

2,200,0002,200,000

12,000,00012,000,000

2,440,0002,440,000

13,330,00013,330,000

95.01.01 1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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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稅
局

電話：8311860

地
政
事
務
所

電話：8225135
（花蓮市）

電話：8761103
（鳳林）

申報附件：          
          （1）申報書   
          （2）除戶謄本\繼承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 (影本) 
          （3）繼承人系統表      
          （4）不動產資料影本（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房屋稅籍證明）

          （5）動產資料影本 （存摺、行照…） 
*（詳遺產稅申報書內應檢附文件說明）  

申報附件：          
          （1）申報書   
          （2）除戶謄本\繼承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 (影本) 
          （3）繼承人系統表      
          （4）不動產資料影本（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房屋稅籍證明）

          （5）動產資料影本 （存摺、行照…） 
*（詳遺產稅申報書內應檢附文件說明）  

     

產權過戶：（附件）)
                （1）遺產稅完稅證明（已查欠稅）
                （2）除戶謄本\繼承人現行謄本
                （3）繼承人系統表
                        （4 ）遺產分割協議書       
                （5）印鑑證明
                （6）所有權狀
     

          

     

產權過戶：（附件）)
                （1）遺產稅完稅證明（已查欠稅）
                （2）除戶謄本\繼承人現行謄本
                （3）繼承人系統表
                        （4 ）遺產分割協議書       
                （5）印鑑證明
                （6）所有權狀
     

          

戶政事務所
電話：8339641（花蓮市）

                             及    印鑑證明                             及    印鑑證明戶籍謄本資料

遺產稅申報流程遺產稅申報流程遺產稅申報流程遺產稅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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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遺產 及 稅額試算金融遺產 及 稅額試算金融遺產 及 稅額試算金融遺產 及 稅額試算



      不符合稅額試算通知書   +金融遺產參考清單

自 111年 1月 1日起 開始實施
遺產稅稅額試算適用對象

1

    
金融遺產申
請查詢被繼承人 

稅額試算

符合試算條件

被繼承人 非外籍人士
2 3

遺產稅稅額試算申請步驟
遺產稅稅額試算結果

配偶
子女

稅額試算通知書

確認申報書

不符合試算條件

111年 8月 1日起新增
國軍退除役官兵委員會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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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變更要保人變更 -- 死亡前死亡前 22 年贈與年贈與要保人變更要保人變更 -- 死亡前死亡前 22 年贈與年贈與

贈與稅：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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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及贈與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 農業用地農業用地遺產稅及贈與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 農業用地農業用地

繼承人繼承人
受遺贈人受遺贈人

繼承人繼承人
受遺贈人受遺贈人 受贈人受贈人受贈人受贈人

遺產稅

扣除額

遺產稅

扣除額
不計入
贈與總額

不計入
贈與總額

承受日起承受日起
55 年內年內

承受日起承受日起
55 年內年內

贈與稅：贈與稅：遺產稅：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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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及贈與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 農業用地農業用地遺產稅及贈與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 農業用地農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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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繳納稅款繳納 -- 實物抵繳實物抵繳稅款繳納稅款繳納 -- 實物抵繳實物抵繳

抵繳要件抵繳要件抵繳要件抵繳要件

繳納期限內繳納期限內
申請申請

繳納期限內繳納期限內
申請申請

抵繳標的抵繳標的抵繳標的抵繳標的

繳納現金繳納現金
卻有困難卻有困難

繳納現金繳納現金
卻有困難卻有困難

應納稅額應納稅額
3030 萬元以上萬元以上

應納稅額應納稅額
3030 萬元以上萬元以上

納稅義務人所有納稅義務人所有
易於變價及保管易於變價及保管

納稅義務人所有納稅義務人所有
易於變價及保管易於變價及保管

中華民國境內中華民國境內
課徵標的物課徵標的物

中華民國境內中華民國境內
課徵標的物課徵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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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繳納稅款繳納 -- 實物抵繳實物抵繳稅款繳納稅款繳納 -- 實物抵繳實物抵繳

繳納現金繳納現金
卻有困難卻有困難

繳納現金繳納現金
卻有困難卻有困難

財政部財政部 9393 年年 1010 月月 2121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9304551400930455140

財政部財政部 9393 年年 1010 月月 2121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9304551400930455140

財政部財政部 8989 年年 11 月月 1818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8904506170890450617

財政部財政部 8989 年年 11 月月 1818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8904506170890450617

財政部財政部 9797 年年 44 月月 1111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970005025009700050250

財政部財政部 9797 年年 44 月月 1111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970005025009700050250

財政部財政部 8989 年年 77 月月 1515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8904548440890454844

財政部財政部 8989 年年 77 月月 1515 日日
台財稅字第台財稅字第 08904548440890454844

被繼承人遺有
現金或銀行存款

被繼承人死亡前 2年內
贈與之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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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繳納稅款繳納 -- 實物抵繳實物抵繳稅款繳納稅款繳納 -- 實物抵繳實物抵繳

公共設施公共設施
保留地保留地

公共設施公共設施
保留地保留地

遺產及贈與稅法遺產及贈與稅法
施行細則第施行細則第 4444 條條

遺產及贈與稅法遺產及贈與稅法
施行細則第施行細則第 4444 條條

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
第第 5050 條之條之 11

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
第第 5050 條之條之 11

非非
課徵標的物課徵標的物

非非
課徵標的物課徵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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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償債務未償債務未償債務未償債務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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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

簡報完畢！謝謝

Protect pdf from copying with Online-PDF-No-Copy.com

https://online-pdf-no-copy.com/?utm_source=sig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