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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物抵繳遺產稅之研究 

 

陳  敏 

 

 

壹、緒論 

一、實物抵繳之立法沿革 

我國早年原僅依據「遺產稅法」課徵遺產稅1。故有關以實物抵繳

遺產稅之規定，即首見於於民國４１年９月修正之遺產稅法第２５

條，其文字為：「納稅義務人應於接到納稅通知書之日起二個月內一次

繳清稅款，如因稅額較大或有其他正當理由不能繳納現金時，得於納

稅期限內，呈經遺產稅稽徵機關核准分二期至五期繳納，或以實物抵

繳之，每期間隔不得超過二個月。」嗣民國６２年２月修正遺產稅法，

補充有關贈與稅之規定，並更名為「遺產及贈與稅法」。有關實物抵繳

之條文，移列於新法第３０條第２項，修訂為：「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

稅額在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

前項規定繳納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分二期至六期繳納；

每期間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並得以實物一次抵繳。」明限定應繳

稅額在１０萬元以上，始得為實物抵繳。其後於民國７０年６月修正

遺產及贈與稅法時，將最低應納稅額限制提高為３０萬元以上，以因

應物價之變更。上開民國６２年２月及７０年６月修正公布之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皆未就得用以抵繳之實物為說明。惟相與

配合之「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４３條，則明定：「納稅義務人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申請抵繳之實物，以易於變價或保管，且

未經設定他項權利者為限。」稽徵實務上更從嚴解釋，以致徵納雙方

時生爭議2。立法院遂於民國８４年１月主動修法，將上開遺產及贈與

                                                 
1 我國遺產稅之徵收，始於民國２９年７月１日，其依據為民國２７年制定公布之

「遺產稅暫行條例」。其後於民國３５年制定公布「遺產稅法」作為正式之法源依

據。有關我國遺產稅之立法沿革，請參照：鄧海波，賦稅法概論，民國６８年，

第１２０頁以下。 
2 例如依財政部民國７１年（７１）台財稅字第３７２７７號函：「本部（七一）

台財稅字三一六一０號函釋『納稅義務人申請以遺產中道路預定地或既成道路土

地抵繳遺產稅款者，無論該土地是否已經當地縣市政府列入徵收補償計畫，均准



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修正為：「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以

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前項規定納稅

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十二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

過二個月為限，並准以課徵標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

抵繳。」3、4原有之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４３條，則於民國８５

年４月配合母法新規定，予以刪除。由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

第２項「課徵標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之用語觀之，得

用以抵繳之物，可分為「課徵標的物」及「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

物」二類5。兩相比照，其中「課徵標的物」應不復有易於變價或保管

                                                                                                                                               
予抵繳』，其所稱既成道路土地，係指依都市計畫劃為道路預定地，且事實上已形

成道路使用之土地而言，至非經都市計畫劃為道路預定地，而由私人設置之道路

土地，不得比照辦理。」由於非經都市計畫劃為道路預定地，而由私人設置之道

路土地，主管機關並無徵收之義務，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３４３號解釋亦認為，

該號財政部解釋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規定之意旨，為貫徹稅法之

執行，並培養誠實納稅之風氣所必要，與憲法尚無牴觸。 
3 本條之修正立法理由為：「按目前遺產或贈與財物，經稽徵單位核課確定之遺產

稅或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有以核課標的物抵繳稅款，然因該標的物被稽徵機關認

為不易變價或保管，而遭致拒絕者，殊不合理，因此建請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

十條第二項後段末『並得以實物一次抵繳』一詞，修正為『並准以課徵標的物或

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以示公允。且目前有不少案件之納稅義務

人因繼承之遺產不能抵繳稅款，需變賣其他財產或甚無其他財產可供變賣，致案

件拖延未結，爰增列本條修正前所發生未結之案件准予適用。」參見立法院公報

第８３卷第８３期院會紀錄，第１６６頁，遺產及贈與稅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說明欄。 
4 依本項規定得以實物抵繳者，本僅限於遺產稅或贈與稅之應納稅額，而不及於滯

納金、利息或罰鍰。此不僅由於本規定之文字明指「應納稅額」，且依本項規定，

納稅義務人須於同條第１項所定「納稅期限」內提出申請，於當時尚無因逾期繳

納而應加徵滯納金、利息之問題。惟在實務上，財政部則許可將滯納金、利息（７

２台財稅第３３５７８號、７２台財稅第３４２６７號函）及罰鍰（６７台財稅

第３４１８２號、６８台財稅第３９３０２號函）納入抵繳範圍。此一從寬處理

之態度，固然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亦便於問題之處理，然究屬於法無據，而為論

者所質疑。請參照：謝釗益，遺產及贈與稅實物抵繳之研究，第２９卷第２期，

第４５頁。 
5 日本之遺產稅法第４１條第１項亦規定，納稅義務人經延期亦有困難，不能以現

金繳納時，亦得申請以實物繳納。惟得用以繳納之實物，依同條第２項，則以納

稅義務人在該法施行地區內，作為計算課稅基礎價格之下列財產（含以該財產取

得之財產）為限：國債、地方公債：不動產、船舶；公司債、股票、信託受益證

券；動產。 



之限制6。 

 

二、實物抵繳之立法目的 

在貨幣時代，金錢為萬物之中介，無論私法或公法法律關係之給

付內容，一般皆以金錢為之。國家之財政支出，以金錢為之；國家之

財政收入，自亦金錢為之。因此，國家課徵租稅以支應財政需要時，

原則上即以金錢繳納為納稅義務人之租稅債務內容7。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１３條規定：「遺產稅按被繼承人死亡時，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

總額，減除第十七條規定之各項扣除額及第十八條規定之免稅額後之

課稅遺產淨額，依左列規定稅率課徵之□。」依同法第１９條規定：「贈

與稅按贈與人每年贈與總額，減除第二十一條規定之扣除額及第二十

二條規定之金額後之課稅贈與淨額，依左列規定稅率課徵之□。」足

見遺產稅及贈與稅原皆係以金錢給付為內容之租稅。 

由於遺產稅係因被繼承人死亡所發生之租稅，性質上為學理上所

稱之「隨時稅」，一旦發生，其應納稅額通常即十分鉅大，納稅義務人

可能並無現金一次完納，因此准許納稅義務人分期繳納以濟其困。惟

納稅義務人原無現金可供繳納時，除借貸現金外，僅能將遺產或自有

財產變價，以換取現金繳稅，縱然准許分期繳納，對納稅義務人仍可

能產生重大困擾8。如准以所繼承之部分遺產或其他財產抵繳稅款，實

為有效之便民措施。故而遠自民國４２年起，即在分期繳納之外，並

另建立實物抵繳之制度。以實物抵繳稅款，尚無稅收以外之其他政策

                                                 
6 請參照本文「貳、三、１」之說明。 
7 我國現行稅法中，僅土地稅法所規定之田賦，係以徵收實物為內容之租稅。依土

地稅法第２３條規定：「田賦徵收實物，就各地方生產稻穀或小麥徵收之。不產稻

穀或小麥之土地及有特殊情形地方，得按應徵實物折徵當地生產雜糧或折徵代

金。」惟依同法第２７條之１：「為調劑農業生狀況或因應農業發展需要，行政院

得決定停徵全部或部分田賦。」行政院已決定停徵田賦多年。因此，我國實際上

已無徵收實物之租稅。 
8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８條第１項規定：「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交付

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但依第四十一

條規定事前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發同意移轉證明書，或經稽徵機關核發免稅證

明書，不計入遺產繳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者，不在此限。」因此，

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如欲將遺產變價繳稅，尚須申請主管稽徵機關發給同意移轉證

明書。 



目的9。 

 

三、實物抵繳之法律問題 

以實物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在法律政策上固有其必要，但在法

理以及實務運作上亦產生許多問題。首先有疑問者，在於抵繳之法律

關係，究係何種性質，如何成立？抵繳係因納稅義務人之申請並經稽

徵機關（國稅局）之核准而成立，或經由納稅義務人與稽徵機關以行

政契約之協議，將納稅義務人金錢給付為內容之租稅債務，轉變為繳

納實務之給付義務？又，在以實物抵繳之情形，納稅義務人之納稅義

務，何時消滅？以實物抵繳之給付義務，有無再回復為金錢給付之必

要或可能？對此等問題之闡明，相關法規之規範並不明確，有賴學理

之探討。此外，現行規定雖經修正增訂，但在實務之運作上，仍有諸

多不合理或窒礙難行之處。在國內現有有限之相關文獻中，主要係對

實務運作之困難為論述10。本文則著重於釐清實物抵繳法律關係之基本

架構，再配合探討解決實務運作困難之立法政策，同時具有學理及實

務雙重面向之意義。 

固然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所規定之實物抵繳，兼及遺

產稅及贈與稅，但此一制度濫觴於遺產稅，主要之案例亦為遺產稅之

抵繳11，遺產稅與贈與稅之實物抵繳，其法理亦無不同，因此本文以下

                                                 
9 在德國並無以一般財產抵繳遺產稅之規定。惟為保護文化資產，德國租稅通則第

２２４a 條即有以交付藝術品代替清償之規定。該條第１項規定：「遺產稅或財產

稅之租稅義務人，得經由公法契約之許可，將其對單件藝術品、藝術品館藏、學

術館藏、圖書館藏、手稿及檔案館藏之所有權，移轉予稅收歸屬之邦，但以此等

物品具有藝術、歷史或學術價值，對其取得存在公共利益者為限。依第１段規定

之所有權移轉，不視為遺產稅法第１３條第１項第２款第２段之讓與。」 
10 例如：游慶銘、謝禎光、江景星、張錫寶（以下簡稱游慶銘等），遺產及贈與稅

實物抵繳問題之研究，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八十五年度研究報；張昭裕／陳麗娥

／李郁慧（以下簡稱張昭裕等），遺產之核定與申請抵繳遺產稅之研究，財政部九

十年度研究發展專題報告。 
11 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６條之規定，第一順位為遺囑執行

人，第二順位始為繼承人，但在一般情形係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且依民法第

１１４８條規定，繼承人自被繼承人死亡時，即承受被繼承人非專屬一身之財產

上權利、義務。因此，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之繼承人，得以遺產稅之課徵標的物–

亦即其所承繼之遺產–抵繳遺產稅乃屬當然。反之，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依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７條規定，原則上為贈與人。為贈與稅納稅義務人之贈與人，既



即以實物抵繳遺產稅為討論之內容。 

 

貳、實物抵繳之法律關係性質 

一、須相對人協力之行政處分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規定：「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

額在三十萬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

前項規定納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十二期以內繳納；每

期間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並准以課徵標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

管之實物一次抵繳。」故在分期繳納遺產稅之情形，須納稅義務人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經「核准」後為之，尚無爭議。至於以實物抵

繳遺產稅，是否亦作相同之理解，則不無疑問12、13。惟現行施行細則

                                                                                                                                               
將其財產贈與受贈與人，通常應無再以贈與稅課徵標的物抵繳贈與稅之理。因此，

除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７條但書，以受贈人為贈與稅納義務人之例外情形，一般

難以想像以贈與財產抵繳贈與稅之可能。財政部８５／０８／２１台財稅第８５

１９１４６７６函雖曾釋示：「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申請以已移轉為受贈人名義之

未上市公司股票〈贈與標的物〉抵繳贈與稅，如經查明該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且

贈與人一次繳納現金確有困難者，於取具受贈人同意書後，准按課徵標的物受理

抵繳□。」此究屬罕見案例。至於贈與人以贈與財產以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

之實物」抵繳贈與稅，其情形則與繼承人以遺產以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

物」抵繳遺產稅相同。因此，對於以實物抵繳贈與稅，並無特別論述之必要。 
12 遺產及贈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在民國８４年修正前，其末段文字為「並得以實

物一次抵繳」，楊建華及劉鐵錚大法官於釋字第３４３號解釋不同意見書中，即認

為「就稽徵機關而言，乃係『代物清償』之公法上強制契約」。就當時之法規狀況，

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縱未正式締結公法上代物清償契約，亦不當然排除成立此

一契約關係之可能性。惟如今之行政程序法第１３９條明文規定：「行政契約之締

結，應以書面為之。但法規另有其他方式之規定者，依其規定。」違反此一方式

規定之行政契約，依同法第１４１條第１項，準用民法第７３條為無效。現行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並未明文規定以行政契約建立實物抵繳之法律關

係，自亦無得不以書面締結該有關行政契約之特別規定。在現行法制下，縱然得

締結行政契約，建立實物抵繳之法律關係，亦須以書面為之。故時在今日尚難斷

然推論實物抵繳為「代物清償」之公法上強制契約。 
13 我國早年實務上，甚且有主張以實物抵繳遺產稅為私法契約之性質者。例如依

行政法院６９年裁字第３０１號裁定及財政部６８台財稅第３６７５８號函，納

稅義務人申請以土地抵繳遺產稅，經稽徵機關予以核准之行為，應屬私法上之財

產讓與契約。因此，抵繳之財產土地如因登記資料不全，致不能登記為國有財產

時，受讓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履行契約，移轉土地

所有權。此種見解格於當時之法規狀況，雖非全然無見，然未深究有關之法理，



第４５條第１項已明文規定：「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以實物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時，應於核定繳納期限內繕具抵繳之

財產清單，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主管機關應接到申請後三十日內

調查核定之。」因此，在現行法制上，以實物抵繳遺產稅，亦係由納

稅義務人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經稽徵機關「核准」後為之。 

稽徵機關之核准以實物抵繳遺產稅，為行政法法理上所謂「須相

對人協力之行政處分」14。稽徵機關非經納稅義務人之申請，應不得逕

為抵繳之核准15。 

 

二、裁量處分或羈束處分 

納稅義務人提出抵繳之申請，於具備法定要件時，稽徵機關是否

即應核准，或仍有裁量餘地，則尚有待商榷。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

條第２項既然一併就「分期繳納」及「實物抵繳」為申請及核准之規

定，得抵繳之實物又分為「課徵標的物」及「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

實物」，則不僅有關「課徵標的物」及「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

二者之實物抵繳，其核准性質為「裁量處分」或「羈束處分」，應屬一

致，即「實物抵繳」與「分期繳納」之核准，其性質亦應一致。至於

作此一致處理是否產生執行之困難或不合理之結果，則為立法政策及

修法之問題。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並未明文規定稽徵機關對納稅

義務人之申請，得裁量決定之。惟就分期繳納而言，既然可「分十二

期以內繳納」，稽徵機關當有准否分期及分期期數之裁量權。否則，納

                                                                                                                                               
不能說明公法上以金錢給付為內容之遺產稅請求權，何以得因私法之財產讓與契

約而消滅，並不可採。 
14 （最高）行政法院民國８１年判字第１９２２號判決中表示：「納稅義務人於獲

准以實物抵繳遺產稅後，嗣改申請以現金繳納，並經核准者，該核准以現金繳納

遺產稅之行為，應認係主管稽徵機關兼依職權撤銷原核准以實物繳納遺產稅之行

政處分，該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除另定有失效日期外，應解為溯及既往失其效

力。」足見稽徵機關之核准實物抵繳遺產稅，行政法院認定係行政處分之性質。 
15 依行政程序法第１１４條第１款規定，「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政處分，當事人

已於事後提出者」，除依同法第１１１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即補正原有之程序瑕

疵。惟稽徵機關未經納稅義務人申請，而逕行指定抵繳之財產而核准抵繳，在事

理上殊難想像。如有此一情事，似應認為構成行政程序法第１１１條第７款之重

大明顯瑕疵，該核准無效。 



稅義務人於申請時，即須提出具體之分期期數，稽徵機關認其具備法

定要件，然申請之期數過多，即應否准其申請。此一處理方式，失之

僵硬，亦無助於紓解納稅義務人困窘，當非立法本意。故稽徵機關對

分期繳納之申請，係以裁量決定之。因此，對於同項根據相同之要件，

接續於「分期繳納」所規定之「實物抵繳」，用以抵繳之實物無論係「課

徵標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稽徵機關對有關之申請

為准否之核定時，應亦有裁量權。此一理解較之現行實務之見解，表

面上似較不利於納稅義務人。惟如配合以裁量拘束之行政法法理，仍

可獲得合理之結果。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規定，得申請實物抵繳之要件

有：（１）應納稅額在３０萬以上；（２）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

繳納現金；（３）納稅義務人在規定之納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

請；（４）限以課徵標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抵繳。納稅義務

人如具備其他要件，申請以「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

時16，稽徵機關自應依裁量為准否之決定。在同一情形，納稅義務人申

請以「課徵標的」抵繳時，稽徵機關本仍應依裁量而為准否之決定。

惟本項修正之立法理由，原在於矯正稽徵機關適用舊法期間，以課徵

標的為不易變價或保管，而拒絕抵繳17。故而在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課

徵標的」抵繳時，法律構造上之裁量餘地，受立法目的之限制而縮減

為零，稽徵機關應為准許抵繳之決定18、19。 

                                                 
16 所謂「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究係應同時具備「易於變價」以及「易於

保管」之性質，或僅須具備其中一種性質為已足？此一問題留待下文「三、」說

明之。 
17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之修正立法理由，請參見本文註３。 
18 直接根據立法理由推論裁量餘地縮減為零，使「裁量規定」實質上轉變為「羈

束規定」，實出於無奈。蓋有如前文之說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規定

之事項，不限於以「課徵標的」抵繳稅款，其他尚有「以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

實物」抵繳稅款以及「分期繳納」，後二者應屬裁量規定無疑，故以「課徵標的」

抵繳稅款，本亦屬裁量規定。 
19 納稅義務人申請以非屬課徵標的之未上市公司股票抵繳贈與稅者，財政部８５

／０２／１５台財稅第８５００１０９９４號函（參見下文註２６）認為不易變

價，應不予核准。惟另依財政部８５／０８／２０台財稅第８５０４４３２１１

號函，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被繼承人遺產中課徵標的物之未上市公司股票抵繳遺產

稅者，則應予核准。既然「未上市公司股票」具有不易變價之性質，於其非屬課

徵標的時，不准用以抵繳，屬課徵標的時，則准用以抵繳，足見依財政部之見解，



對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稽徵機關如並無裁量餘地，其應予核准者

而不核准，或應不予核准者而核准，固為違法之決定。在稽徵機關有

裁量餘地時，稽徵機關亦非得任意為准否之決定。行政訴訟法第４條

第２項即規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因此，

稽徵機關行使裁量權之決定不當時，納稅義務人得對其提起訴願；對

違法之決定，經訴願後，並得提起行政訴訟20。 

 

三、「易於變價或保管」之不確定法律概念 

１、對課徵標的以外實物之限制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末段，「並准以課徵標的物或其他

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之規定，就文字而言，不免產生課

徵標的物是否亦須易於變價或保管之疑問。蓋通常法律條文，如為達

成一定之立法目的，而連續規定數事項，先列舉具體說明之事項，再

以抽象文字概括其餘，則具體說明之列舉事項，亦應具備抽象文字所

說明之性質。例如，行政程序法第１１１條，先於第１款至第６款具

體規定各種行政處分無效之原因，再於第７款規定「其他具有重大明

顯之瑕疵者」以避免掛漏。從而可知，該條第１款至第６款規定之事

項，在法律評價上亦皆屬重大明顯之瑕疵。因此，在以「課徵標的物」
21與「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併列時，「課徵標的物」似亦應具

備易於變會或保管之性質。惟一般認為，依本項規定，得用以抵繳之

實物，可分為「課徵標的物」及「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二類。

納稅義務人如以「課徵標的物」申請抵繳，該課徵標的物無須易於變

價或保管。反之，納稅義務人如以「其他實物」申請抵繳，該實物則

須具備「易於變價或保管」之性質。此一見解，依現行規定修正理由

觀之，應屬正確。 

 

                                                                                                                                               
用以抵繳之課徵標的，不以具有易於變價或保管之性質為必要。 
20 由於是否准申請實物抵繳之決定，並非對稅額為核定，故無稅捐稽徵法第３５

條第１項之適用，納稅義務人得逕行提起訴願，無須先為復查之請求。 
21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４３條之１規定：「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稱課徵標

的物，係指依本法規定計入本次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並經課徵遺產稅之遺產或課

徵贈與稅之受贈財產。」因此，就遺產稅而言，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１６條、第

１６條之１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遺產，即不屬所謂之「課徵標的物」。 



２、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性質 

「易於變價或保管」之規定，係以不確定法律概念表示之法律構

成要件。稽徵機關在審酌某項當事人申請抵繳之實物，是否符合易於

變價或保管，對該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適用，固有法理上所謂「判

斷餘地」之活動空間，但並非對法律效果從事裁量22。納稅義務人申請

以「其他實物」抵繳遺產稅時，如該實物不具易於變價或保管之性質，

其申請不合法，稽徵機關應予駁回23；如該實物確係易於變價或保管，

稽徵機關則依實物抵繳之目的，以裁量為准否之決定。 

所謂之「易於變價」或「易於保管」，本質上為十分抽象之不確定

法律概念，常須配合時空背景，就個別之標的判斷之，而難以抽象定

義24。惟大體而言，所謂「變價」者，當係將原非現金之財產轉換為合

理價值之現金。因此，用以抵繳之實物，可以在短時間內，以合理之

費用，經由交易轉換為接近抵繳價值之現金者，為「易於變價」。反之，

用以抵繳之實物有價無市，難以在短時間內經由交易轉換為合理價值

之現金，或交易之費用過鉅，則為「不易變價」。所謂「保管」者，當

係維持財產之品質及價值。因此，用以抵繳之實物，可以合理之管理

成本，維持其品質及價值者，為「易於保管」。反之，用以抵繳之實物，

易於毀損、滅失、貶值，須支用不合理之管理成本始能維持其品質及

價值者，則為「不易保管」。同一財產，可能同時易於變價及易於保管，

例如黃金；可能同時不易變價及不易保管，例如價格高昂之名貴動物、

須按季繳費之高爾夫球證；可能易於保管而不易變價，例如道路用地。

其易於變價而不易保管之財產，例如一般之家禽、家畜。 

                                                 
22 張昭裕等，遺產之核定與申請抵繳遺產稅之研究，第１６頁，認為是否易於變

價或保管之權衡，其裁量權在於稽徵機關。惟此一見解似有混淆判斷餘地與裁量

餘地之嫌。有關判斷餘地與裁量餘地之法律問題，請參照：陳敏，行政法總論，

民國９２年，第３版，第１７７頁以下。 
23 在稽徵實務上，因不重視判斷餘地與裁量餘地之區分，於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３０條第２項舊規定期間，對於不符法定要件之財產，亦酌情准許抵繳遺產稅，

以茲便民。例如，依財政部７５／１１／１１台財稅第７５７０８６５號函：「保

護區、都市行水區、都市計畫外農業區交通用地與水利用地等土地，既不屬公共

設施用地，且不易變價，原則上不得以之抵繳遺產稅，惟若納稅義務人確無現金

繳納，又無其他適合抵繳之實物時，稽徵機關可予受理抵繳。」 
24 馬漢寶大法官於釋字第３４３號之不同意見書中，對「易於變價」、「易於保管」

亦有說明。 



所謂之「課徵標的物」，依施行細則第４３條之１，係指計入遺產

總額課徵遺產稅之遺產25。依法理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４條第１項規

定，遺產應包括「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故「債權」亦為遺產稅之課徵標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９條第１項第

７款及施行細則第２７條，並分就債權所在地之認定及債權之估價為

規定。因此，納稅義務人得以遺產稅課徵標的物中之債權抵繳遺產稅。

至於債權得否作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所稱「其他易於變

價或保管之實物」，則有待商榷。此之謂「實物」者，如就產權之歸屬

而言，可以為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遺產，亦可以為繼承人或第三人所有

之財產。如就財產之內容而言，在物理上具有一定形體之動產、不動

產為實物固無疑問。至於單純之債權，未表彰為不記名之有價證券者，

似尚難謂為實物，並不得用以抵繳遺產稅，自亦無須論究債權是否易

於變價或保管。 

 

３、擇一之規定 

對於用以申請抵繳之實物，在現已刪除之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

則第４３條中，已有「易於變價或保管」之要求。稽徵實務上，對於

用以抵繳之實物，雖未直接表明，必須同時具備易於變價及易於保管

之性質。惟對於納稅義務人申請抵繳之實物，並無保管之困難者，實

務上亦常以其不易變價為由，予以駁回者26，顯示不易變價或不易保

                                                 
25 所謂計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之遺產，係指就該遺產稅課徵事件而言。故在一

遺產稅課稅事件，於核課後發現有短漏而補稅時，原經核課之遺產及新發現而加

計補稅之遺產，皆屬計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之遺產。因此，有如財政部８９／

０７／１７台財稅第０８９０４５４８５５號函所表示：「遺產稅係就被繼承人死

亡時所有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於申報並經核發稅單後，因有短漏報情事經納

稅義務人自動補報或經稽徵機關查獲再發單補徵時，不論前次發單之稅款已否繳

納，所有應納之遺產稅，均屬同一案件之應納稅款，與稽徵機關核定前納稅義務

人已自動補報或業經稽徵機關查獲而併同發單課徵之情形同，不論係申報部分之

課徵標的物或漏報部分之課徵標的物，均屬同一案件所有應納遺產稅之課徵標的

物。故遺產稅於申報核定並繳納後，因補報並經補徵遺產稅，納稅義務人申請以

前次核定之課徵標的物抵繳本次應再補繳之稅款時，如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

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應准予受理並依同法施行則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計價

抵繳。」 
26 例如，「申請抵繳贈與稅款之未上市公司股票，既非課徵標的物且屬不易於變

價，核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十條第２項規定不合，不宜受理抵繳贈與稅款」（財



管，如有其一，即不予核准。換言之，須同時具備易於變價及易於保

管之性質，始肯認其符合法定要件。 

對用以抵繳之實物，從嚴要求應兼具易於變價及易於保管之性

質，就確保稅收以及減少後續之財產管理負擔等觀點而言，固有其合

理之考量27。惟按法條之構造，一般如以「或」字連接二以上之事項，

係表示擇一之要求，具備其中一者，即符合規定。故所謂「其他易於

變價或保管之實物」，僅須具備「易於變價」及「易於保管」二種性質

中之一者，即符合規定。實務之見解，要求同時兼具「易於變價」及

「易於保管」二種性質，不無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之嫌28。此一問題存在

於遺產及贈與稅第３０條第２項修正前，以該項規定配合適用原有施

行細則第４３條之期間。本項規定經過修正，於末段直接明示「並准

以□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後，原有問題亦仍未消失
29。僅問題由存在於課徵標的本身，轉移存在於其他之實物。 

 

參、實物抵繳法律關係之發展 

一、申請之方式及效力 

依遺產及贈與法第３０條第２項及施行細則第４５條第１項規

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核定繳納期限內繕具抵繳之財產清單，申請主管

稽徵機關核准。因此，以實物抵繳遺產稅之行政程序，係由納稅義務

人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而發動。納稅義務人提出申請時，僅須提

出用以抵繳之財產清單，而非現實提出該財產本身。 

                                                                                                                                               
政部８５／０２／１５台財稅第８５００１０９９４號函）。「贈與稅之納稅義務

人為贈與人者，如以其所有之公共設施預定地申請抵繳應納稅額時，該項土地既

不合遺產及贈與稅法所定易於變價之要件，應否准受理抵繳」（財政部８１／１２

／０３台財稅第８１１６８５５４２號函）。 
27 以課徵標的物抵繳，因並無易於變價或保管之限制，在實務上產生極多之困擾

及弊端。請參照：張昭裕等，遺產之核定與申請抵繳遺產稅之研究，第１５頁以

下。 
28 馬漢寶大法官於釋字第３４３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亦認為依法條明示，於

易於變價及易於保管兩條件中，僅須具備其一，而非兩種條件均須具備始可。楊

建華及劉鐵錚大法官於同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更進而認為遺產及贈與稅法施

行細則第４３條規定「以易於變價或保管」者為限，始得抵繳，係增加法律所無

限制，與法律意旨不符。 
29 請參照：謝釗益，遺產及贈與稅實物抵繳之研究，第２９卷第２期，第４７頁。 



納稅義務人以實物抵繳遺產稅之申請，為該納稅義務人在公法上

對稽徵機關所為之意思表示。對此一意思表示，原則上可以適用民法

有關意思表示之法理30。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核定繳納期限內提出

申請，實務上納稅義務人已逾繳納期間始提出申請者，稽徵機關亦予

受理，「惟其逾越納稅期限後至稽徵機關核准抵繳日前之期間，應依稅

捐稽徵法第二十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加徵滯納金及

利息」31。 

 

二、核定之方式及效力 

依施行細則第４５條第１項後段規定，「稽徵機關應於接到申請後

三十日內調查核定」。如申請抵繳稅款之實物，不合於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３０條第２項規定，依施行細則第４５條第２項，主管稽徵機關應

即述明不准之理由，通知納稅義務人仍按原核定繳納期限繳納。如不

准抵繳之通知書送達納稅義務人時，已逾原核定繳稅期間或距原核定

繳納期限不滿１０日者，應准納稅義務人於通知書送達日起１０日內

繳納。 

依施行細則第４９條第１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土地、房屋

或其他實物抵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應於接到核准通知書後三十日內

將有關文件或財產檢送主管機關以憑辦理抵繳。」另依施行細則第５

０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未於前條規定期限內，將各項產權移轉登記所

需之有關文件或抵繳之財產，檢送主管稽徵機關者，應依本法第五十

一條規定辦理。□。」亦即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５１條加徵滯納金、

利息及移送強制執行。因此，在現制下，抵繳之核准，使納稅義務人

取得以實物抵繳稅款之資格，有延長繳納期間之效果，而無消滅租稅

債務之效果。蓋如一經核准即生消滅租稅債務之效果，縱然納稅義務

人未依限檢送有關文件或抵繳財產，亦不發生加徵滯納金、利息及移

送強制執行之問題。由於稽徵機關之核定僅使納稅義務人取得以實物

抵繳之資格，並未將租稅債務之內容變更為繳納實物之義務，故而稽

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５１條移送強制執行時，係就原金錢稅款

                                                 
30 有關公法上意思表示，請參照：陳敏，行政法總論，第７８０頁以下；李建良，

論行政法上之意思表示，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５０期，第２７頁以下。 
31 請參照：財政部７４／０５／２３台財稅第３３５７８號函。 



強制執行，而非對抵繳實物財產之移轉為強制執行。 

 

三、租稅債務之消滅 

納稅義務人申請以實物抵繳遺產稅，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者，僅 

使納稅義務人取得以所核准之實物抵繳之資格。原來以金錢繳納之遺

產稅納稅義務並未消滅，亦未轉變為以實物繳納之債務關係。故納稅

義務人應依核准抵繳財產之性質，將其移轉為國有，始完成繳納，並

在抵繳之價額內32，消滅租稅債務33。動產在交付國有財產管理局時，

即完成繳納。不動產及其他應辦理過戶登記之財產，於完成移轉登記

為國有財產時，始完成繳納34。股票、有限公司出資額及債券等，應完

成轉讓手續。一般之債權，則依民法債編有關債之移轉規定讓與國有35。 

                                                 
32 納稅義務人申請用以抵繳之實物，有「課徵標的物」及「其他易於變價保管之

物」二類，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４６條，即分別就此二類實物，規定其抵

繳價格之計算：（１）課徵標的物：以該項財產核課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為準。其

為折舊或折粍性之財產者，應扣除繼承發生日或贈與日至申請抵繳日之折舊或折

粍額；該財產如經設定他項權利，則應扣除該項權利之價值或擔保之債權額（２）

其他易於變價保管之實物：以申請日為準，準用有關遺產或贈與財產之估價規定

辦理。 
33 德國租稅通則第２２４a條第１項，明文規定以締結行政契約而為藝術品之抵繳

遺產稅及財產稅。惟同條第３項亦表示：「契約成立者，租稅債務依契約所協議之

額度，於所有權移轉予稅收所歸屬之邦之日消滅。」 
34 在一般情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４１條第１項規定，遺產稅或贈與稅納稅義

務人於繳清應納稅款、罰鍰及加徵之滯納金、利息後，主管稽徵機關始應發給「稅

款繳清證明書」。另依同法第４２條，地政機關始能據該稅款繳清證明書，辦理遺

產或贈與財產之移轉登記。惟納稅義務人經申請核准以遺產中之不動產抵繳遺產

稅時，納稅義務人依施行細則第４９條第１項及第２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應將土

地或房屋所有權狀、繼承登記及移轉登記之申請書等文件，檢送主管稽徵機關，

以憑辦理抵繳。蓋依民法第１１４８條：「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本身者，

不在此限。」故遺產中之不動產亦由繼承人自動取得，惟須先辦理繼承登記後，

始得由繼承人以其名義續行辦理移轉登記。故有如財政部７４／０８／２７台財

稅第２１１５３號函之說明：「納稅義務人經申請核准以土地或房屋抵繳遺產稅

者，稽徵機關於核准後，應即檢具該抵稅土地或房屋之同意移轉證明書，該明移

轉登記為國有，連同其他文件，送由國有財產局辦理移轉國有登記，俟登記完成

後，始准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 
35 請參照財政部８６年７月１７日台財稅第８６１０６８１７１號函發布之「債

權、未上市或上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有限公司出資額、骨董、藝術品等審查及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８條第１項第２款，遺產稅及贈與稅為國

稅。另依同條第３項，遺產稅及贈與稅，應以在直轄市徵起之收入５

０﹪給該直轄市；在市徵收之收入８０﹪給該市；在鄉（鎮、市）徵

收之收入８０﹪給該鄉（鎮、市）36。雖然遺產及贈與稅徵起之稅收應

按比例分給中央及地方，但在與納稅義務人之租稅債務關係上，僅國

家為租稅債權人。因此，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５１條第１項，

即就抵繳財產之移轉國有登記為規定：「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抵繳遺產

稅、贈與稅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欠稅之實物，應移轉登記為國有，管理

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並依財產收支劃分法之規定註明直轄市及

鄉（鎮、市）應分給之成數。但抵繳之實物為公共設施保留地者，按

其分給之成數分別移轉登記為國、直轄市、市、鄉（鎮、市）有。」

同條第２項並對抵繳財產之變價及解繳為規定：「抵繳之實物應儘速處

理，在管理期間之收益及處理後之價款，均應依規定成數分解各該級

政府之公庫，其應繳納各項稅捐，應由管理機關墊繳，就各該財產之

收益及放領後之價款抵償。」 

 

四、類似代物清償之法律關係 

在私法之債務關係中，債務人原應依債之本旨為清償，以消滅債

之關係。惟在有「代物清償」、「債之更改」或「新債清償」等情事時，

債務人則得以其他方式履行其債務。依民法第３１９條，「債權人受領

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滅」，是即所謂之「代物清

償」(Leistung an Erfüllungs Statt)。國內論者，一般認為代物清償係有償之要

物契約。因成立有效之代物清償，原有之債務關係消滅37。依民法第３

２０條規定：「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償務者，除當事人另有

意思表示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由此一「新

債清償」(Leistung erfüllungshalber)之規定可知，在新債務未清償前，新舊

二債務同時存在。又依債之法理，債務關係之當事人得合意成立新債

務以消滅舊債務，是為「債之更改」(Schuldersetzung; Novation)。債之更改

                                                                                                                                               
受理抵繳注意事項」（８６年９月４日台財稅第８６０５３３６１８號函修正） 
36 此種租稅，在學理上稱為分成稅。 
37 請參照：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冊），民國９１年修訂版，第１０３０頁以

下。 



亦為有償契約。在成立債之更改契約時，舊債務即歸於消滅38。 

租稅債務係因實現法定之租稅構成要件而成立39。基於租稅法定原

則，如無法律之授權，租稅債權人與租稅債務人，並不得單方或以協

議之方式處分或變更租稅債務關係。因此，法律如無特別規定，以金

錢給付義務為內容之租稅債務關係，自不得由稽徵機關或納稅義務人

以單方或雙方協議之行為，使其主體或內容產生變更。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３０條第２項，雖設置得以「實物」抵繳「稅款」之制度，但既

然明文規定由納稅義務人申請稽徵機關核准之方式為之，其法律關係

之性質，有如前文所述，應屬須相對人協力之行政處分，而非行政契

約40，有關准否之爭議，應以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解決之。惟實物抵繳

之法律關係，在徵納雙方之權利義務內容上，仍可比較上開數種私法

債務關係釐清之。 

在稽徵機關核准納稅義務人以實物抵繳之申請時，納稅義務人雖

得以實物替代現金清償租稅債務，惟納稅義務人如未依限辦理財產之

移轉，依施行細則第５０條，應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５１條規定，

加徵滯納金及移送強制執行。納稅義務人原有繳納稅款之租稅債務不

因核准實物抵繳而消滅。租稅債權人亦不因核准實物抵繳，而取得移

轉該實物之請求權41。因此，就納稅義務人原有繳納稅款之租稅債務不

消滅而言，實物抵繳之內容，與債之更改不同。就租稅債權人並未因

核准以實物抵繳，而取得移轉該實物之請求權，並無金錢請求權及實

物請求權之併存而言，實物抵繳之內容，亦與新債清償不同。 

至於實物抵繳之內容是否相當於代物清償，有待進一步探討。一

般認為代物清償為要物契約，如未現實提出用以代替原定給付之他種

給付，不能成立代物清償。惟所謂之「要物契約」(Realvertrag)，依一般

之理解，係指除意思表示之合致外，尚須移轉標的物，亦即實施物之

交付或完成其他之給付，始能成立之契約42。至於標的物之移轉，則可

                                                 
38 請參照：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冊），第１０３８頁以下。 
39 請參照：陳敏，租稅債務關係之成立，政大法學評論，第３９期，第３６９頁

以下。 
40 在此並不排除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由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締結行政契約之

可能性。詳見本文「肆」之說明。 
41 請參照本文「參、二」及「參、三」之說明。 
42 惟依今日之見解，契約之成立，是否除意思表示之合致外，尚須現實為標的物



在意思表示合致之前或之後為之，不以同時為必要43。在代物清償，並

無新舊債務關係併存之問題，亦無債權人要求債務人履行替代給付之

問題，實較接近於以實物抵繳遺產稅。因此，以實物抵繳遺產稅，可

謂係以行政處分成立之代物清償法律關係44。在實物抵繳之法律關係

中，如有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應可類推代物清償之法理解決之。 

 

五、抵繳關係之回復 

１、概說 

以實物抵繳遺產稅，係由納稅義務人依法提出申請，經主管稽徵

機關核准後為之。經稽徵機關核准抵繳之實物，各依其性質以不同之

方式移轉國庫後，在抵繳價值內消滅租稅債務關係。在稽徵機關核准

以實物抵繳遺產稅，尚未辦妥抵繳財產移轉國有之前，原來以金錢繳

納之遺產稅租稅債務關係並未清滅，如稽徵機關廢棄原核准，自仍應

其本旨履行。如納稅義務人已辦妥抵繳財產之移轉國有後，因納稅義

務人變更態度，或發現抵繳之財產不合規定，則產生是否回復原有租

稅債務關係之問題。 

 

２、因撤銷申請之回復 

納稅義務人申請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以實物抵繳

遺產稅時，主管稽徵機關之核准，為須相對人協力之行政處分，如無

納稅義務人有效之申請，該核准即罹有瑕疵。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其

法律性質為人民公法上之意思表示，亦有撤銷意思表示之問題。如經

                                                                                                                                               
之交付，實大有疑問Vgl. Karl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Allgemeiner 

Teil, 10. Aufl., Munchen 1970, S. 55. 即就向來被認為典型要物契約之使用

借貸，在法理上其實亦不以標的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Vgl. Josef Esser/Hans-Leo 

Weyers, 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 6. Aufl., Heidelberg 1984, 

S. 194. 
43 請參照：史尚寬，債法總論，民國６１年，台北３刷，第９頁。 
44 前揭「債權、未上市或上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有限公司出資額、骨董、藝術

品等審查及受理抵繳注意事項」之「貳」，即表示：「納稅義務人經核准以課徵標

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抵繳，如因其他法令規定，或因納稅義務人未

檢送必要之相關文件，或因其他因素，致生法律上或事實上不能履行財產移轉國

有之義務者，應請其另行提供其他實物抵繳，或改以現金繳納。」此一規定即顯

示，在未完成抵繳實物之移轉國有前，納稅義務人原有之納稅義務並未消滅。 



納稅義務人撤銷原有之申請，以實物抵繳稅款之核准，其基礎即溯及

動搖，而有廢棄原核准，並返還用以抵繳稅款實物之問題。惟人民公

法上意思表示之撤銷，亦應有合理之理由，而非得任意為之。例如，

遺產稅納稅義務人申請用以抵繳遺產稅之實物，係稽徵機關按道路用

地核課遺產稅之土地，其後發現該土地實際上並非道路用地，從而撤

銷原申請抵繳之意思表示，塗銷該土地抵繳稅款之移轉登記，並改以

現金繳納45。 

在此產生疑問者，原來依法成立之遺產稅租稅債務，既然已因抵

繳而消滅，是否得因撤銷抵繳申請及發還抵繳財產而復活。在以契約

成立之私法代物清償法律關係中，論者多主張解除代物清償之契約，

並不能使原來給付之債務關係復活46。德國學理上對以實物抵繳遺產稅

之代物清償契約，亦採相同見解。因此，租稅債權人在解除實物抵繳

契約後，僅取得私法上之回復原狀請求權，並依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

租稅債務人履行47。其理由當在於清償並非法律行為，自無從溯及消滅

其法律效力，發生原債務關係復活之法律效果48。以實物抵繳遺產稅，

                                                 
45 【財政部８５／０７／２３台財稅第８５０３２６８８６號函】 

納稅義務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申請以不動產抵繳遺產稅，如

其抵繳之意思表示有錯誤時，依法務部８５年６月３日法８５律決１３３１３號

函復意見，可適用民法第八十八條有關意思表示錯誤撤銷之規定。又依上開法務

部函稱：「□民法第八十八條所謂之『過失』，實務上多解為抽象輕過失，意即表

意人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錯誤或不知之情事時，即不得撤銷其錯誤

之意思表示□。至當事人之錯誤或不知，如係肇因於行政機關之過失，則□難認

表意人有何過失，無適用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書之餘地□。」，準此本件黃陳

××等人申請取回之座落嘉義縣××等地號土地，及蔡○○等人申請取回之座落台南

縣○○地號土地，如經查明其於申請抵繳時，不知該等土地非道路用地而誤為道

路用地據以抵繳，因其申請之錯誤係貴局誤按道路用地核課遺產稅及地政機關測

量分割有誤所致，則其對該錯誤難認有過失，故得准其依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撤銷以該等土地抵繳之意思表示，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一

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及其他相關規定，申請塗銷登記及改以現金繳納。 
46 請參照：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冊），第１０３４頁；史尚寬，債法總論，

第７７７頁。 
47 Vgl. Tipke/Kruse, Kommentar zur AO und FGO, 14. Aufl., § 224a AO, Rdnr. 

3c. 
48 關於清償之法律性質，在法理上頗有爭議。由於債務人依債務本旨而為給付，

債權即因獲得滿足而消滅，無須債務人有清償之意思表示，亦無須債權人有受領

清償之意思表示，故清償應非法律行為。有關清償之法律性質，請參照：孫森焱，



雖以稽徵機關之核准為之，但法律關係之性質，原類似於代物清償，

故於廢棄原核准及發還原抵繳財產時，並不能使原來依法成立，應以

金錢繳納之遺產稅納稅義務復活。惟此時似應成立公法上之回復原狀

請求權。此一請求權之行使，並不得以行政處分核定，自亦不得以行

政強制執行實現之。 

 

３、因溢繳稅款之回復 

以實物抵繳遺產稅，係用以清償納稅義務人之租稅債務。然租稅

債務係依法成立者。稽徵機關之核課，僅確認人民依法成立之租稅債

務。故課稅處分並非租稅債務之法律原因，於人民繳納依法所無之租

稅時，無論是否經稽徵機關之核課，皆成立公法上之不當得利，成立

納稅義務人之返還請求權。惟經稽徵機關核課之租稅，納稅義務人縱

然根據稽徵機關之課稅處分，繳納依法所未有之租稅，在未排除課稅

處分之拘束力前，尚不能行使租稅返還請求權。反之，如經廢棄納稅

義務人原來據以繳納之課稅處分，自應返還人民溢繳之稅款49。至於因

稽徵機關之科處而成立之罰鍰，該科罰處分係形成之性質，基於科罰

處分而成立之罰鍰繳納義務，於廢棄該罰鍰處分時，自亦應返還人民

繳納之罰鍰。 

人民溢繳稅款或罰鍰時，應予返還。此於人民以現金繳納租稅或

罰鍰時，如此；於人民經核准以實物抵繳租稅或罰鍰時，亦復如此。

在人民原以現金繳納租稅或罰鍰之情形，自應以現金返還溢繳之租稅

或罰鍰。在人民以實物抵繳租稅或罰鍰之情形，雖係用以消滅原有之

公法金錢給付義務，但所為之給付，畢竟為核准抵繳之實物，在有溢

繳之情形，所成立者應為該實物之返還義務。此外，納稅義務人所以

申請以實物抵繳，係出於稽徵機關之錯誤核課或科處。故納稅義務人

亦得撤銷原抵繳之申請，並請求返還用以抵繳之實物。惟無論如何，

必須原來用以抵繳之實物尚未處分變價前，始有返還實物之可能50。 

                                                                                                                                               
民法債編總論，第１００７頁以下。 
49 請參照：陳敏，租稅法之返還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第５９期，第６５頁以下。 
50 【財政部８３／０５／３１台財稅第８３０８６６２０５號函】 

主旨：被繼承人郭××遺產稅案，經以遺產土地抵繳應納稅額及罰鍰後，因稅額更

正致生溢繳情事，可准由當事人就已辦妥抵繳之土地，自行擇定與溢繳金額價值

相當部分，直接辦理退還。說明：二、本案經本部賦稅署函准國有財產局８３年



 

肆、以行政契約替代行政處分之可能性 

代物清償，在私法之債務關係中，本即以契約為之。故在租稅法

法律關係中，性質上類似於代物清償之實物抵繳，在立法政策上自亦

得明文規定，由納稅義務人與稽徵機關締結行政契約為之。德國租稅

通則第２２４a 條即為此種明文規定之外國立法例。實物抵繳稅款之制

度，如改以代物清償之行政契約為之，不僅在法律關係之形成上較具

彈性，且可類推適用民法有關代物清償之法理，對此一法律關係之成

立及發展應有助益。 

依行政程序法第１３５條：「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

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依租稅

法定原則，租稅債務之當事人以及租稅債務之內容，皆依法律之規定

而成立，故稅法內雖未明文規定，租稅債務之成立、變更或消滅，不

得締結行政契約，但依租稅債務之性質，在法理上並不得締結此等內

容之行政契約。以實物抵繳遺產稅，雖可消滅租稅債務，現行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並明文規定，由納稅義務人向主管稽徵機關

提出申請，經核准後為之，但得以實物抵繳遺產稅既然為法律所明訂，

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締結實物抵繳之行政契約，替代申請及核准行

政處分之作成，應為法律所許可。此種行政契約之性質，為行政程序

法第１３７條所規定雙務契約。 

 

伍、結論：立法政策之檢討 

以實物抵繳遺產稅，可以紓解納稅義務人無現金履行納稅義務之

困窘，亦可避免稽徵程序之久延不結。然此一制度，依現行規定而運

作，在實務上亦大量加重稽徵機關及國有財產局行政作業負擔，影響

課稅公平及國家財政收入51。例如，經核准用以抵繳之財產，因各種原

因不能完成移轉國有，致遭國有財產局退回，稽徵機關須通知納稅義

                                                                                                                                               
５月９日台財產局一第８３００８６２２號函略以：「□抵稅土地業已辦竣國有登

記，在未處分變價之前，倘經稽徵機關核可就該筆土地選擇與溢繳稅額價值相當

部分予以退還時，當予配合辦理持分發還及所有權移轉登記。」 
51 請參照：張昭裕等，遺產之核定與申請抵繳遺產稅之研究，第３頁以下。 



務人另行提供其他實物抵繳，或改以現金繳納52，稽徵機關有時且須對

該案件重新核定53。其經移轉國有財產局之財產，亦可能難以變價或保

管，甚且毀壞或減損價值54。此外，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依財政收支劃分

法第８條第２項分得之稅款，因抵繳財產未能變現，以致未能實際獲

取稅款以挹注地方財政。至於納稅義務人濫用實物抵繳之制度，用以

獲取不正利益之情形，亦所在多有55。 

綜觀實物抵繳之利弊得失。全面廢除實物抵繳，不僅不合理，在

現實之政治環境上亦不可行。如今可以努力之方向，不外乎維持實物

抵繳，再作適當之調整。故在立法政策上，可以採行下列措施： 

（１）限制得抵繳之財產及範圍 

依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納稅義務人「准以課徵

標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在實務運作上，

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課徵標的物抵繳者，不論該課徵標的物是否易

於變價或保管，稽徵機關皆應予核准，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課徵標

的物以外之其他財產抵繳時，該財產須易於變價或保管，始予以

核准。此一規定之寬大世所罕見，以致滋生現有之各種弊端。因

                                                 
52 請參照本文前註３５所引：「債權、未上市或上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有限公司

出資額、骨董、藝術品等審查及受理抵繳注意事項」之「貳、」。 
53 財政部８４／０３／３１台財稅第８４１６１４３６４號函表示：「依遺產及贈

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其遺產價值以繼承開

始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被繼承人死亡遺有未上市公司股票，而該未上市

公司如經稽徵機關查明其已擅自停業或他遷不明，經研判確實已無財產價值者，

可核實認定其資產價值，以符實際。」故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計入遺產總額之未上

市公司股票抵繳遺產稅時，實務上即發生可否依上開解釋函，註銷該未上市公司

股票所表彰之投資額，重新核定應納稅額，以免納稅義務人獲得不當之抵繳利益

之問題。請參照：張昭裕等，遺產之核定與申請抵繳遺產稅之研究，第４０頁以

下。 
54 例如，債權無法求償或收取困難；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無法變現；古董易

於破碎毀損；高爾夫球證須按季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抵繳之持分房地，難以劃

分分管位置，其他共有人仍可使用；墓地難以脫售。 
55 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計畫法第５０條之１免徵遺產稅，非屬課徵標的物，

原不得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２條第２項，用以抵繳遺產稅。惟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施行細則第４４條第１項，得以之抵繳遺產稅。因此，有被繼承人以其持有之

股票向銀行質借現金，用低於公告現值之價值，購買公共設施保留地，於被繼承

人死亡後，由繼承人申請以該公共設施保留地按公告現值抵繳遺產稅。此一不當

之操作，應可視為一種廣義之租稅規避。 



此，宜參酌日本遺產稅法第４１條之立法例56，明文規定得用以抵

繳遺產稅之財產種類57，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課徵標的以外之該等財

產抵繳時，稽徵機關得依個案審酌是否易於變價或保管，以裁量

決定是否准予以抵繳。如不能立法限制抵繳財產之種類，則應授

權稽徵機關，對於用以抵繳之課徵標的，得限定以加計該課徵標

的所增加之應納稅額，為該財產所得抵繳之範圍58。 

（２）增加納稅義務人得自行將遺產變價繳稅之可能性 

納稅義務人直接以金錢繳納遺產稅，無論對稽徵作業或國庫調度

皆最為經濟方便。對於稅額鉅大，納稅義務人不能一次以現金繳

納者，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提供分期繳納及實

物抵繳之二可能性。配合限縮實物抵繳，應增加納稅義務人得自

行將遺產變價繳稅之可能性。例如，放寬繳納期限，使納稅義務

人得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４１條第１項末段「其有特殊原因必

須於繳清稅款前辦理移轉者，得提出確切納稅保證，申請該管主

管稽徵機關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之規定，自行將遺產變價後以

現金繳庫59。 

                                                 
56 日本遺產稅法第４１條第１項及第２項之主要規定內容，請參見本文註５。 
57 在以一般私法債權抵繳遺產稅之情形，該債權將來能否實現，已造成國庫之風

險，且根本將依法對納稅義務人之公法債權，變更為國家對第三人之私法債權，

不僅變更債務人，且變更債之性質，國庫必須依私法之途徑向該第三人求償，實

非妥當。 
58 對經認定有財產價值，計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之課徵標的，於納稅義人申請

用以抵繳時，又以其實際可能並無價值，而予以否准，固然矛盾。惟課徵標的之

財產中，確有將來變現之可能性較低者，例如債權、未上市公司股票等，如因將

其計入遺產總額課稅，即依現行施行細則第４６條第１項，得以該財產核課遺產

稅之價值，全額抵繳稅款，即存在損害國庫之危險，亦非妥當。故論者建議，增

訂，「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課徵標的物抵繳應納稅款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標

的核定應納遺產稅額為限」之規定（張昭裕等，遺產之核定與申請抵繳遺產稅之

研究，第５７頁）。此一見解可稱持平。惟如此重大影響納稅義務人法律地位之事

項，應於遺產及贈與稅法本身規定，始符法律保留之精神。另外，用以抵繳之課

徵標的物，其變價或保管之難易，並不相同，如一律限定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

標的核定應納稅額為限，亦失於僵化。例如，納稅義務人以遺產中一般易於變價

之土地抵繳，並無限制得抵繳範圍之必要。因此，宜授權稽徵機關就各個抵繳財

產，在該財產之核課遺產稅價值與核定應納稅額之間，以裁量決定得抵繳之稅額。 

59 繼承人擬申請先行發給同意移轉證明之遺產土地，現行實務中亦許可以其設定



（３）賦予稽徵機關較大之裁量審酌空間 

在現行租稅法規內，除租稅債務係依法律規定而成立，不容稽徵

機關裁量外，為避免稽徵機關之困擾，以及防止可能之弊端，各

種其他規定，通常亦不保留稽徵機關之個案裁量餘地，或將法規

從嚴解釋，排除稽徵機關審酌之空間。因法律之僵化，適用於個

案，不免產生不合理之結果，無論不利於納稅義務人，或不利於

國庫，皆不符法律追求正義公平之本旨。對於實物抵繳之核准，

無論得抵繳之財產或得抵繳之額度，以保留稽徵機關得就個案裁

量酌之空間為宜。稽徵機關縱然得以裁量為決定，並非得恣意為

之。對稽徵機關不當或違法之裁量決定，納稅義務人亦得依狀況

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而獲得救濟。 

在現行實物抵繳制度中，所發生之難題及不合理現象，有肇因抵

繳規定本身者，有受制於遺產及贈與稅法或其他法律整體法制大環境

者。對抵繳規定本身之缺點，實務上有時從寬適用過嚴之規定。例如，

將得抵繳之事項，除法律所規定之本稅外，擴張及於利息、滯納金及

罰鍰；並將得申請抵繳之時間，延長至原核定繳納期間60。此等變通之

措施固然有其合理之考量，但亦正顯示法律規定之不合理。至於受制

於法制大環境之情形，例如課徵標的之財產價值，依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１０條第１項及第３項規定，以被繼承人死亡日之時價計算之，在

土地則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在房屋則以評定標準價

格為準。因此，不同財產之課稅及抵繳價格即可能不同。又縱使相同

財產，亦因是否課稅標的，配合施行細則第４６條第１項及第４項，

                                                                                                                                               
擔保。財政部８３／１１／０２台財稅第８３１６１７７４８函即表示：「納稅義

務人如願提供確切納稅保證並經稽徵機關查證屬實，對將來核定之遺產稅（如有

罰鍰及利息者，應包括罰鍰及利息）之徵起無影響時，可接受納稅義務人提供之

確切保證，先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前經本部６８台財稅第３４５５５號函釋在

案。本案如經納稅義務人提供價值相當於遺產稅應納稅額（如有罰鍰及利息者，

應包括罰鍰及利息）之遺產土地為納稅保證，且經貴局查證屬實，對本案之徵起

無影響時，自可准予受理，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並就提供為納稅保證之土地，

於同意移轉證明書上註明該項土地移轉，應以管轄稅捐稽徵機關設定第一順位抵

押權。另該等土地在辦竣繼承登記時，應即以稅捐稽徵機關為抵押權人，設定第

一順位抵押權登記。」 
60 請參照本文註４。 



又分別適用原課稅價值或申請日價值，而有不同，產生許多困擾61。此

一問題如非就課稅財產如何計價，以及就繼承後、繳納前之價格激烈

增加或減少，如何調整為整體考量，建立合理之制度，即無法解決。 

最後有待言者，立法院所以主動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

２項，係反應稽徵機關執行舊法過於嚴苛，然未經深思熟慮，遂又矯

枉過正，產生許多無以克服之困難及弊端。法律之制定修正，不僅制

度之設計，即法條文字之運用，皆應審慎為之。輕率激情之立法，縱

然立意良善，亦足以產生重大弊端，能不慎之。 

 

                                                 
61 請參照：謝釗益，遺產及贈與稅實物抵繳之研究，第２９卷第２期，第４８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