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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05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曾銘宗、費鴻泰、賴士葆等 19 人，鑑於公益組織具
有彈性、自發性及代表性，能夠適時反映社會需求並提出因
應策略，以彌補政府及市場失靈，有助提升社會多元發展，
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全及環境永續具有直接及間接助益
。是為鼓勵民間投入公益事務，並提升資源分配之公平及效
率，爰擬具「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第十六條之一及第
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放寬適用免稅規定之公益事業範圍
，俾落實公益事務推展，維護公益目的之永續運作。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遺產及贈與稅法自民國（下同）六十二年二月六日制定公布，迄今歷經十四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為落實公益事務推展，維護公益目的之永續運作
，修正重點如下：
一、考量公益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均屬公益事業，並受民法及人民團體法之監督、限制，為鼓
勵民間參與公益活動，增進公共利益，並適度提供租稅獎勵，爰將遺贈或捐贈公益社團法
人之財產納入免稅範圍。（修正條文第十六條及第二十條）
二、鑑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具備執行公益事務之專業知識及能力，且受各該
主管機關監管限制，由其擔任公益信託之受託人有助落實公益事務推展，亦能提高民間捐
贈之意願，爰將遺贈或繼承人捐贈予公益社團法人之財產納入免稅範圍。（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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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第十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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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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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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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條

文

說

明

左列各款不計入遺

現行第一項第三款僅限於遺贈

產總額：
一、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

產總額：
一、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

、捐贈財團法人之財產，惟公
益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均屬公

承人捐贈各級政府及公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承人捐贈各級政府及公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益事業，並受民法及人民團體
法之監督、限制，排除公益社

機關之財產。
二、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

機關之財產。
二、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

團法人之適用，恐影響捐贈者
之捐贈意願，亦與鼓勵民間投

承人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
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

承人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
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

入公益活動，以增進公共利益
之立法目的不符，爰修正第一

產。
三、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

產。
三、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

項第三款，將遺贈或繼承人捐
贈予公益社團法人之財產納入

承人捐贈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已依法登記設立為財

承人捐贈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已依法登記設立為財

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組
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

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
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

之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

公益、慈善、宗教團體及
祭祀公業之財產。

之財產。
四、遺產中有關文化、歷史

四、遺產中有關文化、歷史
、美術之圖書、物品，經

、美術之圖書、物品，經
繼承人向主管稽徵機關聲

繼承人向主管稽徵機關聲
明登記者。但繼承人將此

明登記者。但繼承人將此
項圖書、物品轉讓時，仍

項圖書、物品轉讓時，仍
須自動申報補稅。

須自動申報補稅。
五、被繼承人自己創作之著

五、被繼承人自己創作之著
作權、發明專利權及藝術

作權、發明專利權及藝術
品。

品。
六、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

六、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
之器具及用品，其總價值

之器具及用品，其總價值
在七十二萬元以下部分。

在七十二萬元以下部分。
七、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

七、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
，其總價值在四十萬元以

，其總價值在四十萬元以
下部分。

下部分。
八、依法禁止或限制採伐之

八、依法禁止或限制採伐之
森林。但解禁後仍須自動

森林。但解禁後仍須自動
申報補稅。

申報補稅。
九、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九、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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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範圍，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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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
人壽保險金額、軍、公教

人壽保險金額、軍、公教
人員、勞工或農民保險之

人員、勞工或農民保險之
保險金額及互助金。

保險金額及互助金。
十、被繼承人死亡前五年內

十、被繼承人死亡前五年內
，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

，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
者。

者。
十一、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

十一、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
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

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
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

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
。

。
十二、被繼承人遺產中經政

十二、被繼承人遺產中經政
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

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
地或其他無償供公眾通行

地或其他無償供公眾通行
之道路土地，經主管機關

之道路土地，經主管機關
證明者。但其屬建造房屋

證明者。但其屬建造房屋
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

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
仍應計入遺產總額。

仍應計入遺產總額。
十三、被繼承人之債權及其

十三、被繼承人之債權及其
他請求權不能收取或行使

他請求權不能收取或行使
確有證明者。

確有證明者。
第十六條之一

遺贈人、受遺

遺贈人、受遺

鑑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贈人或繼承人提供財產，捐
贈或加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贈人或繼承人提供財產，捐
贈或加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機關或團體之設立目的與公益
信託之價值一致，且具備執行

已成立之公益信託並符合左
列各款規定者，該財產不計

已成立之公益信託並符合左
列各款規定者，該財產不計

公益事務之專業知識及能力，
並受各該相關主管機關之監管

入遺產總額：
一、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

入遺產總額：
一、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

限制，惟欠缺配套誘因，致有
意贊助者僅能轉向不具公益背

之信託業或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之信託業。
二、各該公益信託除為其設

景之信託業者或因而舉步不前
，有礙公益目的之達成，是為

二、各該公益信託除為其設
立目的舉辦事業而必須支

立目的舉辦事業而必須支
付之費用外，不以任何方

鼓勵民間參與公益活動，並適
度提供租稅獎勵，爰修正放寬

付之費用外，不以任何方
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

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
給予特殊利益。

第一款有關受託人免稅條件之
限制，俾落實促進社會公益之

給予特殊利益。
三、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係

三、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係
解除、終止或消滅時，信

解除、終止或消滅時，信
託財產移轉於各級政府、

託財產移轉於各級政府、
有類似目的之公益法人或

有類似目的之公益法人或
公益信託。

公益信託。

第二十條 下列各款不計入贈
與總額：

第十六條之一

第二十條 左列各款不計入贈
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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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

一、修正第一項：
(一)序文依法制體例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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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捐贈各級政府及公立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之財產。
二、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
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產
。
三、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
人及公益社團法人組織，
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
財產。
四、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
支付之生活費、教育費及
醫藥費。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
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
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
定繼承人者，不計入其土
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
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
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
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
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
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
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
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
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
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
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
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
此限。
六、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七、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
與之財物，總金額不超過
一百萬元。
八十四年一月十四日以
前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及
婚嫁時受贈於父母之財物在
一百萬元以內者，於本項修
正公布生效日尚未核課或尚
未核課確定者，適用前項第
六款及第七款之規定。

一、捐贈各級政府及公立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之財產。
二、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
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產
。
三、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
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
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宗教團體及祭祀
公業之財產。
四、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
支付之生活費、教育費及
醫藥費。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
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
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
定繼承人者，不計入其土
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
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
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
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
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
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
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
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
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
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
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
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
此限。
六、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七、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
與之財物，總金額不超過
一百萬元。
八十四年一月十四日以
前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及
婚嫁時受贈於父母之財物在
一百萬元以內者，於本項修
正公布生效日尚未核課或尚
未核課確定者，適用前項第
六款及第七款之規定。

委 294

字修正。
(二)公益社團法人與財團法
人均屬公益事業，並受
民法及人民團體法之監
督、限制，排除公益社
團法人之適用，恐影響
捐贈者之捐贈意願，亦
與鼓勵民間投入公益活
動，以增進公共利益之
立法目的不符，爰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將捐贈
予公益社團法人之財產
納入免稅範圍，以資周
延。
二、第二項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