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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台積電創新展示館
◎總務處／采擷
台積電創新展示館(TSMC Museum of Innovation)
是由創辦人張忠謀先生所設立，展示館內分為三大展
區，主題依序分別為「創新無所不在」、「釋放創新
動能」及「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博士」等，該館
與一般博物館之最大不同特色，在於大量結合了先進
高科技技術，呈現多元人機顯控介面與人工智慧科
技，大幅增加了參訪者的互動性與臨場感體驗樂趣。
參訪活動一開始，大家先坐在圓形劇場廳內觀看展
示館的簡介影片，導覽員簡扼述說台積電的發展與現
況，並帶著大家走進晶圓的秘密小隧道，透過各式電
子看板呈現晶圓的發展歷程與應用於科技產品的實
例。接者，晶圓未來運用在生活中的創意，參訪者坐
上VR機器內，感受未來科技應用在創新生活轉變。釋
放創意動能的地方，完整地保存著當年創辦人初期發
展大型積體電路的簡報檔與TSMC投資建議，重現當初
創辦人討論的豆漿店，以及介紹創辦人求學時代的故
事，像是一部立體時光機回到台灣過去早期發展半導

體的草創年代。
展示館內各個展區內空間充分運用，大量使用電子
看板方式展現，很多資料可自行點選索取，參觀人員
可自行觸控觀看，後續也有助於展示資料定期更新。
其次，各式電子看板具有互動式體驗顯控操作方式，
而非硬梆梆地呈現，很多內容採用互動體驗方式，增
進不少樂趣在其中。另外VR虛擬實境的體驗是非常特
別的部分，影片分別呈現兩個主角的日常生活，未來
生活早晨可透過電子衣櫥挑選自己喜歡衣服、配件，
通勤用腳踏車也不需要刷卡，按壓指紋就可以啟動，
整個數據存在大數據雲端內，到餐廳內也不用菜單，
有電子式面板能選取菜單，並且把早上喜歡的包包，
選取出來影像投射出給大家看。甚至，早晨起床用輕
敲方式即可看冰箱內的物品哪些缺少了；這類型的冰
箱目前市面上已有出現，如果有缺少的物品，立即可
上網訂購，晚上即有無人機送貨過來，上班也只要啟
動自動駕駛，就可以抵達上班地點，自動導航系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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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連線孩子在學校教學與學習發展的情況，到了公司
上班開會，即使面對國外客戶也有即時翻譯和真人3D
影像互動的機制，科技進入生活的生活變得更便利更
快捷，也凸顯這些未來技術也正在慢慢成熟，如自動
無人駕駛技術、智慧型冰箱，無人智慧飛行載具等，
大數據雲端提供的購物方式學習科技等議題可讓讓激
發出更多創意思維的想法。
當然，展示館也有許多貼心小細節瞭解訪客滿意度
的地方，舉凡打卡送小禮物贈品活動，以及提供有玻
璃置物櫃可儲放大型包包與保溫瓶等。整個參訪結束
後，均提供每一位小平板填寫線上問卷，填完問卷者
提供贈品——創辦人張忠謀先生的手繪筆跡座右銘卡
片「嚴峻挑戰的背後是美好的未來」。此時，我們中
科院也於今年將邁入第50週年院慶，也許可以有類似
歷年「中山英雄」的展示活動等，以古鑑今、繼往開
來，提供未來科技創新更好的建議，願這次展示館的
實地參訪可結合「人文藝術」與「國防科技」，作為
院內各式展示館之精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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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11/1( 五 )14:0017:00 工 作 坊、
19:00-20:30 演 出
《黑幕之後》。Ana
Woolf 丹麥歐丁劇團
表演秘技 Behindthe
Curtain（ 桃 園 展 演
中心）
11/3( 日 ) 9:00~
17:00 週一及國定假
日 休 展 TAxT 桃 園 科
技藝術節－奇觀藝想
（桃園展演中心）
11/111:00~19:00，
逢週一及國定假日休
館「玩美元素－重複
x 秩序」特展（A8 藝
文中心）
11/2( 六 )14:0015:30「玩美元素－
重複 x 秩序」特展－
從日式茶碗中映現侘
寂 美 學（A8 藝 文 中
心）

創辦人張忠謀先生介紹

參訪者的VR體驗

11/2( 六 ) 14:00~
15:303D 列印工作坊
（桃園展演中心）

實現晶片創新
漁民所捕撈的海鮮魚貨，精緻化
的魚貨，變成美味佳餚端上桌。
尤其在夕陽西下，看著美麗的沙
灘（白色滔滔海浪赴後繼拍打沙
灘）、漁船（漁民出入船運作的
情形）、各式樣小遊艇及釣客專
注情景、大型商船停泊與外海，
有種置身在塵囂中的世外桃源特
別感受。」
筆者在開幕時並未參與採訪，
因此在退休後的2019年4月19
日，特地造訪這家餐廳。這餐廳
有雙人套餐（$1980有龍蝦）及
各式樣單點提供選擇外加服務費
10％──刷卡（現金收5％）。
為了滿足味蕾選擇套餐，不錯很
新鮮，值得嚐試，既享用美食也
享受美景。同仁有空休假前往體
驗一下海景、漁港、田野的美妙
風光吧！。

東協文化的味道

360度旋轉餐廳

◎航空所／張憲志
文化的組成，綿延複雜得用
多種元素才能總成其大成，元
素有可能來自於自然環境下的
地理和地域性，來自於歷史堆
疊的代代相傳，來自於殖民文
化的血淚拚搏，總總難以一語
道盡。而台灣在亞洲中有著獨
厚的角色定位，今日走在街
頭，時不時能見到東南亞的文
化，有可能是直接巧遇東協朋
友，歡喜走過街頭；更有機會
將口袋名單中的東協料理，列
入聚會的選項之一。
飲食文化的牽動是萬縷千
絲，直擊連接到每個人的過
往，透過咀嚼而反芻回各種斑
斕的記憶畫面，味道就會是打
開回憶門的一把鑰匙。在這座
如鯨魚坐落在汪洋中獨立的台
灣，與東南亞各民族亦近亦
遠，吞吐了多重民族和文化，
文化之中的飲食卻依然可見其
原始特色。而接觸過了舌尖上
的東協，皆能細數幾道經典。
深受殖民影響，越南飲食中
的第一印象是法國麵包、咖
哩，及一杯越式煉乳咖啡，在
占領、干預的殖民文化情仇之
外，越南料理中也揉合進了周
邊國家的特色，區分成幾種菜
系。鄰近中國的北越，其中諸
如牛肉河粉等則源自廣州菜
系，而受到法國殖民之故的南
越，則多可見法國飲食的潛

◎退休同仁／樹枝
民以「食」為天，不論是葷
食、素食或是「速」食。有的人
喜好清淡全素，也有隨意鍋邊素
菜，有者專挑「生」海鮮（沙西
米之類）、有者嗜食紅肉（如
牛、羊）等，人生吃美食是一種
享受。在多元複雜的環境中，有
人酷嗜西餐、有人偏愛中菜，也
有熱愛異國風味，可謂一種米養
足百種「胃」的最好寫照。不過
美食若能在有氣氛的環境中用
餐，那是一種優雅的享受。現代
化的當下，餐廳生意競爭激烈，
若業者跟不上時代，隨時有被淘
汰的可能。生意老闆腦筋總是動
得快，於是有一種可吃美食，又
能有視野享受美景的旋轉餐廳就
這樣誕生了。
桃園竹圍航空港娛樂碼頭，就
有一家360度景觀旋轉餐廳，讓
客倌享受美食同時，又可在360
度旋轉中的餐廳看美景，那感受
可就更不相同。這家餐廳除了在
這裡用餐，可以近看桃園竹圍漁 俯瞰港景
港的夕陽及夜景、海灘、還可以
遠眺機場飛機起降，最重要的是
還可以體驗在360度旋轉中吃飯
的樂趣！天氣晴朗時如此。
餐廳經理：「我們這邊是360
度的旋轉景觀餐廳，所以當我們
在旋轉速度上有60分、75、90分
鐘不同選擇，因為一般用餐我們
都採以90分慢慢的讓客倌用餐時 航空港旋轉餐廳DM
沒什麼感覺的轉動，享用美食又
可看到整整360度的景觀，這是
與一般餐廳最大的差異，而且
在海邊更是顯得特別的與眾不
同。」
餐廳工作人員：「我們臨近魚
港，提供新鮮漁貨給本餐廳是最
大特色。就是我們挑選當地每天 龍蝦清蒸

泰國料理：月亮蝦餅
編輯／曾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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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影子。越
南飲食與其他
東協各國不同
之處在於，大
量新鮮香菜綠
葉點綴在餐盤
邊，皆可以直 馬來西亞料理：咖哩椰漿雞、百花油條、香蘭
接入湯入菜。 薏仁水、大馬肉骨茶盅、海南雞
泰式料理的百花齊放，儼然
變成一種風潮，甚至多有連鎖
餐廳。料理烹調的展現千變萬
化，此點在泰國文化中更能顯
見，發展出更為龐大複雜的菜
系，例如最常見與受歡迎的月
亮蝦餅，追溯其來源，幾乎可
以說是泰菜在台所誕生出的新
菜，再順勢紅回泰國。或許也 越南料理：越式脆皮燒肉米
是善於融合多方，泰式料理的 線、涼拌春捲、牛肉湯河粉
重要特色是追求味道的平衡， 西化，菲律賓飲食中，直接印
此點從餐桌上可見「4大天王 象中則只是芒果乾與炸香蕉，
調味料」，可手提小籃子裝 台灣街上幾乎難以見到菲律賓
著：辣椒醋料、白砂糖、魚 料理為主題的餐廳。
露、辣椒粉或碎末。
早幾年在科技廠工作，接觸
相較於越南主要受到法國殖 了產線上的東南亞朋友，聽不
民的影響，在流轉歷史潮流 明白起落的聊天聲，聽得懂的
中，馬來西亞受到有葡萄牙、 是那種歡愉開心的氛圍，而隨
荷蘭、英國、甚至短暫被日本 著南向政策，政策經濟導致的
占領部分區域。然而其多元飲 大量移工，以及嫁娶來往的新
食文化卻依然以亞洲菜系為中 住民流動，自此對東協有各種
主軸，例如熟悉的肉骨茶、海 好奇觀與親切感。以味嗅覺來
南雞飯、星洲炒米飯等等，明 認識東協文化總有一個缺口，
顯可推敲來自於華人文化，其 那個缺口則是要以「人」的連
百花齊放的變化，亦可見於各 結來補網；看得見的是料理與
式椰漿飯以及各種叻沙。
人，看不見的則是在夾縫中、
離台灣最近的東協國家是菲 綿延細長的鄉愁，常以口味道
律賓，在台的菲律賓移工應該 地來形容一桌東協佳餚，但生
也多於其他東協國家，然而我 活在此，要再追回原汁原味卻
們對於菲律賓的刻板與歧視卻 是勉強，或許該去品嘗的是那
最嚴重，從瑪麗亞的稱呼揶 種變化，倚著思念為調味基
揄，到膚色上的奇異眼光，皆 底，再加之以踏在新地開展新
易見台灣莫名卻不適當的文化 生活的適應與巧思，而再拚圖
優越感。其飲食文化卻也深度 出一道道會持續演進的料理。

11/2( 六 )11/3( 日 )
19:302019 桃 園 鐵
玫瑰藝術節 - 韓國
高 空 天 才 Creative
Dandi《 月 娘 的 承
諾》Promise of the
Moon（ 桃 園 展 演 中
心）
11/3( 日 )10:00~
12:003D 掃描工作坊
（桃園展演中心）
11/3( 日 )14:00~
15:00 光與科技藝術
分享會（桃園展演中
心）
11/4 ■ 西 洋 美 術
縱 橫 談 -( 每 週 一
19:00-21:30)。■古
典音樂逍遙遊 - 桃
園展演中心 ( 每週
二 19:00-21:30) 桃
園展演中心《桃園鐵
玫瑰藝術學院》藝文
研習班（桃園展演中
心）
11/6 ■ 西 洋 美 術
縱 橫 談 -( 每 週 三
19:00-21:30)。■古
典音樂逍遙遊 ( 每週
四 19:00-21:30)《桃
園鐵玫瑰藝術學院》
藝文研習班（中壢藝
術館）
11/9( 六 ) 場次一：
13:30-15:00。 場 次
二：15:30-17:00。
「玩美元素－重複 x
秩序」特展－我是小
小構成主義大師（A8
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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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逐漸取代非
破壞性檢驗。
美國空軍規
範MIL-STD1530D中定義結構健康監測為：「以結構上現地(in
situ)位置的感測裝置，去監測損傷的一種非破壞性
檢驗過程或技術。」以此觀點而言，結構健康監測也
就是一種非破壞性檢驗，只不過偏向於在飛機結構上
預期會發生疲勞或腐蝕損傷的位置，安裝適當的感測
器，自動即時監測並回報結構損傷情況，讓使用單位
能預測損傷的後續行為，及時採取對應措施，實施預
測型維修。
目前結構健康監測系統最常用的感測器有：壓電薄
片感測器、光纖布拉格柵感測器、相對真空監測感測
器。
壓電薄片感測器是使用最廣泛的感測器，金屬或複
合材料皆可監測。它可當做發射器，也可當做接收
器，當做為發射器時，它把電氣訊號轉換為機械運
動，以在結構件內產生超音速傳播的縱向或橫向彈性
波，遇到裂紋時波形會改變並反射；做為接收器時，
它接收由裂紋反射回來的彈性波，轉換為電氣訊號，
並根據反射波的傳播時間、振幅、頻率，判定裂紋的
位置及大小。
光纖布拉格柵感測器是在光纖的核心線上，平行擺
置數條折射係數不同的光柵，當一寬頻光波通過這些
光柵時，根據光柵間距離長短，會反射特定波長的光
波，結構件發生損傷造成局部應變時，會改變各光柵
間的距離，會造成反射光波波長的漂移，藉由量測漂
移的大小，感測器可判定損傷的情況。
相對真空偵測感測器系統分為三部分：大氣氣廊和
真空氣廊交錯排列的感測片、量測真空氣廊氣壓的流
量計、維持真空氣廊低氣壓的泵浦。感測片永久固定
於結構表面上，流量計和泵浦構成輕便的手提式裝
備，附有一資料紀錄器。當結構表面沒有損傷時，泵
浦維持真空氣廊內一定的低氣壓，並以紀錄器記錄下
此基準壓力(Baseline Pressure)；當結構表面發生
損傷時，會在大氣氣廊和真空氣廊間形成一氣流通
道，讓大氣氣廊的空氣流入真空氣廊內，使得真空氣
廊的氣壓升高，由升高的程度可判知損傷的大小。
上述三種感測器各有其獨特的優點，整體而言，壓
電薄片感測器由於偵測距離較遠，可偵測出0.2英吋
長的裂紋，也可偵測出封閉裂紋，最具使用效益；光
纖布拉格柵感測器特別適合複合材料結構，但無法偵
測出封閉裂紋；相對真空偵測感測器可偵測出0.02英
吋長的小裂紋，也可偵測出封閉裂紋，但監測範圍很
有限。
美國航太總署(NASA)目前另在實驗室中測試一種新
的感測器，它是由在有應變情況下，會發光的機械冷
光材料，如︰ZnS:Cu-聚二甲基矽氧烷，和在光線照
射下，會產生直流電的機械光電材料，如︰聚(3-己
烷基噻吩)，所組合而成的機械冷光電薄片型複合感

軍機的結構健康監測
◎航空所／魏楞傑
現代化軍機的價格隨著世代更新而大幅攀升，尤其
戰機更是如此，譬如F-22分攤研發費用後的單機價格
為三億多美元，號稱平價型五代戰機的F-35，單機製
造價格也要一億美元以上，難怪在1986年時，當時美
國國防工業巨擘之一的馬汀集團總裁艾斯汀發表了一
項驚人的預測，他認為到2054年時，全美的國防預算
將僅夠買一架戰機，海、空軍每個禮拜各可使用三天
半，海軍陸戰隊則每隔四年可使用一天。
而軍機在全部服役期間的全壽期成本(Total
Lifecycle Cost)，不僅僅只有採購價格，還包括了
其他操作費用，如︰人員、後勤支援、油料、維修
等，總金額會是單機價格的好幾倍。譬如美國國防部
在2012年估計，當年F-35的單機價格接近一億美元，
36年服役期間的全壽期成本為六億多美元，而根據統
計，飛機在服役期間的維修費用約為全壽期成本的
27%，換句話說，此項費用會高達1.6億美元，可以再
買一架半的新戰機了。冷戰結束後東、西方軍事對峙
趨緩，加上全球性經濟不景氣，各國的國防經費皆
難以忍受此種花費，難怪美國空軍會響應國防部倡
導的條件式維修(Condition-Based Maintenance)，
在2018年10月31日開始實施預測型維修(Predictive
Maintenance)。
戰機傳統維修方式是由非破壞性檢驗擔綱的預防性
維修(Preventive Maintenance)，美國空軍2016年
修頒的軍用規範MIL-STD-1530D《飛機結構完整性計
畫》中，定義非破壞性檢驗為：「在不影響受檢零件
（或材料）性質的情況下，可發現零件（或材料）表
面或表面下方損傷的一種檢驗過程或技術。」非破壞
性檢驗是維護戰機結構安全的標準方法，缺點是會耗
費許多人力工時，尤其是若需拆除裝備或其他鄰近結
構，才能進手到檢查位置時，耗費在拆裝及復裝的時
間難以估計，更別提拆裝、檢查、復裝時，可能會意
外損傷結構的副作用了。
目前各國空軍普遍採用的非破壞性檢驗有：目視
檢驗、X光檢驗、渦電流檢驗、超音波檢驗、液滲檢
驗、磁粒檢驗。美國空軍由1970年代中期開始，另發
展一種新檢驗方法︰音波洩放偵測，它的工作原理是
當結構局部情況改變，例如裂紋初始或裂紋成長時，
裂紋位置處局部結構的彈性應變能量會快速釋放，部
分以熱的方式散逸，部分以超音波的方式向外傳播，
若在局部結構附近有麥克風或換能器，就能接收到這
些超音波，進而判定結構的異狀。美國空軍於1980年
代中期以此法檢驗美、澳二國空軍的F-111機隊，是
它在非破壞性檢驗史上的首次大規模應用，之後就廣
泛用於美國軍、民用飛機的結構檢驗。
條件式維修如今的發展趨勢，為以結構健康監測系

遺產稅申報不可不知的事
◎資通所／陳德富
遺產暨贈與稅屬國稅根據主管機關財
政部統計，今年前7月，遺產稅的累計
淨額為141億元，較去年增加37億元，
年增率超過三成。為了提供同仁正確的
報稅觀念，茲將親屬過世後申報遺產稅
常見的錯誤樣態與及正確申報的注意事
項，整理作為申報時供參考，避免誤踩
地雷。
1.什麼人死亡應該辦理遺產稅申報
下面4種人死亡的時候，應該依照規定
辦理遺產稅申報：
i.經常居住在國內的我國國民死亡的時
候，應該將他所遺留在國內和國外的全
部財產申報課徵遺產稅。
ii.經常居住在國外的我國國民和外國
人死亡的時候，只要將他所遺留在我國
境內的全部財產申報課徵遺產稅。
iii.死亡事實發生前2年內，被繼承人
自願放棄中華民國國籍，在他死亡的時
候仍然應該將他所遺留在國內和國外的
全部財產申報課徵遺產稅。
iv.大陸地區的人民死亡，應將他所遺
留在臺灣地區的財產申報課徵遺產稅。

2.6個月內應完成申報，必要時可以延
期3個月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3條規定，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
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
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
辦理遺產稅申報」。如果因故無法在6
個月內申報，可以申請延期申報，延長
時間以3個月為限。但是納稅義務人常
因未檢齊所有文件，誤以為不能辦理遺
產稅申報，導致漏未申報或者是未依規
定內在6個月內獲核准延期內申報。
3.以死亡日時的存款餘額申報
民眾常未以死亡日存款餘額證明的金額
申報，而是以存摺最後餘額申報為存
款，國稅局表示，申報存款時要以死亡
日的存款餘額申報。
4.繼承人應查證死亡日時的投資情形辦
理申報
據國稅局表示，一般民眾投資申報錯
誤樣態比較多種，包含遺產稅財產參考
清單歸戶時與被繼承人死亡時間有落
差，納稅義務人未向集保公司或者被投
資公司查證死亡時的投資額，直接以財

測器，它所產生的電流和其應變大小成正比。和傳統
應變計比較下，它的優點是︰質輕且薄(目前厚度僅
有0.05公分，未來還會更薄)，結構內外表面都可黏
貼、不需外電源、很容易與複合材料結構現有製程相
結合、在任何應變外都會有電流輸出，極具取代傳統
應變計的發展潛力。
歐美空軍由1970年代起，就陸續在多型軍機上驗證
結構健康監測系統，想藉由各階段驗證的結果改善缺
失，一旦系統的技術成熟度(TRL)達到第9級，就可全
面實施，不過至今的驗證結果顯示系統性能仍然不夠
完美，對事先不確定的損傷位置，較難提供可靠的監
測結果，但感測器位置所在處若發生損傷，一定可成
功監測，因此進入新世紀後，歐美空軍對結構健康監
測系統的應用，大都用在特定期間內，對老舊飛機的
結構脆弱位置，或是對修補後的結構，進行局部及時
監測，以取代傳統定期非破壞性檢驗，達到省時省事
並確保服役期間結構安全的目的。
例如美國空軍於2001到2004年間，在服役多年的
C-130H/E機隊內發現123架飛機的中翼上有疲勞裂
紋，必須設計修改更換新件，但在完成更換前，為了
確保機隊飛行安全，美國空軍在全機隊每架飛機上可
能發生裂紋的位置處，安裝趾間換能感測器，發射及
接收超音波訊號，可準確監測疲勞裂紋的發生。
澳洲空軍的F-111戰轟機及P-3C獵戶座反潛機隊，
都是於1970年代前後進入該國空軍服役，由於二型機
服役年紀已長，加上反潛機長時間海上飛行最容易產
生腐蝕，為防止二機隊因腐蝕而危及飛安，澳洲空軍
分別於2001年及2006年，在兩機隊上安裝由該國國防
科技公司所開發的腐蝕監測器，量測並記錄異電位電
流大小及經歷時間。由於異電位腐蝕的程度和異電位
電流值及時間乘積成正比，而異電位電流的大小又與
環境的腐蝕性程度成正比，故由記錄數據可以計算出
結構的腐蝕情況。
各國空軍保障飛機結構安全的傳統做法，是以定期
非破壞性檢驗來獲知結構上的損傷，及時完成修復以
保障飛安，但隨著降低維修費用的強烈需求，部分國
家空軍已開始嘗試使用結構健康監測系統來處理此難
題，雖然現今此系統的性能未臻完善，但隨著科技的
進步，這些問題都有望予以克服，進而大幅降低機隊
的維持費用。美國空軍F-35戰機是全球首架內建結構
健康監測系統的戰機，它的實施方式與成效，是本院
在下一代戰機上發展類似系統的最好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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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清單上的財產作為申報，導致產生短
漏報的情形。
錯誤情形還有死亡前1日或當日已經
出售上市櫃或興櫃股票，因為股款是死
亡日後才入帳，漏未申報應收股款債
權。另一種則是死亡前1日或當日買入
股票，漏未申報股票與應付股款，買進
的股票應該列入遺產申報，而應付的股
款應從未償債務扣除。
正確的作法，是向當地的稅務局或稅
捐稽徵處申請財產總歸戶資料，依據上
述資料向被繼承人死亡時戶籍地國稅局
辦理申報，當然你也可以用自然人憑證
辦理跨區申報。
5.登記他人名下不動產登記債權請求
權：法院判決日6個月補申報
漏報被繼承人對被投資公司（股東往
來）或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的不動產登
記請求權。國稅局表示，民眾應向被投
資公司查詢至被繼承人死亡日止的債權
金額，列入申報；至於借名登記的不動
產登記請求權，應該在法院判決確定日
起算6個月內，按被繼承人死亡時不動
產的時價補申報遺產稅。
6.保險無法判別是否課稅時：建議申報
於不計入遺產總額項下。
被繼承人遺有保險財產常被誤認為不

計入遺產總額免稅而未申報，如果要保
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要保人死亡，
該保單價值應計入要保人（被繼承人）
的遺產課稅，所以建議民眾在無法判別
保單性質是否應計入遺產課稅時，仍應
申報為不計入遺產總額項下，以免遭漏
報處分。
7.死亡前2年內的贈與併入遺產申報：
死亡前2年的贈與依據民法的規定，各
順序繼承人與配偶的財產應併入申報遺
產稅，也就是說，死亡前2年贈與給配
偶或者子女的財產，是要併入遺產申
報，但納稅義務人常誤以為沒有超過贈
與免稅額而沒有併入遺產總額申報。此
外，國稅局強調，被繼承人在重病期間
的存款轉出或提領，非屬贈與，如果不
能證明具體用途，就要列入遺產申報；
死亡日後存款的轉出或提領也不屬於被
繼承人的贈與。
8.再轉繼承財產：未辦理繼承登記財產
也要申報
簡而言之，就是被繼承人還有尚未辦
理繼承登記的財產，雖然未辦理繼承登
記，但仍屬被繼承人的遺產，仍併入遺
產申報。納稅義務人應注意以上申報遺
產稅相關規定，以免發生漏報情形而遭
到補稅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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