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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21 日

文化部令

文版字第 10230118022 號

訂定「出版產業申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注意事項」，並自即日生效。
附「出版產業申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注意事項」
部

長 龍應台

出版產業申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21 日文版字第 10230118022 號令發布

一、本申請案之認定悉依「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辦
理。
二、依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申請人（公司）當年度之研究發展支出費用提出專案認定申
請者，應與研究發展活動之申請認定，併案提出。
三、研究發展活動之認定：
(一) 依本辦法第二條規定研究活動指公司以科學方法自行從事產品、技術、勞務或服務流程之
創新活動。公司適用投資抵減應具備研發能力，其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應具有高度之創
新。
(二) 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研究發展活動限於公司研究發展單位所從事之下列活動態樣：
１、為開發或設計新產品或新服務之生產程序、服務流程或系統及其原型所從事之研究發展
活動。
２、為開發新原料、新材料或零組件所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
前項所定活動態樣，不含為改進現有產品或服務之生產程序、服務流程或系統及現有原
料、材料或零組件所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
(三) 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研究發展單位指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之單位。
(四) 出版產業提出本申請案，應符合下列指標至少一項，並檢附相關紀錄或證明：
１、符合創新的提案標的必須是一項完成之活動，並且活動已經取得一定成效、實驗成果或
可預期之市場影響。
２、需針對出版產業內容、型態、組織、方式、營運、技術、流程、服務等方面之有形或無
形之創新。
３、須能有效提升出版產業之發展且對出版產業將具有一定之市場競爭力。
４、具有出版專業知識者所不能輕易完成之改造或發明。
５、具備目前出版產業一般技術、能力無法達成之顯著功效。
６、顯著解決或改善業界長期存在之營運、技術、能力等問題。
７、想法具前瞻性，成果有獨創與實用性，能在出版產業領域具備領先帶動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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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支出費用之認定，分為一般認定及專案認定：
(一) 一般認定：僅申請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列支出之認定，請填申請表 A。
(二) 專案認定：除申請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列支出外，基於出版產業之特
性，本部僅受理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或第六條第四項所列支出之專案認定，請填申請表 A、B。
(三) 依據本辦法第五條，下列費用或支出，不得認列為研究發展支出：
１、研究發展單位之行政管理支出。
２、例行性之資料蒐集相關支出。
３、例行性檢驗之支出。
４、研發人員教育訓練費用之支出。
５、例行性開發市場業務之支出。
６、為確定顧客之接受度，從事試製所須耗用原料、材料之支出。
７、市場研究、市場測試、消費性測試、廣告費用或品牌研究支出。
８、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差旅費、保險費及膳雜費。
９、因銷售行為所支出之認證測試費用。
(四) 依據本辦法第八條規定，公司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應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
１、公司所研究發展之產品、技術應專供公司自行使用。
２、公司研究發展之產品或技術供他人製造、使用者，應取得合理之權利金或其他合理之報
酬。但公司負責研究發展、收受訂單及銷售，其研究發展之產品或技術提供其負責代工
或生產之國內外或大陸地區關係企業製造或使用，未收取合理之權利金或其他合理之報
酬，如能提示足資證明已將合理利潤留於該公司之移轉訂價文件，且經稅捐稽徵機關查
明屬實者，不在此限。
五、審查小組：
本部得就本申請案組成五至七人之審查小組，就應檢附文件進行審查；審查會議之決議
應經全體評審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作成。
六、審查結果通知：
(一) 研究發展活動之認定：審查結果應於當年度十二月底前，如有特殊理由，得延長二個月，
將審查結果函送申請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投資抵減稅額。
(二) 研究發展支出費用之專案認定：審查結果應於當年度十二月底前，如有特殊理由，得延長
二個月，將審查結果函送申請公司，並副知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七、其他：
(一) 申請人應於辦理當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
（即每年五月三十一日前），檢附申請表所列相關文件向本部申請認定。
(二) 依本辦法第十六條規定，已依其他法規享有租稅優惠者，不得就同一事項享有本辦法所定
之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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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日之認定，以申請表及其相關文件送達本部之日為準；但以掛號寄出方式提出者，以
交郵當日支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四) 本申請案之各項文件，若涉及機密性，請申請人詳實註記並自行妥為處理。
(五)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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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受理出版產業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認定申請表 A

文化部受理出版產業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認定申請表 A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申請投資抵減稅額年度：
年度
(一) 申請認定項目

年

月

日

依「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2 條，申請認定公
司研究發展活動符合本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

二( 申
) 請人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總公司地址
營利事業
統一編號
行業名稱
及代號
研究發展計畫
支出總金額
次年度研究發
展支出總金額

申請日期
公司申請字號

（請依中華民國稅務行業標準分類
聯絡人
填寫）

負責人
傳真
電話
E-mail

收文

新臺幣：
元
（須與公司研究發展計畫重點及成果報告書支出總金額相符）
新臺幣：
元
（請預估次年度研究發展支出總金額，該金額係作為本部瞭解公司投入研發之情形）
□大企業（本欄位務必依「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之認定標準勾選）
公司規模
□中小企業
總公司所在地 □臺北國稅局 □高雄國稅局
稅捐稽徵機關 □北區國稅局 □中區國稅局 □南區國稅局
(三) 申請須知：
(四) 應檢附文件：
1. 申請人應於辦理當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1. 公司設立之證明文件影本及足資證明申請人為
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
出版產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之證明文件。
（曆年制公司為 2 至 5 月），檢附右列文件向
2. 公司研究發展計畫報告書（內容應包含具體成
本部申請認定。逾期申請者，本部不予受理。
果、計畫支出明細及總金額、注意事項第 3 點
2. 前項檢附之各項文件，若涉及機密性，請申請
所列指標之相關紀錄或證明）。
人詳實註記並自行妥為處理。
3. 申請人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之「○○○
3. 申請日之認定，以申請表及其相關文件送達本
年度產業創新條例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
部之日為準；但以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
明細表」影本 1 份。
郵當日之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4. 公司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請註記研
4. 依本辦法第 16 條規定，已依其他法規享有租
究人員參與之研發計畫名稱、起訖時間及薪
稅優惠者，不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本辦法所
資）
定之獎勵。
5.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料、材料
及樣品之完整進、領料紀錄之明細資料。
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6.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或本部要求提供之文件。
（申請人保證所附文件與送稅捐稽徵機關文件內容相
符，並均屬正確，如有錯誤或虛偽不實，願負一切責 ※申請支出專案認定者，請續填申請表 B，並檢付相
關文件。
任。）
(五) 其他：
公司印鑑
負責人印鑑
1. 本部對申請人研究發展計畫所認定之結果並非
行政處分，該認定結果將函送申請人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核辦，不副知申請人。
日期
2.
申請人檢附之文件將留存本部，不予發還；若
文化部
字號
有需要，請自行備份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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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受理出版產業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認定申請表 B

文化部受理出版產業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認定申請表 B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申請投資抵減稅額年度：
年度

申請日期
公司申請字號

年

月

日

二( 申
) 請人基本資料

依據「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稱本辦法）第 7 條申請支出專案認定
□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專用技術
□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專業性或特殊性資料庫、軟體程式及系統
(一) 申請依據 □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
究機構人員
□第 6 條第 4 項與國內、外公司共同研發
（請公司務必依申請項目勾選申請依據）
公司名稱
總公司地址

收文

營利事業
統一編號
行業名稱
及代號
(四) 檢附文件：
(三) 申請須知：
1. 足資證明申請公司為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之證明
1. 申請人應於辦理當年度營利事業所得
文件影本。
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起至申
2. 依據本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4 款
報期間截止日內（曆年制公司為 2 至
(1) 購置為研發目的所購買之軟體（資料庫、軟體程式、
5 月底），檢附右列文件，與依本辦
系統）明細表（附表 1）1 份。
法第 2 條及第第 3 條研究發展活動認
(2) 購置為研發目的所購買之使用專用技術明細表（附表
定申請併案提出，但須分開裝訂。逾
2）1 份。
期申請者，本部不予受理。
(3) 購置或使用專用技術、軟體（資料庫、軟體程式、系
2. 前項檢附之各項文件，若涉及機密
統）之契約文件或相關證明文件。
性，請申請人詳實註記並自行妥為處
(4) 購置或使用專用技術、軟體（資料庫、軟體程式、系
理。
統）之付款證明文件。
3. 申請日之認定，以申請表及其相關文
3. 依據本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
件送達本部之日為準；但以掛號郵寄
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所載
(1) 公司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或聘請國外專任
日期為準。
教師或研究人員）說明表（附表 3）1 份。
4. 依本辦法第 16 條規定，已依其他法
(2) 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或聘請國外專任教師
規享有租稅優惠者，不得就同一事項
或研究人員）之計畫名稱及相關契約文件（若有多項
重覆享有本辦法所定之獎勵。
委外研發計畫請列表）。
4. 依據本辦法第 6 條第 4 項
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1) 公司與國內外公司共同研發說明表（附表 4）1 份。
（申請人保證所附文件與送稅捐稽徵機關文
(2) 載明各參與人之支出分攤方式、投入內容及研究發展
件內容相符，並均屬正確，如有錯誤或虛偽
成果歸屬方式之共同研究發展合約。
不實，願負一切責任。）
(3) 各參與人分攤之支出與投入內容及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公司印鑑
負責人印鑑
約定顯著相當之證明文件。
(五) 其他：
支出專案認定之結果將函復申請人，並副知申請人所
日期
文化部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字號
送件地址：10049 台北市中正區北平東路 30-1 號 文化部總機電話：(02)2343-4000
本部網址：http://www.moc.gov.tw/

項目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日期

購買
金額

用途

說明
與研發計畫相關性）

（含計畫名稱、購買之必要性

○○年度○○公司購置為研發目的所購買之資料庫、軟體程式及系統明細表

第 019 卷 第 093 期

註：詳細請參考「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7 條。表格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項次

附表 1

文化部受理出版產業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認定申請表 B

行政院公報
20130521
教育文化篇

項目名稱

規格

單位 數量

購買（取得） 申請年 攤折 累計至前
度攤折
一年度之
年限
日期
金額
金額
攤折金額
用途

○○年度○○公司為研發目的所購置之專用技術明細表

必要性與研發計畫相關性）

（含計畫名稱、購買或取得之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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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受理出版產業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認定申請表 B

附表 3
○○公司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或聘請國外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說明表
委託項目
委託期間
委託金額
受委託機構或聘請人員名稱

計畫概述

必要性及合理性說明
【提供國內並無適當大專校
院或研究機構（或國內專任
教師或研究人員）可供委託
研發之說明或文件】
委託國外大專院校或
研究機構研發能力績效說明
委託研發之預期成果
對公司研發計畫
之效益說明
研發成果歸屬
註：詳細請參考「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7 條。表格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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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受理出版產業之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認定申請表 B

附表 4
○○公司與國內外公司共同研發說明表
項目名稱
研發期間
投入金額
【提供分攤之研發支出符合
本辦法規定之說明或文件】
參與人名稱

計畫概述

必要性及合理性說明
【提供國內並無適當共同研
發公司說明或文件－與國內
公司共同研發者免述】
各參與人之
支出分攤金額與方式
各參與人之
投入內容
各參與人之
研發成果歸屬
註：詳細請參考「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7 條。表格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
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