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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9 日 

台財稅字第 10804671270 號 

訂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附「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部  長 蘇建榮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

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

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範圍如下： 
一、 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包含營運辦公處所、管理處、分

支機構、事務所、工廠、工作場、棧房、倉庫、建築工程場所及其附屬建築

物，以及擴建該等建築物增加其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二、 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包含機械、設備、工具、儀器、車

輛、船舶、飛機、運輸工具、資通訊軟硬體設備及其他供營運用有形資產，

以及增添、檢修該等設備增加其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三、 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包含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

設計或模型、秘密方法、營業秘密、專用技術、各種特許權利之資本支出。 
   前項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

或技術，不包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第 三 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所稱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

硬體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

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投資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範圍之實

際支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該支出包含建築物興建過程支付各期工程款或分

期支付購置建築物、設備及技術價款。 
   前項投資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之實際支出金額，指下列支出減除政府補助

款後之餘額： 
一、 興建建築物，其興建所發生之實際成本，包括自設計、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

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購置建築物，其購置成本，包括取得之價

款，及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 
二、 購置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其購置成本，指取得該機器、設備或技術之價款及

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如保險費、進口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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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港建設費、運費、安裝費）；以自製之機器、設備提供自用，按生產該機

器、設備所發生之成本認定之。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

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當年度盈餘投資符合前二項實際支出金額之合計數，達第

一項規定之金額時，該實際支出金額始得列為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二項規定計

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其投資日之認定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者，

以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或委由他人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

發使用執照者，以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其屬分期興建

者，以各分期興建完竣驗收日期為準。 
二、 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設備：以交貨日為準；分期興建或分批交

貨者，以各分期興建完成驗收日期或各批設備交貨日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

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三、 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以取得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

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認定之。 
第 四 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零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前，已依前條規定以當年度盈餘實際支出興建

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且達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金

額者，該實際支出金額得於辦理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列為計

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並檢附下列投資證明文件，送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金額： 
一、 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口報單或收據等原始憑

證影本、交貨驗收完成相關證明、付款證明。其為興建建築物者，應另檢附

工程成本明細表、使用執照或驗收相關證明；自製軟硬體設備者，應另檢附

成本明細表、轉供自用帳載紀錄或相關證明。 
二、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 五 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零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依第三條規定完成以當年度盈餘進行之

投資，且該投資達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一年內，填具更

正後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將該實際支出金額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

目，並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格式申報及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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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完成之投資，始得依

前項規定申請退還溢繳稅款，並以符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最後一筆投資日為完成投

資之日。 
第 六 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辦法規定以當年度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依前二條規定列

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或申

請更正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三年內，將其以當年度盈餘興建或購置之

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

或營業用部分，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減除或退還之稅款，並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申報期限屆滿之次日或領取退稅款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

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因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依企業併購法

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收購，而移轉予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

新設公司、收購公司，且繼續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者，不在此限。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以當年度盈餘實質投資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其申報興建或

購置建築物、設備及技術之支出，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者，應依所得稅法

有關短漏稅額規定處罰及依稅捐稽徵法有關停止並追回其享受獎勵待遇之規定處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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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 
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總說明 

為提升國內投資動能，促進營利事業以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一百零八

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增訂第二十三條

之三規定，自辦理一百零七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起，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

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

硬體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該投資金額於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規

定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得列為減除項目，免加徵百分之五營利事業

所得稅。 

為利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上開規定進行實質投資，本條例第二十三

條之三第四項規定，實質投資之一定金額、申報格式、投資證明文件、退

還溢繳稅款之申請程序、應提示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

部定之。爰訂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

退稅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共七條，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實質投資之範圍。(第二條) 

三、實質投資之一定金額、投資金額及投資日之認定方式。(第三條) 

四、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之金額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之程序及應

檢附文件。(第四條) 

五、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申報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始

完成投資者，申請退還溢繳稅款之程序及最後完成投資日之認定方式。

(第五條) 

六、興建或購置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變更為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

用或涉及虛報情事之處理規定。(第六條) 

七、本辦法施行日期。(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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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 
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

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條例第

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因經營本業

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

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

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

體設備或技術之範圍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

建築物，包含營運辦公處所、管理

處、分支機構、事務所、工廠、工

作場、棧房、倉庫、建築工程場所

及其附屬建築物，以及擴建該等建

築物增加其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

之資本支出。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

設備，包含機械、設備、工具、儀

器、車輛、船舶、飛機、運輸工具、

資通訊軟硬體設備及其他供營運

用有形資產，以及增添、檢修該等

設備增加其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

出。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

包含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

標權、設計或模型、秘密方法、營

業秘密、專用技術、各種特許權利

之資本支出。 

      前項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興建或

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

硬體設備或技術，不包含購買土地及非

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一、 第一項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因

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依本條例

第二十三條之三規定，以當年度盈餘

進行實質投資之範圍。 

二、 第二項規定前項之實質投資範圍，不

包括未能提升產業經濟動能之土地

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第三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所

稱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

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

一、第一項規定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三第

一項所稱當年度盈餘於次年起三年內

投資達一定金額之金額標準，並定明



4 

額，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

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當年

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投資

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範圍之實際支出

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該支出包

含建築物興建過程支付各期工程款或

分期支付購置建築物、設備及技術價

款。     

    前項投資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

術之實際支出金額，指下列支出減除政

府補助款後之餘額： 

一、興建建築物，其興建所發生之實際

成本，包括自設計、建築至適於營

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

費用；購置建築物，其購置成本，

包括取得之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

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

用。 

二、購置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其購置成

本，指取得該機器、設備或技術之

價款及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上使用

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 (如保險

費、進口稅捐、商港建設費、運費、

安裝費)；以自製之機器、設備提供

自用，按生產該機器、設備所發生

之成本認定之。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一百零七年

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

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當年

度盈餘投資符合前二項實際支出金額

之合計數，達第一項規定之金額時，該

實際支出金額始得列為所得稅法第六

十六條之九第二項規定計算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其投資日之認定

如下： 

    一、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

建築物： 

      (一)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

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

該一定金額包含建築物興建過程支付

各期工程款或分期支付購置建築物、

設備及技術價款。 

二、第二項規定實質投資之實際支出金額

認定方式，該投資項目倘受有政府補

助之部分，因未實際支出，應按減除

補助金額後之實際支出金額認定之。 

三、第三項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當

年度盈餘實質投資之實際支出金額，

應在規定年限內支出達第一項規定標

準，始得列為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

九第二項規定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之減除項目，並明定投資日之認定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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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登記者，以受領日期為

準。 

      (二)自行或委由他人興建者，以建

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

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執照

者，以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

之完工日期為準。其屬分期興

建者，以各分期興建完竣驗收

日期為準。 

    二、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軟硬體

設備：以交貨日為準；分期興建或

分批交貨者，以各分期興建完成驗

收日期或各批設備交貨日期為

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

購者，亦同。 

    三、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技術：

以取得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

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

者，得依前款規定認定之。 

第四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

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

稅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配

盈餘申報前，已依前條規定以當年度盈

餘實際支出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

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且

達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該實際支

出金額得於辦理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時，依規定格式填報，列為計算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並檢附下列投資

證明文件，送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金額：       

一、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財產目

錄、統一發票、進口報單或收據等

原始憑證影本、交貨驗收完成相關

證明、付款證明。其為興建建築物

者，應另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使

用執照或驗收相關證明；自製軟硬

體設備者，應另檢附成本明細表、

轉供自用帳載紀錄或相關證明。 

一、第一項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之實

質投資金額得於辦理當年度未分配盈

餘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列為計

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並規

範其應檢附之投資證明文件。 

二、第二項規定前項之申報表格格式，由

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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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

之。 

第五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一百零七年

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依所得

稅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辦理未分

配盈餘申報後，始依第三條規定完成以

當年度盈餘進行之投資，且該投資達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應於完成投

資之日起一年內，填具更正後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申報書，將該實際支出金額列

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並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格式申報及提示相

關證明文件，向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

度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當年度盈

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完成之投

資，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退還溢繳稅

款，並以符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最後

一筆投資日為完成投資之日。 

一、第一項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辦理

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完成投資者，應於

完成投資日起一年內，填具更正後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及檢附證明

文件，向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

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二、第二項規定最後完成投資日期之認定

方式。 

第六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本辦法規

定以當年度盈餘進行實質投資，依前二

條規定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減除項目，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

屆滿之次日起或申請更正重行計算該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三年內，將其

以當年度盈餘興建或購置之建築物、軟

硬體設備或技術轉借、出租、轉售、退

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

營業用部分，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

減除或退還之稅款，並自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申報期限屆滿之次日或領取退稅

款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

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一併徵收。但因公司進行合併、

分割或依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七條或第

二十八條規定收購，而移轉予合併後存

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

一、為防杜套利並落實促進投資之獎勵目

的，第一項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以當年度盈餘興

建或購置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

術如於一定期限內發生轉借、轉售、

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

產或營業用情事，應就全部或變更使

用部分(如屬部分實質投資項目變更

原使用目的，僅就該變更原使用目的

之投資項目部分)，補繳已減除或退

還之稅款並加計利息。惟為利公司進

行合併、分割或依企業併購法第二十

七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收購，於但書

規定渠等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

移轉予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

後既存或新設公司、收購公司，且繼

續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者，不受上開

轉讓等情形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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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購公司，且繼續供自行生產或營

業用者，不在此限。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以當年度盈餘實

質投資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其申報

興建或購置建築物、設備及技術之支

出，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

者，應依所得稅法有關短漏稅額規定處

罰及依稅捐稽徵法有關停止並追回其

享受獎勵待遇之規定處理。 

二、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租賃為業或主

要營業活動之一係以資產營業租賃

獲取租金收入者，其購置資產後從事

出租行為係供其本業或附屬業務之

營業用目的，非屬將投資項目變更原

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情

形，爰租賃業之營業租賃尚無第一項

本文規定之適用。至於以融資租賃方

式出租予承租人，實質係出售，仍應

依第一項本文規定辦理。 

三、第二項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涉及

虛報之處罰規定。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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