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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 
 

 

 

 

 

一、前言 

稅務機關在作稅務調查時，經常涉及

不確定法律概念、主觀的判斷，致衍生
諸多稅務爭議，因此，任何企業在準備
或面臨稅務查核時，適當的策略對於回
應/遵循法令是關鍵的。然而，行政救
濟已非解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企業
其實可以透過事前交易規劃，及事後面
臨稅務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通，化繁 

為簡，減輕、管控與及時解決本地和跨
轄區複雜的稅務爭議問題。為協助企業
或個人做好控管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KPMG的稅務團隊將透過一系列的稅務
爭議議題探討，分析在下列3個階段，
企業或個人應做好哪些準備，才可控管
降低稅務爭議之產生： 

本期以經濟部為激勵中小企業投入自主
研發創新以提升競爭力，期望促使中小
企業在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之租
稅獎勵措施上更具彈性，爰依中小企業
發展條例第35條第3項規定，於103年 

11月7日預告之「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
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草案為例，說明企業應如何控
管降低「研發投資抵減」之稅務爭議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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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係延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該
條例已於99年5月12日廢止，以下
簡稱「促產條例」)、產業創新條例
(以下簡稱「產創條例」)之精神所
訂定。然，訂定辦法後，公司就真
的能完全適用投資抵減之租稅獎勵
措施嗎? 

 

實則不然，不論是在以往促產條例
時代，或現行的產創條例，公司在
申請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之租稅
獎勵時，均經常與行政機關產生爭
議，即便僅係列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86條研究發展費，都常
有爭議。  

 

經分析研發投資抵減之稅務爭議，
多因來自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及主觀 

判斷，例如何謂「高度之創新」？
何謂「前瞻性、風險性及開創性之
創新活動」？如何證明申報薪資係
屬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
之薪資？申報研究用消耗性器材、
原料、材料及樣品之費用確係研發
專案所使用……等等，為協助公司
在此環境下能主動因應上述之稅務
爭議，因此，本文將提供公司瞭解
申請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經常衍
生之稅務爭議類型，並提供公司面
對此類爭議時，應如何因應?以降低
公司產生此類爭議，並減少往後稅
務爭訟機會及成本。 

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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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2) 

 

 

 

 

 

二、常見之稅務爭議 
 
1.何謂「研究發展」、「創新高度」與「前瞻性、風險性及開創性」? 

     1)研究發展定義 

母 

法 

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 

產業創新 

條例 

中小企業 

發展條例 

辦 

法 

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
抵減辦法 

中小企業研究發
展支出適用投資
抵減辦法草案 

規 

定 

內 

容 

第2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與發展」之
支出，包括公司為研究新產品
或新技術、改進生產技術、改
進提供勞務技術及改善製程所
支出之下列費用（以下略）。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訴,891： 

「研究發展」應限制在「具有
高度前瞻性、風險性、開創性
之營業活動」範圍內。 

第2條： 

辦法所稱「研究發展」，指
公司以科學方法或技術手段
自行從事產品、技術、勞務、
服務流程或創作之創新活動。 

 

第2條之1第3款：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研究
發展投資抵減之公司，應符
合下列資格條件： 

具備研發能力，其從事之研
究發展活動，應具有高度之
創新。 

第2條： 

本辦法所稱「研
究發展」，指中
小企業自行以科
學方法或技術手
段從事具備「前
瞻性、風險性及
開創性」之產品、
技術、勞務、服
務流程或創作之
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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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3) 
 

 

 

 

2)研究發展爭議之開始 

以往促產條例時代，於89年1月1日
施行「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
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後，公司
之新產品或新技術需符合「研究發
展」定義，始可適用研究發展支出
投資抵減規定。 

 

然何謂「研究發展」，係由稅捐稽
徵機關認定，迭有爭議，例如：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89,訴,2752判決，
在公司提供了研究發展計畫書、研
發報告書、退庫單、 領料單、成本
明細及研發報告總表等相關文件後，
法院與稅捐稽徵機關仍皆認定「所
謂研究發展，係指為開發新產品或
新技術、或對現有產品、生產技術
作重大突破，所從事之研究工作。
公司8個工號之研發內容，除1工號
屬廣告性質外，其餘7個工號均非公
司自行研發新產品，而係採用或進
口他人既有之產品，或將原本進口
之產品改為自己生產，以求降低成
本，均係引用已有之技術，作為現 

 

 

有產品生產製造部分之經常性改良，尚
難認定為開發新產品或新生產技術，或
對現有產品或生產技術作突破性之修改，
非屬研究發展獎勵範圍。」 

 

3)「高度前瞻性、風險性、創造性」與  

「創新高度」爭議之開始 

  到了 93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訴,891判決，率先針對「研究發展」作
出更嚴格解釋：「研究發展應限制在具
有高度前瞻性、風險性、開創性之營業
活動範圍內」、「研究新產品、改進生
產技術、改進提供勞務技術及改善製程
等研究發展活動，都必須考慮其活動本
身之『創新高度』」。然，何謂「高度
前瞻性、風險性、開創性」?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92,訴,891判決並沒有做出明
確定義。 

  雖然經濟部工業局於96年2月7日召開會
議結論略以，不宜將最高行政法院個案
判決之前瞻性、風險性、開創性特質作
為判斷是否符合研發活動之通案標準。
然稅捐稽徵機關與法院持續以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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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4) 
 

 

 

 

風險性、開創性特質作為判斷是否符合
研發活動之通案標準，以最高行政法
院,100,判,2268為例：「……上開抵減
辦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研究新產品或
新技術』、『改進生產技術』、『改進
提供勞務技術』及『改善製程』等『研
究發展』活動，應求其『創新高度』。
亦即必須對於『研究發展』作嚴格之解
釋，將之限制在『具有高度前瞻性、風
險性、開創性之營業活動』範圍內，始
提供稅捐優惠。俾免企業藉口研究發展
將市場生存中所必要之提升，任意解為
『研究發展』換取優惠，造成稅收不公
損及國家財政。且稅捐減免係屬稅捐債
權之消滅事由，自應由主張有此積極事
實之納稅義務人負其舉證責任。」 

 

4)在產創條例時代，由工業局認定「創
新高度」，爭議解決了嗎? 

  雖然現行產創條例，已將原由稅捐稽徵
機關審查研發活動之創新高度改由工業 

 

  局審查，亦將「研究發展活動，應具有
高度之創新」增訂至公司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裡，但仍持續產生爭
議，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3,訴,88為
例，法院雖試圖說明研究發展具創新高
度之闡釋：「所謂『研究發展』係指
『具有高度前瞻性、風險性、開創性之
營業活動』，具有冒險性及不確定性，
僅因應市場潮流或地域之產品需求，以
既有技術結合至現有產品，而其結合具
有技術領域之創新高度，於此活動範圍
內始提供稅捐優惠。」惟仍一樣留有模
糊空間。 

 

    而工業局如同過往，亦以原告準備之
「研發文件」作為認定依據：「依據
『 晶 型 藥 物 （ POLYMORPHIC 

DRUGS）』一書第137頁至第139 頁指
出，目前一般用於固體化學藥物（原料
藥）晶型製備的方法有溶液結晶法、噴
霧乾燥法、熔融法、壓力轉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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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5) 
 

 

 

 

溶液結晶法（含沉澱法）是目前世界
通用的製備化學藥物晶型物質的主要
方法之ㄧ；……原告99年度列報之10

項研究發展計畫，多以結晶法或噴霧
乾燥法純化產品，皆為目前一般常用
於原料藥晶型製備之方法，亦有多家
符合國際水準（具原料藥主檔案
Drug Master Files(DMFs) Number）
之原料藥廠皆已開發出不同晶型之產
品，且產品製程開發與改良，僅為現
有產品或技術之經常性改良、變更、
補強等活動，故上述10項計畫並不符
合『高度創新』研發活動之範疇。」
此認定結果，法院亦認同。 

 

   
 

5)小結 

  綜上，可知從促產條例時代，到現行
的產創條例，「研究發展」、「創新
高度」與「前瞻性、風險性及開創性」
一直都是研發專案認定與否之爭議所
在，乃至未來的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亦將如此。而不論是稅捐稽徵機關、
工業局或法院亦都是以公司提供的
「研發文件」作為認定依據，也顯示
「研發文件內容」的準備是研發專案
認定與否之關鍵要件。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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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6) 

 

 

 

 

2.稅捐稽徵機關認列研發費用文件 

     1)法令規定 

         研發專案經工業局認定具「前瞻性、風險性及開創性」後，將由稅捐稽徵
機關審核相關研發費用證明文件，規定如下： 

辦
法 

公司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草案 

規
定
內
容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發展之支出，指公司研究
發展單位從事前三條研究發展活動所支出
之下列費用： 
一、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 
    人員之薪資。 
二、具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 
    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 
    互勾稽，專供研究發展單位 
    研究用之消耗性器材、原料、 
    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三、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 
    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 
    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四、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 
    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 
    體程式及系統之費用。 
前項第三款之專用技術及第四款事項，應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發展之支出，指中小企業
研究發展單位從事第二條研究發展活動所
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 
    人員之薪資。 
二、具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 
    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 
    互勾稽，專供其研究發展單 
    位研究用之消耗性器材、原 
    料、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三、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 
    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 
    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四、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 
    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 
    體程式及系統之費用。 
前項第三款之專用技術及第四款事項，應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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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7) 

 

 

 

 

辦
法 

公司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草案 

規
定
內
容 

第一項所稱公司研究發展單位，指
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之單位。 

公司未設置研究發展單位，但配置
於非屬研究發展單位之全職研究發
展人員確係專門從事研究發展活動，
且投入研究發展活動之各項支出可
與非研究發展活動明確區分者，應
就本條第一項支出，檢附下列文件，
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由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實認定其研究
發展支出及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一、第一項第一款人員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紀錄及足資證明為 

    符合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全職人員之文件。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購置 

    目的、內容及足資證明專為 

    研究發展用途之文件。 

第一項所稱中小企業研究發展單位，
指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之單位。 

中小企業未設置研究發展單位，但
配置於非屬研究發展單位之全職研
究發展人員確有從事研究發展活動，
且其投入研究發展活動之各項支出
可與非研究發展活動明確區分者，
應就第一項支出，檢附下列文件，
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由公司登記
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實認定其
研究發展支出及核定其投資抵減稅
額： 

一、第一項第一款人員工作內容、 

    工作活動紀錄、工作時間紀 

    錄與足資證明為符合專門從 

    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 

    文件。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購置 

    目的、內容及足資證明專為 

    研究發展用途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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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8) 
 

 

 

 

辦
法 

公司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草案 

規
定
內
容 

第一項所稱公司研究發展單位，指
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之單位。 

公司未設置研究發展單位，但配置
於非屬研究發展單位之全職研究發
展人員確係專門從事研究發展活動，
且投入研究發展活動之各項支出可
與非研究發展活動明確區分者，應
就本條第一項支出，檢附下列文件，
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由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實認定其研究
發展支出及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一、第一項第一款人員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紀錄及足資證明為 

    符合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全職人員之文件。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購置 

    目的、內容及足資證明專為 

    研究發展用途之文件。 

第一項所稱中小企業研究發展單位，
指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之單位。 

中小企業未設置研究發展單位，但
配置於非屬研究發展單位之全職研
究發展人員確有從事研究發展活動，
且其投入研究發展活動之各項支出
可與非研究發展活動明確區分者，
應就第一項支出，檢附下列文件，
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由公司登記
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實認定其
研究發展支出及核定其投資抵減稅
額： 

一、第一項第一款人員工作內容、 

    工作活動紀錄、工作時間紀 

    錄與足資證明為符合專門從 

    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 

    文件。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購置 

    目的、內容及足資證明專為 

    研究發展用途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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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9) 
 

 

 

 

2)何謂「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
員」? 

上述針對研發人員薪資認列之規定，
何謂「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
員」?並未做出定義，須靠公司提供
相關文件證明研發人員確係從事研究
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然就文件提供
程度是否足夠認定研發人員之工作內
容，亦常有爭議，例如： 

A.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訴,302--原
告雖提出研究人員工作執掌、擔任
工作細項（含研發人員職稱、學經
歷、職掌、薪資表）等，然法院認
為如何能證明其仍實際從實研發工
作？其上班時間內是否曾分擔時間
去從事一般例行性之工作？原告顯
須提供其等所從事研究發展之「工
作報告」以證明其花了多少時間在
研發何事項，該工作報告雖非以
「已有研究成果」提出為必要，但
最少須具備各成員所研究發展「計
畫之內容」、「研發日誌」、「各
計畫成員於研發計畫之各工作步驟
中所擔任之工作內容」、「各成員
於各研發階段之實施方法」，俾利 

 

 

       被告勾稽各計畫成員是否為全職之研
究人員？ 

 

B.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訴,756—法院
認定原告雇用大專院校電子、電機、
工程等學歷之人員從事研發部門之
工作，但不是以原告聘雇之職稱為
判準，仍須以各該人員實際從事之
研發工作內容為判準。……技術資
料維護、計畫進度管理、產品驗證、
品質驗證及工程支援等工作，核屬
研究發展單位之其他行政、助理、
市場調查、統計及管制人員，非屬
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 

3)如何證明研發費用證明文件與研究計畫
可相互勾稽? 

除上述研發人員是否全職之認定迭有
爭議外，研發費用證明文件亦常因與
研發專案是否可相互勾稽，而衍生爭
議，例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訴,302，法院表示：「該95年度研究
開發計畫說明書，僅記載研發產品計
畫、期間、計畫摘要，但無各細部實
施之細項、日期（例如何零件何時間
測試），而其所提示之測試費用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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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10) 
 

 

 

 

表上所載費用……？何項零件、何階
段之測試費用？是否為研發完成，究
屬其所提示95年度研究開發計畫說明
書中何項產品之研究計畫後銷售階段
之測試費用而不得抵減？原告仍須提
出帳簿憑證及各研究計畫細項之列表
說明之，然原告並未提出，被告因而
以無法勾稽而否准測試費用列為研發
支出之抵減稅額，並無違誤。」  

 

4)小結 

綜上，研發專案經工業局認定具「前
瞻性、風險性及開創性」或「高度之
創新」後，將由稅捐稽徵機關審核相
關研發費用證明文件(如：領料單、研
發人員工作日誌等)，然而，若公司研 

 

發費用證明文件不完備或內容不夠完
整，即使研發專案被認定為具「前瞻
性、風險性及開創性」或「高度之創
新」後，仍無法被認定研發支出，顯
見除了「研發文件內容」的準備是研
發專案認定與否之關鍵要件外，研發
費用證明文件的準備亦為研發支出是
否可抵減稅額之關鍵。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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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從上述判決內容可知，不論是研發
專案是否具備「前瞻性、風險性及
開創性」或「高度之創新」，亦或
研發費用證明文件是否可與研究計
畫相互勾稽，都是依據公司提供的 

文件內容作為事實認定之證明。以
下將提出KPMG的觀察，說明公司應
如何控管降低「研發投資抵減」之
稅務爭議產生： 

公司申請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租稅獎勵時，衍生之 

稅務爭議(續11) 

 

 

 

 

 

三、KPMG的觀察：公司因應上述爭議之方式 

 



重要稅務法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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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031107台財稅字第10304589140號令 

 

 

 

K 

1.納稅義務人以土地、已辦妥建物所有
權登記之房屋提供繳稅擔保或為稅捐
保全標的時，土地按公告土地現值加2

成、房屋按稅捐稽徵機關核計之房屋
現值加2成估價。 

  但納稅義務人主動提示下列足供認定
該土地、房屋時價資料及證明文件，
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得予核
實認定： 

 

    1)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2)各直轄市、縣（市）同業間帳載  
        房地之加權平均售價。 
    

   3)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 

   4)銀行貸款評定之房屋及土地款價格 
    5)大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金加 
成估算之售價。   

   6)法院拍賣或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
房地之價格。    

   7)其他公允客觀之不動產時價資料。  
    8)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 
均數為時價。  

 

2.廢止本部 83年 1月 26日台財稅第
831581751號函及90年1月29日台財
稅字第0900450443號函。 

核釋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1規定以土地房屋提供繳稅擔保
或為稅捐保全標的之估價原則 

財政部1031118台財稅字第10304022020號令 

 

 

 

國內營業人出售註冊登記於國外之專利
權及商標權予國內另一營業人，該勞務
係在我國境內提供及使用，核屬在我國 

境內銷售勞務，其取得之收入應依法課
徵營業稅，且非屬外銷有關之勞務，無
零稅率規定之適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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