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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序號 問題 答覆 

購置項目 1 
如何認定投資項目是否屬於

智慧機械? 

1. 申請業者須先就其投資項目，依「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

行動通訊系統抵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2條規定，初步檢視是否具備智慧

技術元素之一，達成其中一項智慧功能，並提送與投資項目相符之投資計畫。 

2.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綜合考量其產業特性、申請人營業規

模以及投資計畫是否具有效益，審核投資項目是否符合智慧機械範疇。 

購置項目 2 

因應智慧機械新設備進駐，

須施作土木、配管配線，或

投資興建工廠，請問這些支

出可否申請投資抵減？ 

申請業者因應新設備進駐，自行或由智慧機械供應商以外之第三方實施之土木(如

泥作、木作)改善、機電工程(水、電、瓦斯線路重拉)，或投資興建廠房等，因其

非屬智慧機械或5G系統範疇，故相關支出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購置項目 3 

若投資項目為智慧機械或5G

系統相關的軟體，可否申請

投資抵減？ 

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投資支出包含全新購置之智慧機械或5G 系統相關硬體、軟

體、技術或技術服務，因此全新軟體屬前述範疇，得適用投資抵減。 

購置項目 4 

既有自動化設備升級具有智

慧技術及智慧功能，是否有

符合適用範圍？ 

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投資支出包含全新購置之智慧機械或5G 系統相關硬體、軟

體、技術或技術服務，因此於既有自動化設備，安裝新的智慧技術使其具備智慧

功能者，就其新購置之支出得申請適用投資抵減。 

購置項目 5 

因導入智慧化而進行教育訓

練，相關費用是否可以申請

投資抵減? 

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投資支出包含全新購置之智慧機械或5G 系統相關硬體、軟

體、技術或技術服務，教育訓練非屬前述範疇，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購置項目 6 

公司自行研發生產製造智慧

機械，是否符合「自行由國

內購置」？ 

智慧機械若為公司自行研發生產製造，則符合「自行由國內購置」的購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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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項目 7 
雲端服務租用是否可適用智

慧機械投資抵減? 

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購置包括向他人購買、融資租賃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

製造，月租之雲端服務非屬融資租賃範疇(定義部分可參考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故相關支出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購置項目 8 

投資建築物智慧管理系統或

其他非直接與生產設備相關

之廠區環境偵測裝置，是否

屬智慧機械範疇? 

如係投資建築物智慧管理系統或其他非直接與生產設備相關之廠區環境偵測裝

置，申請業者應詳述相關系統或裝置與智慧機械之鏈結，以利主管機關判斷。 

抵減方式 9 
支出總金額是否有下限或上

限？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申請及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總金額門檻為新台幣一百萬元；

申請金額並無上限限制，但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總金額上限為十億元。 

抵減方式 10 
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是否有上限？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以不超過申請人當年度應納稅額

30%，另於同一年度合併適用本辦法之投資抵減及其他投資抵減時，其當年度合

計得抵減總額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0%為限。 

抵減方式 11 
若發票與交貨文件分屬不同

年度，如何申請？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係以發票或付款憑證(例如匯款水單)所屬

年度，作為申請及抵減年度之依據，至於進口報單或交貨證明等係為智慧機械或

5G系統進行交付之佐證資料，可與發票或付款憑證分屬不同年度。 

抵減方式 12 

智慧機械設備於107年簽約並

預付款項300萬取得發票，

108年設備完工付清尾款700

萬並取得發票，該如何申請? 

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智慧機械申請適用投資抵減為108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

日；5G 系統為108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故107年度的支出無法申請，僅能

就108年度支出申請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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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減方式 13 

智慧機械製造工程總價1000

萬，108年取得發票500萬，

截至108年底工程尚未完工，

應如何申請投資抵減? 

可申報截至108年底工程尚未完工但取得發票的500萬，並於投資計畫書中表述清

楚未完工之情況；另於支出項目清單上傳載明工程預定進度之相關佐證文件。 

抵減方式 14 

申請108年的投資抵減，可否

能用於抵減110年的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呢？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抵減方式可選擇自當年度起3年內以支出金額3%，抵減各年

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故申請108年度投資抵減時可於申請時擇定前開方式，

其抵減稅額可於110年抵減，但不超過申請人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

限。 

抵減方式 15 
分年申請時，可否選擇不同

的抵減方式(抵減率)？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時擇定，因此申請

人分年申請投資抵減，自可就當年度公司申報狀況選擇適用之抵減率。 

抵減方式 16 

國內自行購置智慧機械的統

一發票與付款文件分屬不同

年度，如何認定？是否可依

發票或付款文件自選抵減年

度?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當年度係指申請人購置智慧機械或5G 系統所取得之統一發

票所屬年度，如非屬應取得統一發票者，以相關付款證明文件(例如匯款水單)之

年度認定。 

抵減方式 17 

107年購入國外智慧機械設

備，其進口報單為107年，但

匯款水單為108年，是否可以

申請？ 

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於108年1月1日起之投資支出始適用投資抵減，並以發票或

付款憑證(例如匯款水單)所屬年度，作為申請及抵減年度之依據；本案設備雖已

於107年進口，但匯款水單為108年，符合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之期間，因此可以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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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減方式 18 

若申請業者會計年度屬於非

曆年制，其108年之發票，費

用歸屬年度為107年度，是否

可以申請？該如何申請？ 

1. 依本辦法第5條及第6條規定，於108年1月1日起之投資支出始適用投資抵減，

並以發票或付款憑證(例如匯款水單)所屬年度，作為申請及抵減年度之依據。 

2. 本案108年之支出符合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之期間，惟其適用抵減年度為107年

度，該公司應於辦理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4個月起至申

報期間截止日內登入系統，於申辦作業中選擇抵減年度為107年度，完成補申

辦作業，並依據系統之傳送核定結果，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更正作業。 

抵減方式 19 

融資租賃合約3年，發票分別

開立於108年、109年及110

年。該如何申請？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係以發票或付款憑證所屬年度，作為申請

及抵減年度之依據，因此本案應分年申請，並於投資計畫書以及支出項目清單中

分別敘明。 

支出金額 20 

購置智慧機械或5G 系統相關

支出金額如何認列(例如貸款

利息費用、代理商佣金、關

稅等)？ 

1. 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投資項目的支出總金額為取得投資項目之價款、運費及

保險費，不包括為取得該項目之其他費用。 

2. 倘本辦法未盡事宜，關於購置設備成本之認列，應依循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或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令規範。 

支出金額 21 
智慧機械或5G 系統後續維修

費用是否可納入抵減？ 

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投資項目須為全新購置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維修

非屬新購故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審查相關 22 

請問審查方式？若一投資計

畫包含5個投資項目，其中一

個投資項目不符合規定，核

定結果會是如何？ 

依本辦法第9條規定，申請人須提出具效益之投資計畫經專案核准後，始得適用投

資抵減。因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先就投資計畫是否具有

效益進行審查，倘經審查具有效益，才會就各投資項目是否符合智慧機械或5G 系

統進行實質認定，倘有不合規定的項目，則就該項目審查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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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相關 23 

產業主管機關何時完成核

定？申請人可否知道核定結

果？ 

依本辦法第11條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截止日後7個月內，核定投資計畫及購置項目，核定結果將會以電子郵件通知，申

請人可自行上系統查看；另國稅局將依核定結果核定投資抵減稅額。 

審查相關 24 

申請項目如經審查不通過，

除了補稅，還會加計利息

嗎？ 

僅就已抵減部分補繳稅款，並不會加計利息。 

其他 25 
請問臺灣分公司該如何申

請？ 

臺灣分公司的稅務係合併至臺灣總公司申報，本案請總公司整合分公司投資計畫

及支出項目清單，由總公司提出申請。 

其他 26 
請問外國公司在台設立之分

公司如何申請？ 

依本辦法第4條規定，申請人須為依本國公司法設立登記之公司，國外在台分公司

係依外國法律設立，無法申請適用。 

其他 27 

公司已申請研發投資抵減，

其研發過程中有購買智慧機

械或5G 系統，可否另外申請

智慧機械或5G 系統投資抵

減？ 

研發投資抵減項目不包括設備支出，因此兩者並無就同一事項重覆享受租稅優惠

之疑慮，惟智慧機械或5G 系統投資抵減係在鼓勵產業於生產或營運中導入智慧

化，以提高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公司於申請本辦法投資抵減時應強化這方

面之論述。 

其他 28 

公司已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

回課稅條例，並以此筆資金

購置智慧機械或5G 系統，可

否申請投資抵減？ 

依本辦法第17條規定，申請人投資於智慧機械或5G 系統之支出金額已依其他法令

享有租稅優惠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複享有本辦法所定之租稅優惠。本案境外匯

回資金已適用境外資金匯回課稅條例，自不得就同一筆資金重複適用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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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9 

公司以未分配盈餘購置智慧

機械或5G 系統，可否同時申

請適用產創條例第23條之3及

第10條之1？ 

產創條例第23條之3及第10條之1非屬於本辦法第17條所規範依其他法令就同一事

項享有租稅優惠，倘購置智慧機械或5G 系統之支出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

實質投資範圍者，亦可申請適用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其他 30 

申請人於5月份進行營所稅結

算申報，需自行再送支出項

目證明文件給國稅局嗎？ 

依本辦法第13條規定，申請人須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財

政部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與支出項目相關文件之證明文件，送請所在地稅捐機

關辦理投資抵減。 

其他 31 
投資項目安裝地點之備查，

僅有變動才有需要嗎？ 

依本辦法第14條規定，設備安裝地點如有變動，申請人應自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備查；另依本辦法第15條規定，若在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安裝地點不符前條規定或變更

原使用目的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所得稅款。 

其他 32 

智慧機械或5G 系統投資抵減

有無預算限制，是否先提出

申請的公司有較多機會？ 

政府鼓勵各產業導入智慧化，本投資抵減並無預算上限，惟須注意其為短期租稅

優惠措施，請申請人把握適用期間提出申請。 

其他 33 
是否可提供申請人所屬產業

主管機關諮詢窗口？ 
在本系統的主頁中，有各部會聯絡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