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機械與研發投抵經驗分享

單元二.申報趨勢與審查實務

主導產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AMPIN YU

日期 May20, 2022



13:00~13:20

線上登錄作業

13:20~14:10

一、 智慧機械辦法重點說明

講師 : 主導產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張庭嘉 博士

課程重點 : 辦法說明、不同辦法的合併申報、審查機制

14:20~15:00

二、申請實務&個案經驗分享

講師 : 主導產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游勝評 顧問

課程重點 : 申報實務、個案解說、常見失敗問題

智慧機械投資抵減研討會-線上第二場
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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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投資抵減現況



Q.  智慧機械申報時限

Source 根據政府公開資料與新聞稿預估2022年預算, 以及新聞整理, 僅供參考 2022.5.04

◼ 最新狀況: 因為疫情與激勵展延 至 111年6月30 日



更新最新統計-條例別

Source 根據政府公開資料與新聞稿預估2021年預算, 以及新聞整理, 僅供參考 2021.3.31

項目 落日(民國 ) 預期目標(億) 實際 (109年)

產10條 118年 165 213億

產10-1條(智機) 113年 160 45億

產23-3條 113年 140 **

中 35條 ** NA **

生技新藥 120年 NA **



Q.  智慧機械或5G投資抵減(產創第10條之1)可延三年
申請，或於當年度申請全額?

Source 根據政府公開資料與新聞稿預估2021年預算, 以及新聞整理, 僅供參考 2022.3.02

條例
依據

產創 § 9  
研發補助

產創 § 10  
研發投抵

產創 § 10-1 
智慧機械或5G

產創 § 23-3 
智慧機械或5G

抵減
(補助)
科目

研發人事費 研發人事費 **

研發耗材 研發耗材 **

專用軟體 專用軟體 軟體 **

產學研合作 學研合作 專利或技術委託 **

設備折舊 購入智慧機械

抵減率
50%(MAX)
35% (AVG)

15% ,當年折抵
10%, 留抵三年(含當年)

5% ,當年折抵
3%, 留抵三年(含當年)

RE的減項
約當5%

抵減上限 應納稅額 30% 應納稅額30% ***

應納稅額50% 

主管
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商業司、中小企業處、交通部、能源局、
營建署)



Q. 審查智慧機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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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製造業如何分組審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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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



註: 本簡報說明僅供參考，請依主管機關相關辦法、規範、公告文件為主。 資料來源均為政府公開資料, 以及本公司研究部門整理

LCG
Leading Consulting    線上申辦流程

資料來源: 工業局網站擬於 109年1 月1日開放, 本資料參考工業局公開研討會摘要改寫

基本資料 投資計畫 支出清單 計劃預覽



註: 本簡報說明僅供參考，請依主管機關相關辦法、規範、公告文件為主。 資料來源均為政府公開資料, 以及本公司研究部門整理

LCG
Leading Consulting    基本資料-填寫重點

基本資料 投資計畫 支出清單 計劃預覽

資料來源: 工業局網站擬於 109年1 月1日開放, 本資料參考工業局公開研討會摘要改寫

欄位 範例 填寫備註

抵減年度 108年

適用稅率 當年度 5%  3年內 3% 僅能單選

統一編號 8888888

產業別 研發服務-經濟部工業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業局

聯絡人等欄位 Sampin  , sampin@gmail.com 此Email 為主動通知結果之對象

本國員工人數 99以下~1000人以上 共五級距

申請年度營業額 1000萬元以下~20億元以上七級距

登記證與上傳 公司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 擇一上傳

暫存 下一步

mailto:sampin@gmail.com


註: 本簡報說明僅供參考，請依主管機關相關辦法、規範、公告文件為主。 資料來源均為政府公開資料, 以及本公司研究部門整理

LCG
Leading Consulting    智慧機械投資計畫-填寫重點

資料來源: 工業局網站擬於 109年1 月1日開放, 本資料參考工業局公開研討會摘要改寫

欄位 範例 填寫備註

投資計畫名稱 OO智慧化服務物流設備暨5G系統設備 一家公司就寫一個，無論是幾個工
廠、幾個服務地點、幾個產線、涵
蓋智慧機械與5G

投資範圍 智慧機械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5G) 可複選

智慧機械元素 (一) 巨量資料 (二 )人工智慧 (三) 物聯網 (四) 機器
人 (五 )精實管理 (六) 數位化管理 (七 )虛實整合
(八)積層製造 (九)感測器

九項可複選

智慧機械功能 (一)生產資訊可視化 (二)故障預測 (三)精度補償
(四)自動參數設定(五)自動控制 (六)自動排程 (七)
應用服務軟體 (八)彈性生產 (九)混線生產

九項可複選

智慧機械投資計
畫及項目說明

1. 中壢廠: 利用AI 提升AOI檢測, 並加入AGV
2. 桃園廠: 加入物聯網感測器,  並導入PLM等數

位化管理

100~1000個字
必須精簡扼要

選擇檔案 上傳圖說(應用架構)或其他補充資料 檔案限制2MB

投資效益選項 服務效率/服務品質/增加產量 等八項 可複選

投資效益說明 1.提升產能 5%  2. MTBF提升 3. 提高客戶滿意度 文字性敘述

基本資料 投資計畫 支出清單 計劃預覽



Q. 投資抵減需檢附之型錄是否能有範例參考，採購合約通常不
會特別列示其是否屬智慧機械，多針對付款條件及保固等規範，
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或解套方式，易於公司準備申請資料

完善智慧機械
投資計畫書

1. 工業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要看得出來智慧機械之關聯性(功能+要素)

最好是智慧機械的關鍵功能與元素定義都有

2. 國稅局

勾稽要清楚，避免獨立成元件、PC、雲端儲
存系統且沒有講智慧機械之關聯性

Case Ge Case W



一.公司簡介

E 公司；主要產品:  Micro/Mini LED顯示 ；資本額 : 5億 109年營收 10億

109年資本支出 : 投資 2億 109年智慧機械投資 1億

二投資目的

AIOT MiBro LED 智慧製造系統，擬投入四項智慧化製造子系統，用以提高 Micro LED 製造良
率與稼動率。

◼ 面前遇到 A、B、C 三大問題，

◼ 擬用於三項技術/系統 X、Y、Z

◼ 提升KPI, 1, 2 ,3  如製程良率、稼動率、人均產值、產能

三.投資計畫:

1.投資項目說明:。

2.架構圖或圖說(請於下欄上傳)

.智慧機械:各投資項目於整體投資智慧化之關聯架構圖或相關流程圖。

四.投資效益:針對於系統勾選目進一步闡述投資效益(已實或是預估值)

◼ 營收增加、市場增加、新產品、智慧機械前述指標

智慧機械投資計畫書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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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

智慧機械投資-主要架構圖圖說

A1前段
OOO製程系統

A2後段
巨量移載貼合設備

A3 AOI
後段檢測設備

A 分項 AIOT Micro/Mini LED 製程設備與機聯網 (MES, BCS….)

C. 分項 AIOT 震動管理子系統
(系統架構簡圖)

B. 分項 AIOT 靜電管理子系統
(系統架構簡圖)

15



AIOT Micro/Mini LED設備與機聯網抵減明細表

註: 本表僅為範例參考

項目 項目名稱 發票號碼 購置日期 (發票) 單價 數量 總價

A1 前段製程設備 CM00000001 109/5/8 6,000,000       4        24,000,000    

A2 後段移載貼合製程設備 CM00000002 109/5/9 6,000,000       4        24,000,000    

A3 QA/QC 智慧AIO檢測設備 CM00000003 109/7/30 12,000,000      2        24,000,000    

A4 BCS 機聯網 CM00000004 109/7/31 8,000,000       1 8,000,000      

A 項合計 80,000,000   

項目 項目名稱 發票號碼 購置日期 (發票) 單價 數量 總價

B1 SK-10 感測器與放大器模組 AK00000001 109/5/8 200,000          20      4,000,000      

B2 DL-EN 感測器通用通訊模組 AK00000001 109/5/9 5,000             20      100,000         

B3 SJ-B12 靜電消除器 AK00000001 109/5/10 200,000          20      4,000,000      

B4 SJ-CU  SJ系列專用纜線 AK00000004 109/6/11 10,000            20      200,000        

B5 SJ-CL  SJ系列專用纜架 AK00000004 109/6/12 10,000            20      200,000        

B6 IPC 與 AI運算卡 AK00000005 109/7/30 200,000          2        400,000        

B7 AI與大數據運算運算儲存器 AK00000006 109/7/30 1,100,000        1         1,100,000       

B項合計 10,000,000    

項目 項目名稱 發票號碼 購置日期 (發票) 單價 數量 總價

C1 CK-震動感測器 BL00000001 109/5/8 200,000          20      4,000,000      

C2 CM-聲音感測器 BL00000001 109/5/9 200,000          20      4,000,000      

C3 IPC 與 AI運算卡 BL00000005 109/7/30 500,000          2        1,000,000      

C4 AI與大數據運算運算儲存器 BL00000006 109/7/30 1,000,000       1         1,000,000      

C項合計 10,000,000    

總計 100,000,000 

16



註: 本簡報說明僅供參考，請依主管機關相關辦法、規範、公告文件為主。 資料來源均為政府公開資料, 以及本公司研究部門整理

LCG
Leading Consulting    支出清單-項目填寫重點

基本資料 投資計畫 支出清單 計劃預覽

資料來源: 工業局網站擬於 109年1 月1日開放, 本資料參考工業局公開研討會摘要改寫

欄位 範例 填寫備註

申請類型 智慧機械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單選

購置型態 國內購置國務進口融資租賃 單選

項目 自動化機械手 與發票項目名稱最好一致

製造廠商名稱 ABC 製造廠

發票日期/進口報單 2019/10/01 發票或進口報單日期, 申報依據
單一項目多張, 當年度最後一張發票日期

發票明細 廠牌/型號/單價/數量/金額 多個項目(設備)一張發票, 可在此新增

支出證明文件上傳 國內(1)統一發票(2) 交貨證明/合約
進口(1)付款證明(2)進口報單/到港/合約
租賃(1)統一發票(2)租約

一次上傳一張發票
單一項目多張(分期), 可以上傳多張發票

設備或系統型錄 PDF of JPG 2MB 限制

取消 下一步新增

一個設備x一張發票

一個設備x多張發票 分期/自己組裝

多個設備x一張發票



註: 本簡報說明僅供參考，請依主管機關相關辦法、規範、公告文件為主。 資料來源均為政府公開資料, 以及本公司研究部門整理

LCG
Leading Consulting    計劃預覽與送出

基本資料 投資計畫 支出清單 計劃預覽

資料來源: 工業局網站擬於 109年1 月1日開放, 本資料參考工業局公開研討會摘要改寫

確定送審



Q .10-1條智慧機械條例是否可以與23-3條共用? 

可以共用, 最高享受 10% 的抵減

二項產創優惠在，108年度如果有投資智慧機械及5G設備，就有機會同時

適用產創條例10-1條、23-3條規定，整筆投資最高可獲得10%租稅效益

第 10-1條

設備取得價款

第 23-3條

另外包含進口稅捐、
安裝費 以及其他相
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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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 QA



21官網 QA https://www.idbtax.org.tw/Content.aspx?MenuID=2078

Q、工業局常見QA  (1/2)
Q 常見問題 補充A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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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公司已申請適用境外資金匯回課稅條例….. 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複享有本辦法所定之租稅優惠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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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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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國稅局申報、補申報

依本辦法第11條及第13條規定，申請人須於辦理營所稅結
算申報期間截止前，完成線上申辦投資抵減及營所稅申報，
缺一不可，倘若僅完成線上申辦投資抵減，卻未申報租稅減
免，則視為未申報

33. 安裝地點異動或變動
依據14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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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補繳

https://www.idbtax.org.tw/Content.aspx?MenuID=2078


22官網 QA https://www.idbtax.org.tw/Content.aspx?MenuID=2078

Q、工業局常見QA 
Q 常見問題 補充A

1、如何認定投資項目是否屬於智慧機械?- 選單、文字性敘述 (填表摘要)、計劃書(如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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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申請?

Parts 拼圖- 爆炸圖

7.雲端服務租用是否可適用智慧機械投資抵減?
20.融資租賃合約3年，發票分別開立

租用雲端服務非屬融資租賃範疇，不能申報
依據當年發票或付款憑證所屬年度

8.非直接與生產設備相關之廠區環境偵測裝置….
9…..顧問服務或購入軟體…..

主管機關判斷→技術話匡列系統之關聯性 (ESG, BIM、
無塵室)

13、14、17 、18 跨年度、發票開立問題
統一發票所屬年度(國內購置)、相關付款證明文件如
匯款水單(國外購置)之年度認定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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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法.條規定，包含設備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
括為取得該項目之其他費用

23. 審查方式? 例 5個投資項目。
本辦法第9條規定，申請人須提出具效益之投資計畫-
計劃書

25.核定時間
所得稅結算申報截止日後7個月內，上網orEmail，最
後核定依據國稅局

https://www.idbtax.org.tw/Content.aspx?MenuID=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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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熟悉法令與條文適用科目, 積極爭取公司應有之權益

二.省一塊才是賺一塊，彰顯財務部門「賺錢」績效

三.事前-妥善擬訂送件策略- 如SME策略, 主管機關, 犧牲打策略

四.事後-熟捻與稅務稽核單位的互動與了解他們的看法與作法

五.其他-紓困款項的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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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產業顧問研發投抵與智機輔導經驗

一.固定客戶 70家上市興櫃與IPO公司，110年約212案

二. 領域分佈

半導體、IC

48%

IOT、資通訊

19%

智慧機械、自

動化

21%

商業服務

12%

專案數

半導體、IC IOT、資通訊 智慧機械、自動化 商業服務



25

附件: 最新產業政策



三大研發政策資源- 基於產創條例&前瞻3.0

研發補助
100億(F)/每年

常態預算

Source 根據政府公開資料與新聞稿預估2021年預算, 以及新聞整理, 僅供參考 2021.2.22

研發投抵
465億(F)/每年

§ 10 165億-研發投抵 -費用

§ 10-1 160億-智慧機械 5G

§ 23-3 140億-智慧機械 5G

前瞻3.0
產業數位轉型

110~111年

106億+25億+54億

(特別預算舉債)

1. 領航企業研發深耕計畫 23 億元

2. Å 世代半導體先端技術與產業鏈自主發展計畫 18 億 4,500 萬元

3. 智慧顯示前瞻系統開發驗證計畫 15 億 8,000萬元

4. 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計畫15 億元

5. 建構工具機產線智慧系統升級計畫 9億 6,000 萬元

6. Å 世代半導體-前瞻半導體及量子技術研發計畫 9 億 2,500 萬元

7. AI 晶片異質整合模組前瞻製造平台計畫 7 億 5,000 萬元

8.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4 億 6,000 萬

9. 突破半導體物理極限與鏈結 AI 世代計畫 3億 3,600 萬元等



顧問諮詢聯繫

中區顧問 林經理 Vicky

q121926@gmail.com

行動 0963-237-736

南區顧問 莊副總 Fuji  

fujicfc@morlink.com.tw

0983-622-597

台北 余經理Vivian, 陳經理 Riyo

vivianlcg1101@gmail.com

02-2707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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