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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865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陳秀寳、林宜瑾等 19 人，鑒於工業 4.0
是世界先進國家爭相推動的重大革新，智慧機械更是邁向工
業 4.0 必經之路。而相較於世界先進國家，我國工業 4.0 起步
較晚，又攸關智慧製造之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仍處於建置階
段，現行法雖為提高業者投資意願，針對企業投資智慧機械
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享有一定額度之營業稅減抵，然而其
適用期間過短，難以達到加速智慧製造升級之目的，爰此擬
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延長得抵減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期限至民國一百十八年。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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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條之一

條

文

為優化產業結構

現

行

第十條之一

條

文

為優化產業結構

說

明

一、修正第一項：

達成智慧升級轉型並鼓勵多
元創新應用，最近三年內無

達成智慧升級轉型並鼓勵多
元創新應用，最近三年內無

(一)延長企業投資於自行使
用之全新或革新之智慧

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
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

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
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

機械及其人才培育或教
育訓練之得抵減應納營

大情事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大情事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利事業所得稅額之期限
至民國一百一十八年：

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投資於自行

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投資於自行使

1.各國皆大力發展工業
4.0 ， 相 較 於 歐 、 美

使用之全新或革新之智慧機
械及其人才培育或教育訓練

用之全新智慧機械，或自一
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以及鄰近的日本與韓
國，台灣在工業 4.0

，或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

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投
資於導入第五代行動通訊系

的發展上起步較晚，
大型企業正在急起直

一日止投資於導入第五代行
動通訊系統之相關全新硬體

統之相關全新硬體、軟體、
技術或技術服務，其支出金

追，中小型企業則還
在摸索中，政府該如

、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

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十億

何聯合民間力量，協
助企業（尤其是中小

內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十億元以下之範圍，得

元以下之範圍，得選擇以下
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

型企業）發展工業
4.0 製造模式，十分

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一經

業所得稅額，一經擇定不得
變更。其各年度投資抵減金

重要。尤其我國製造
業正面臨市場型態改

擇定不得變更。其各年度投
資抵減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

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

變以及資源有限與高
齡化/少子化等內在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之三十為限：

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五限

問題，加速導入智慧
機械於企業運用攸關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五限
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

我國產業於全球市場
之競爭力，而現行法

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三限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三限
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

關於智慧機械之抵減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
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

額之期限為民國 108
年至 110 年僅三年，

所得稅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
同一年度合併適用前項投資

租稅優惠期間過短，
獎勵成果難以顯現，

同一年度合併適用前項投資
抵減及其他投資抵減時，其

抵減及其他投資抵減時，其
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

無法達到加速智慧製
造升級之目的，參酌

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
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

歷史上工業革命（工
業 1.0~工業 4.0）之

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

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

各 階段 歷程約 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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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
後抵減年度且抵減金額不受

後抵減年度且抵減金額不受
限制者，不在此限。

年以上，爰此將租稅
優惠期程修正為自民

限制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智慧機械，

第一項所稱智慧機械，
指運用巨量資料、人工智慧

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18 年 12 月 31 日。

指運用巨量資料、人工智慧
、物聯網、機器人、精實管

、物聯網、機器人、精實管
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

2.智慧機械政策要能順
利加速推動，除了硬

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
、積層製造或感測器之智慧

、積層製造或感測器之智慧
技術元素，並具有生產資訊

體技術外，人才更是
關鍵，政府自民國

技術元素，並具有生產資訊
可視化、故障預測、精度補

可視化、故障預測、精度補
償、自動參數設定、自動控

106 年成立『智慧機
械推動辦公室』以來

償、自動參數設定、自動控
制、自動排程、應用服務軟

制、自動排程、應用服務軟
體、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

，已偕同教育部辦理
多個產學專班及培訓

體、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
智慧化功能者。

智慧化功能者。
第一項所稱第五代行動

企業在職人員計畫，
成果卓著，爰此增訂

第一項所稱第五代行動
通訊系統，指運用符合第三

通訊系統，指運用符合第三
代合作夥伴計畫第十五版以

「智慧及其人才培育
或教育訓練」等字，

代合作夥伴計畫第十五版以
上規範之中高頻通訊、大量

上規範之中高頻通訊、大量
天線陣列、網路切片、網路

使人才培育和教育訓
練支出亦可納入租稅

天線陣列、網路切片、網路
虛擬化、軟體定義網路、邊

虛擬化、軟體定義網路、邊
緣運算等第五代行動通訊相

優惠減抵範圍。
(二)延長企業投資於導入第

緣運算等第五代行動通訊相
關技術元素、設備（含測試

關技術元素、設備（含測試
所需）或垂直應用系統，以

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之相
關全新硬體、軟體、技

所需）或垂直應用系統，以
提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

提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
務者。

術或技術服務之得抵減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務者。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
請適用第一項投資抵減，應

之期限至民國一百十八
年：

請適用第一項投資抵減，應
提出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

提出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
，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從工業 4.0 角度來看，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且於同一課稅

關專案核准，且於同一課稅
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

簡稱 5G）之應用非常
關鍵，能讓上、中、下

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
前五項智慧機械及其及

前五項智慧機械或第五
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之

游業者更有效率進行垂
直整合，幫助各種智慧

其人才培育或教育訓練或第
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

適用範圍、具一定效益之投
資計畫、申請期限、申請程

製造領域技術突破，甚
至開創新的產業生態鏈

之適用範圍、具一定效益之
投資計畫、申請期限、申請

序、核定機關、抵減率、當
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之計算

程序、核定機關、抵減率、
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之計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

。尤其是 5G 專網專頻
能為工業 4.0 產業提供
專網獨立運作，保障物
聯網運用的可靠性，以

算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之。

及保護組織資料的功能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

定之。

員會規劃，最快在今（
110）年到明年之間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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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供 5G 專 網 （ 4.8 ～
4.9GHz）使用專用的頻
段執照，若是供公共服
務網路用途設置，執照
期限最長 10 年，供企
業自用網路用途，最長
為 5 年、期限屆滿可再
申請換照。爰此，將投
資於導入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之相關全新硬體
、軟體、技術或技術服
務之租稅優惠期程，由
「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修正為
「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二、修正第六項：配合修正條
文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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