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Taiwan Tax Updates

March 2015

Meal allowance tax limit increased to NTD 2,400 per person per month

On March 10, 2015,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announced Tax Ruling No.
10404525720, which states that effective from January 1, 2015, the tax limit of meal
allowance per person per month, including overtime meal allowance, has been increased
from NTD 1,800 to NTD 2,400. This applies to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s, excluding
those in shipping business and fishing business, and profession practitioners, regardless
whether actual meals are provided, or fixed monetary subsidies are given per month. Meal
allowance within the said tax limit is tax exempt,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treated as salary
income of the employees. Any amount given to employees in excess of the given tax limit
shall be treated as taxable salaries of the employees. Otherwise, in cases where actual
meals are provided, the amount in excess will be tax disallowed if not already reported as
taxable salaries.

Amendments to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Assessment of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on Non-Arm's-Length Transfer
Pricing”

On March 6, 2015, the MOF issued Tax Ruling No. 10400009570 to officially announce
amendments to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Assessment of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on Non-Arm's-Length Transfer Pricing” (“TP Assessment Regulations”). The
actual amendments are identical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Please refer to our
February 2015 Taiwan Tax Updates for details.

Purchase allowance must be reported in the period incurred

We have recently seen many cases where a purchaser reaching a specific purchase quantity
(amount) is entitled to purchase allowance, with the seller issuing the certificate of sales
allowance in the current period (e.g. December 2014) and reporting the same in the current
VAT return. However, due to corresponding certificate of purchase allowance being
provided to the purchaser in the succeeding period (e.g. January 2015), the purchaser
failed to report the purchase allowance in the same period as the sales allowance was
reported. This led to a mismatch, enabling the tax authority to detect that the purch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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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excessive input VAT due to late reporting of purchase allowance, and hence
resulted in penalties of 0.5 times the amount of tax evaded.

We hereby wish to remind business entities that pursuant to Article 15 of the Value-added
and Non-value-added Business Tax Act, output VAT related to sales return and allowance
returned by a purchaser shall be deducted from output VAT from sales in the current VAT
return filing period. Likewise, input VAT related to purchase return and allowance shall
be deducted from input VAT from purchases in the current VAT return filing period to
avoid penalties.

R&D Investment Tax Credit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On February 9, 2015, the Executive Yuan announced the R&D Investment Tax Credit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The effective period for this tax credit is ten years
starting from May 20, 2014 (only applicable to R&D investments occurring after May 20,
2014). The table below summarizes the comparison of R&D Investment Tax Credit under
the Statute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tem Statute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pplicant
eligibility

1. Incorpo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y Act.

2. Has not committed major
vio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bor safety, or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during the recent three
years.

3. Is highly innovative in
nature.

1. Completed company
reg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meets the
criteria set out in Article 2 of
the Qualifica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Qualification of SME
Standards”).

2. Has not committed major
vio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bor safety, or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during the
recent three years.

3. Is innovative to a certain extent

Qualification of SME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 in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mining or quarrying
industries: paid-in capital of
NTD 80 million or less (or
with less than 200 regularly
employed staff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For enterprises in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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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Statute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dustries: sales revenue of
NTD 100 million or less in the
previous year (or with less
than 100 regularly employed
staff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Qualified R&D
expenses

1. Expenses of R&D unit:

(1) Salaries paid to
full-time personnel
exclusively engaged in
R&D activities.

(2) Costs of consumable
tools, raw materials,
components, and
samples exclusively
used by the R&D unit
in R&D activities.

(3) Amortization expense
or payments incurred
in the current year for
usage or purchase of
patents, know-how,
and copyright(s)
exclusively used in
R&D activities.

(4) Expenses incurred for
purchase of
professional or special
database, software
program or system
exclusively used in
R&D activities.

2. Outsourced R&D expense:

(1) Expenses incurred in
research program
entrusted to local
universities, colleges 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or hiring full-time
instructors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or researchers from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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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Statute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loc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2) Expenses incurred in
research programs
entrusted to foreign
universities, colleges 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or hiring full-time
instructors from
foreign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or researchers
from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3) Expenses incurred in
research programs
entrusted to local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service
providers approved by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3. Expenses incurred in joint
research program.

Note: individual approval is
required for the following four
items: 1. (3) know-now, 1. (4), 2.
(2), and 3.

Non-qualified
R&D expenses

9 items listed in Article 5 of the
R&D Investment Tax Credit
Available to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s (e.g.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ment expenses,
relevant expenses incurred for
routine data collection, routine
examination expenses, etc.) are
defined as non-qualified R&D
expenses.

Not 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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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Statute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Review of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individual
approval of
four items

Application for individual
approval should be filed by
submitting relevant documents
to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within 3 months prior
to the starting date of the current
year corporate income tax return
filing period till the end of the
filing period. (For a company
using calendar year end, the
application period is from
February to May)

Same

Tax credit
percentage
and limit

1. Limited to 15% of qualified
R&D expenses for the
current year.

2. Can only be credited against
current year income tax
payable (ITP), capped at
30% of current year ITP.

Note: Draft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o
amend the tax credit percentage
and carry forward period to being
identical with that stipulated for
SMEs, which is pending final
approval from the Legislative
Yuan.

SMEs may 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to apply R&D
tax credit, which is capped at 30%
of the current year ITP. No changes
are allowed once the election has
been made.

1. Limited to 15% of qualified R&D
expenses for the current year,
with credit limited to the same
year.

2. Limited to 10% of qualified R&D
expenses for the current year,
which can be carried forward for
two ensuing years if the 30%
cap mentioned above is
exc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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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日期文號： 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台財稅字第10404525720號令

摘 要： 調高員工每人每月伙食費免計入薪資所得之上限金額

主 旨： 自104年1月1日起，非屬航運業或漁撈業之營利事業及執行業務者

實際供給膳食或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每人每月伙食費，

包括加班誤餐費，在新臺幣2,400元內，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

其超過部分，如屬按月定額發給員工伙食代金者，應轉列員工之

薪資所得；如屬實際供給膳食者，除已自行轉列員工薪資所得者

外，不予認定。

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修正條文

第四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關係企業：指營利事業相互間有前條從屬或控制關係者。

二、關係人：指前款關係企業或有下列情形之人：

（一）營利事業與受其捐贈之金額達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二）營利事業與其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副總經

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三）營利事業與其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配偶。

（四）營利事業與其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

屬。

（五）營利事業與其他足資證明對該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

營或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之人。

三、非關係人：指前款以外之人。

四、受控交易：指關係人相互間所從事之交易，且屬第二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之範

圍者。

五、未受控交易：指非關係人相互間所從事之交易。

六、交易結果：指交易價格或利潤。

七、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合交易常規：指交易人相互間，於其商業或財務上所訂定之條

件，異於雙方為非關係人所為，致原應歸屬於其中一交易人之所得，因該等條件

而未歸屬於該交易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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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形資產：指商品、原料、物料、在製品、製成品、副產品、短期投資、有價證

券、應收帳款、應收票據、應收債權及其他應收款、固定資產、遞耗資產、長期

投資及其他有形資產。

九、無形資產：指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事業名稱、品牌名稱、設計或

模型、計畫、秘密方法、營業秘密，或有關工業、商業或科學經驗之資訊或專門

知識、各種特許權利、行銷網路、客戶資料及其他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十、移轉訂價：指營利事業從事受控交易所訂定之價格或利潤。

十一、常規交易方法：指評估受控交易之結果是否符合營業常規或交易常規之方法，

或決定受控交易常規交易結果之方法。

十二、企業重組：指跨國企業或多國籍企業集團進行涉及關係企業間功能、資產、風

險之重新配置及契約條款或安排之終止或重新議定、移轉之組織架構調整活動。

其重組交易類型包括：

（一）全功能配銷商與有限風險配銷商或代理商間功能之轉換。

（二）全功能製造商與代工（進料或合約）製造商或來料加工製造商間功能之轉換。

（三）將無形資產權利移轉至集團內特定企業集中管理或分散至集團內其他企業。

（四）組織精簡或結束營運。

（五）經財政部公告之其他安排。

金融控股公司法或企業併購法規定之公司或其子公司與非關係人相互間，有關收入、

成本、費用及損益之攤計，不符合交易常規者，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視為關係人，

其相互間所從事之交易，視為受控交易。

第七條

營利事業與稽徵機關依前條規定評估受控交易之結果是否符合常規，或決定受控交易

之常規交易結果時，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可比較原則：以非關係人於可比較情況下從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結果為常規交

易結果，以評定受控交易之結果是否符合常規。

二、採用最適常規交易方法：按交易類型，依本準則規定，採用最適之常規交易方法，

以決定其常規交易結果。

三、按個別交易評價：除適用之常規交易方法另有規定外，以個別交易為基礎，各自

適用常規交易方法。但個別交易間有關聯性或連續性者，應合併相關交易適用常規交

易方法，以決定其常規交易結果。

四、使用交易當年度資料：

（一）決定常規交易結果時，以營利事業從事受控交易當年度之資料及同一年度非關

係人從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資料為基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涵蓋當年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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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之連續多年度交易資料為基礎：

1. 營利事業所屬產業受商業循環影響。

2. 交易之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服務受生命週期影響。

3. 營利事業採用市場占有率策略。

4. 採用以利潤為基礎之方法決定常規交易結果。

5. 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情形。

（二）前目交易當年度之資料，如屬第二十條規定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財務報表資料，

且為營利事業於辦理交易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未能取得之資料者，營利

事業得以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連續前三年度平均數代替之；營利事業有前目但書規定

情形之一者，得以不涵蓋當年度資料之連續多年度可比較未受控交易資料為基礎。

（三）營利事業依前目規定辦理者，稽徵機關於進行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之調查及核定

時，應與營利事業採用相同之原則決定所使用之資料。

五、採用常規交易範圍：

（一）所稱常規交易範圍，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適用相同之常規

交易方法所產生常規交易結果之範圍。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資料如未臻完整，致無法

確認其與受控交易間之差異，或無法進行調整以消除該等差異對交易結果所產生之影

響者，以可比較未受控交易結果之第二十五百分位數至第七十五百分位數之區間為常

規交易範圍。

（二）依前款第一目但書規定使用多年度資料者，以可比較未受控交易結果之多年度

平均數，依前目規定產生常規交易範圍。

（三）受控交易以前款交易資料為基礎之交易結果在常規交易範圍之內者，視為符合

常規，無需進行調整；其在常規交易範圍之外者，按第一目所有可比較未受控交易結

果之中位數或第二目所有多年度平均數之中位數調整受控交易之當年度交易結果。

（四）營利事業與非關係人間之內部可比較未受控交易，如與受控交易具有相當高之

可比較程度，且可據以決定受控交易之單一最可信賴常規交易結果時，得以該結果決

定受控交易之常規交易結果，不適用前三目之規定。

（五）依前二目調整之結果，將使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納稅義務較未調整前為低者，

不予調整。

六、分析虧損發生原因：營利事業申報虧損，而其集團全球總利潤為正數者，應分析

其虧損發生之原因及其與關係企業相互間之交易結果是否符合常規。

七、收支分別評價：受控交易之交易人一方對他方應收取之價款，與他方對一方應收

取之價款，應按交易任一方分別列計收入與支出之交易價格評價。

八、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常規交易原則。

第九條之一

營利事業從事企業重組之利潤分配應符合常規，評估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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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險之特殊考量：

（一）企業重組契約中關係企業間風險之重新分配與交易之經濟實質是否相同。

（二）辨認重組前後功能、資產及風險分配狀況與歸屬之利潤是否符合常規。

（三）確認風險承擔者是否具控制風險能力及承擔風險之財務能力。

二、企業重組之常規補償：

（一）企業重組之商業理由及預期利益。

（二）企業重組各參與人於重組前後之權利義務。

（三）企業重組產生潛在利潤之移轉與風險之重新分配是否相當。

（四）企業重組涉及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活動之移轉，是否有適當之報酬。

（五）企業重組之參與人因契約終止或重新協商所造成之損害，是否有適當之補償。

三、企業重組後受控交易之合理補償或報酬：

（一）就企業重組後受控交易進行可比較程度分析，以決定重組後受控交易移轉訂價

方法。

（二）比較企業重組之補償與企業重組前後之營運報酬間之關係。

稽徵機關依據納稅義務人提示之企業重組相關文件資料，正確辨識實際從事之受控交

易，發現受控交易經濟實質不同於形式時，應就其實質交易進行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之

調整。

第十八條

本準則所定可比較利潤法，係以可比較未受控交易於特定年限內之平均利潤率指標為

基礎，計算可比較營業利潤，並據以決定受控交易之常規交易結果。

採用可比較利潤法時，依下列步驟辦理：

一、選定受測個體及受測活動；其選定，依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選定與受測個體及受測活動相似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其選定，依第七條第一款

及第八條規定辦理。

三、選定利潤率指標；其選定，依第四項至第六項規定辦理。

四、決定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平均利潤率。所稱平均利潤率，指第四項任一款規定之

分子於特定年限內全部金額之總和，除以同款規定之分母於特定年限內全部金額之總

和。所稱特定年限，依第六項第四款規定辦理。

五、以前款平均利潤率指標，依受測個體之受測活動於特定年限內之營業資產、銷貨

淨額、營業費用或其他基礎之年平均數，計算可比較營業利潤，並依第七條第五款第

一目及第二目規定產生常規交易範圍。

六、受測個體從事受測活動於特定年限內之平均營業利潤在前款常規交易範圍之內

者，視為符合常規；在該範圍之外者，按交易當年度所有可比較營業利潤之中位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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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受測個體當年度之營業利潤。其有第六項第四款未能取得交易當年資料之情形者，

按前款所有可比較營業利潤之中位數調整之。

七、以受測個體之常規營業利潤為基礎，決定受測個體以外依本法規定應繳納中華民

國所得稅之同一受控交易其他參與人之常規交易結果。

受測個體，以受控交易之參與人中，能取得可信賴之可比較未受控交易資料，且於驗

證應歸屬於該參與人之營業利潤時所需作之差異調整最少，其調整結果最可信賴者決

定之；即應以參與人中複雜度最低，且未擁有高價值無形資產或特有資產，或雖擁有

該資產但與可比較未受控交易所擁有之無形資產或特有資產類似之參與人，為最適之

受測個體。受測活動，指受測個體參與受控交易可細分至最小且可資辨認之營業活動。

可比較利潤法所使用之利潤率指標，包括：

一、營業資產報酬率：以營業淨利為分子、營業資產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

二、營業淨利率：以營業淨利為分子、銷貨淨額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

三、貝里比率：以營業毛利為分子、營業費用為分母所計算之比率。

四、成本及營業費用淨利率：以營業淨利為分子，銷貨成本或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為

分母所計算之比率。

五、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利潤率指標。

前項所稱營業淨利，指營業毛利減除營業費用後之金額，不包括非屬受測活動之所得

及與受測個體繼續經營無關之非常損益。所稱營業資產，指受測個體於相關營業活動

所使用之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超額現金、短期投資、長期投資、

閒置資產及與該營業活動無關之資產。所稱營業費用，不包括非屬經營本業之利息費

用、所得稅及與受測活動無關之費用。

第四項利潤率指標之選定，應以受測個體之受測活動為基礎，並考量下列因素：

一、受測個體之活動性質。

二、所取得未受控交易資料之可比較程度及其所使用資料與假設之品質。

三、該指標用以衡量受測個體常規營業利潤之可信賴程度。

四、第二款資料所涵蓋之期間需足以反映可比較未受控交易之合理報酬，其至少應包

括交易當年度及前二年度之連續三年度資料。營利事業於辦理交易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未能取得交易當年度可比較未受控交易資料者，得以不包括當年度

之至少連續前三年度資料為基礎。

評估可比較利潤法之適用性時，應考量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因素，尤應特別考量受測

個體及受測活動與非關係人及其所從事相關活動之下列因素：

一、影響二者間可比較程度之因素，包括執行之功能、承擔之風險、使用之營業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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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營業、交易標的資產或服務之市場、營業規模、位於商業循環或產品循環之階

段。

二、成本、費用、所得及資產，於受測活動及其他活動間分攤方式之合理性及適宜性。

三、會計處理之一致性。

受測個體及受測活動，與非關係人及其所從事之相關活動間，如存在前項因素之差異，

應就該等差異對營業利潤之影響進行合理之調整，其無法經由合理之調整以消除該等

差異者，應依本準則規定採用其他適合之常規交易方法。

第十九條

本準則所定利潤分割法，係於受控交易之各參與人所從事之活動高度整合致無法單獨

衡量其交易結果，或受控交易之各參與人均對受控交易作出獨特且有價值之貢獻時，

依各參與人對所有參與人合併營業利潤之貢獻，計算各參與人應分配之營業利潤。合

併營業利潤之分配，依下列步驟辦理：

一、按例行性貢獻分配例行性利潤：

（一）以合併營業利潤為基礎，依各參與人從事相關營業活動之例行性貢獻，分配其

應得之市場公平報酬。

（二）所稱例行性貢獻，指非關係人對於相同或類似營業活動之貢獻，其以可資辨識

市場公平報酬之營業活動為基礎。

（三）計算例行性利潤時，應進行功能分析，依各參與人執行之功能、承擔之風險及

使用之資產，確認其從事相關營業活動應分配之市場公平報酬。市場公平報酬，得參

照前五條規定之方法決定之。

二、按對無形資產之貢獻分配剩餘利潤：合併營業利潤減除依前款規定分配予各參與

人之例行性利潤後，以其餘額按各參與人於相關營業活動中對於無形資產之貢獻價值

，計算其應分配之剩餘利潤。無形資產之貢獻價值，得以外部市場公平報酬，或無形

資產之開發及所有相關改良、更新之資本化成本減除適當攤銷後之餘額為衡量標準。

評估利潤分割法之適用性時，應考量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因素，尤應特別考量下列因

素：

一、決定例行性貢獻市場公平報酬之方法所應考量之因素，包括執行之功能、承擔之

風險及使用之資產。

二、成本、費用、所得及資產，於相關營業活動及其他活動間分攤方式之合理性及適

宜性。

三、會計處理之一致性。

四、決定各參與人對無形資產之貢獻價值所使用資料及假設之可信賴程度。

受控交易參與人及其所從事之營業活動，與非關係人及其所從事相同或類似之營業活

動間，如存在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因素之差異，應就該等差異之影響進行合理之調整，

其無法經由合理之調整以消除該等差異者，應依本準則規定採用其他適合之常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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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第二十一條

營利事業於辦理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時，應依規定格式揭露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關

係企業或第二款關係人之資料，及其與該等關係企業或關係人相互間交易之資料。

第二十二條

從事受控交易之營利事業，於辦理交易年度之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時，應備妥下列

文據：

一、企業綜覽：包括營運歷史及主要商業活動之說明、影響移轉訂價之經濟、法律及

其他因素之分析。

二、組織結構：包括國內、外關係企業結構圖、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名冊及查核年

度前後一年異動資料等。

三、受控交易之彙整資料：包括交易類型、流程、日期、標的、數量、價格、契約條

款及交易標的資產或服務之用途。所稱用途，內容包括供銷售或使用及其效益敘述。

四、移轉訂價報告，至少需包括下列內容：

（一）產業及經濟情況分析。

（二）受控交易各參與人之功能及風險分析。但涉及企業重組者，應包括重組前後年

度之分析。

（三）依第七條規定原則辦理之情形。

（四）依第八條規定選定之可比較對象及相關資料。

（五）依第九條第一款規定進行之可比較程度分析。

（六）涉及企業重組者，依第九條之一規定評估利潤分配符合常規之分析。

（七）選定之最適常規交易方法及選定之理由、列入考量之其他常規交易方法及不予

採用之理由。

（八）受控交易之其他參與人採用之訂價方法及相關資料。

（九）依最適常規交易方法評估是否符合常規或決定常規交易結果之情形，包括所使

用之可比較對象相關資料、為消除第九條第一款規定因素之差異所作之調整、使用之

假設、常規交易範圍、是否符合常規之結論及按常規交易結果調整之情形等。

五、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規定之關係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等資

料。

六、其他與關係人或受控交易有關並影響其訂價之文件。

營利事業與另一營利事業相互間，如因特殊市場或經濟因素所致而有第三條第八款第

三目至第五目規定之情形，但確無實質控制或從屬關係者，得於辦理該年度所得稅結

算申報前提示足資證明之文件送交該管稽徵機關確認；其經確認者，不適用前項備妥

文據之規定。

受控交易之金額在財政部規定標準以下者，得以其他足資證明其訂價結果符合常規交

易結果之文據取代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移轉訂價報告。所稱受控交易之金額，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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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稽徵機關簽署預先訂價協議之交易金額。

稽徵機關依本準則規定進行調查時，營利事業應於稽徵機關書面調查函送達之日起一

個月內提示第一項規定之文據；其因特殊情形，不能於規定期間內提示者，應於期間

屆滿前申請延期，延長之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個月，並以一次為限。稽徵機關經審閱

營利事業所提示之文據，認為有再提供支持該等文據之必要文件及資料者，營利事業

應於一個月內提供。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提供之文據，應附目錄及索引；提供之資料為外文者，應附中文

譯本，但經稽徵機關核准提示英文版本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除第六目規定評估利潤分配符合常規之分析，自一百零三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外，其餘各目自九十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案件適用之。

第二十三條

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人進行交易，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由該營利事業依本章規定，

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預先訂價協議，議定其常規交易結果：

一、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交易，其交易總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二億元以上。

二、前三年度無重大逃漏稅情事。

三、已備妥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至第十款規定之文件。

四、已完成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移轉訂價報告。

五、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條件。

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於前項第一款交易所涵蓋之第一

個會計年度終了前，依規定格式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申請人有數人時，應推派一人

申請之。該管稽徵機關收到申請書後，應於一個月內書面通知申請人是否受理，其經

同意受理者，應於書面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提供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文件

及報告。

前項規定格式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及其代理人之名稱或姓名、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住址。

二、委託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授權書正本。

三、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交易之內容概述。

四、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交易之交易總額或年度交易金額。

五、是否已備妥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文件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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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前年度是否曾經稽徵機關進行不合常規之調查。

七、其他應載明事項。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申請預先訂價協議前，得於第一項第一款交易所涵蓋之第一個

會計年度終了三個月前，以書面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預備會議並提供下列資料，供稽

徵機關審核評估是否同意預先訂價協議之申請：

一、申請適用期間。

二、集團全球組織架構。

三、企業主要經營項目。

四、參與關係人及受控交易類型與功能和風險說明。

五、申請預先訂價協議理由。

六、其他需要說明情況。

稽徵機關應於營利事業申請預備會議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前項預備會議，並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是否同意正式申請，營利事業應於書面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依第二項規

定格式，並檢附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文件及報告，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預先

訂價協議。

申請人未依第二項或第五項規定期間內提供相關文件及報告者，該管稽徵機關得否准

或不予受理其預先訂價協議之申請。

營利事業如申請跨境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應另依所適用之所得稅協定及相關法

令向我國主管機關申請與他方締約國主管機關進行相互協議程序。

第三十三條

稽徵機關進行營利事業移轉訂價調查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營利事業已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提示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本準則規定核定受控交

易之常規交易結果，並據以核定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

二、營利事業未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提示文據或未能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

依前款規定核定之。其無查得之資料且營利事業未提示之文據係關係其所得額計算之

收入、成本或費用者，稽徵機關得依本法第八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規定，

就該部分相關之營業收入淨額、營業成本、營業費用，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營利事業拒不提示之文據為關係其所得額之資料、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稅捐稽徵法

第四十六條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