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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之優惠申請 
依據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

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等業務

，其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者，得向財政部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計

算所得額之優惠。 

課徵依據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

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

務或出租機器設備等業務，其成本費用分攤計算

困難者，不論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是否設有分支機

構或代理人，可依所得稅法（下稱本法）第25條

第1項規定，向財政部國稅局申請國際運輸業按其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之10%，其餘業務按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之15%為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並依本法第98-1條規定

繳納稅款。但不適用本法第39條關於虧損扣除之

規定。 

核定利潤率 

業務類型 利潤率 

營國際運輸 

（如海運、空運事業等） 
10% 

承包營建工程 

（如建築、安裝工程等） 
15% 

提供技術服務 

（如設計、檢測、顧問、人員訓

練等，但不含權利金收入） 

15% 

出租機器設備 15% 

舉例說明： 

外國營利事業A公司與我國甲公司簽訂軟體授權及

安裝合約金額新台幣（下同）2,000萬元，內包含

A公司針對軟體授權部分收取權利金1,500萬元，

並派員來臺協助安裝、檢測及訓練等技術服務部

分收取500萬元。其中技術服務費500萬元部分屬

技術服務報酬適用本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依前揭

規定15%計算所得額，並按20%扣繳率，扣繳稅

款15萬元【計算式：500萬Ｘ15%Ｘ20%】；另

權利金1,500萬元部分，非屬技術服務不適用本法

第25條第1項規定，即甲公司應於給付權利金

1,500萬元時，逕依20%扣繳率，扣繳稅款300萬

元【計算式：1,500萬Ｘ20%】，並於代扣稅款之

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及辦理扣繳

憑單申報。 

申請應附文件 
1、申請書（一份合約以一份申請書為原則）。 

2、已簽署生效之合約書影本（合約書如為外文，

應檢附中文譯本）。 

3、委託代理人辦理者，應檢附授權書正本（授權

書免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無法檢附正本者，

應敘明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授權書： 

(一)由申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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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理人之營業代理合約或船務代理合約中

已約定相關代理範圍，並檢附該代理合約

影本。 

納稅方式 
申請人營業態樣 納稅方式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常

設機構者 

由該常設機構開立統一

發票並依本法第71條

規定繳納結算應納稅款

並辦理結算申報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常設

機構者 

由給付人於給付時依本

法第88條進行扣繳，

再將稅額繳交給國稅局 

申請時程 
若已簽署生效合約書並開始執行合約工作，即可

開始著手申請，送件申請的審查時間⼤約4~6週

。 

另外，須注意若申請日與取得收入之日相距已逾

五年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請求

權時效已消滅，將不被受理。 

視同專業技術服務項目 
依據國稅局頒布的審查原則，下列項目亦屬於專

業技術服務，可以提出本法第25條第1項之申請。 

- 教育訓練 

- 市場調查服務 

- 節目訊號發射、訊號上鏈及下載服務，屬技術

服務 

- 非屬一般行政事務的法律支援 

- 外國承銷商或存託機構自我國境內發行公司或

其股東取得之承銷費或手續費收入 

- 資料處理、區域網路使用，如針對使用者之需

求提供服務，且按使用者使用之數量計價，或

以成本分攤或合理之加成為訂價原則者 

注意3大錯誤情形 
1、申請人資格不符合： 

(一)屬於執行業務者或其事務所（例如律師、會計

師、建築師、醫師等）。 

(二)屬⼤陸地區法人、事業、機構或團體。 

2、交易性質不適用： 

(一)屬各種權利（例如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

）、秘密方法、專門知識、客戶資料等無形資

產供他人使用。 

(二)屬集團管理服務之一般行政事務管理。 

(三)屬人力派遣性質。 

3、合約變更後未重新申請核准： 

(一)合約內容變更後之業務範圍⼤於原核准內容。 

(二)合約或核准適用期限屆滿後展期。 

結論 
為使本法第25條第1項之申請案能夠順利被核准，

建議在合約撰擬階段就委任專業會計師先行核閱

為宜，若有相關稅務規畫或任何問題，請與本所

會計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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