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租稅獎勵與產業發展 

附錄 

附錄1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歷次修正重點 

時間 條例內容或修正要點 
1990年 12月 28日
公布，條文共 44
條，實施期間自
1991年 1月 1日至
1998年 6月 30日
止 

1.加速折舊。 
公司之固定資產，專供研究與發展、節能或替代能源等設備
得依二年加速折舊；基於調整產業結構等需要，特定產業之
機器設備的縮短二分之一計算折舊。 
2.功能性設備、研究與發展投資抵減。 
自動化生產、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研究與發展、人才培
訓、建立國際品牌形象等支出得按 5-20%限度內抵減營所
稅。 

3.資源貧瘠地區投資抵減。 
為促進產業區域均衡發展，得按投資總額 20%限度內抵減營
所稅。 

4.重要科技、重要投資及創業投資事業投資抵減。 
為鼓勵重要科技事業重要投資事業及創業投資事業之創立
或擴充，提供投資事業之股東，就投資額 20%限度內抵減所
得之優惠。 

5.國外投資損失準備。 
得按國外投資總額 20%內提撥國外投資損失準備 

6.鼓勵僑外來台投資。 
依僑外投資條例申請投資核准，所得或盈餘按 20%所得稅扣
繳。 
外商技術人員等臨時派駐未滿 183天，不視為來源所得。

7.促進合理經營，鼓勵合併。 
公司經經濟部專案核准合併，因合併發生之印花稅、契稅
免徵。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 
8.鼓勵進駐工業區。 
公司因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因防治污染等需要遷廠至編
定之工業區，其原有工廠用地出售或移轉時，應繳之土地
增值稅按最低級距稅率徵收。 
9.鼓勵盈餘保留、加速資本形成。 
一般公司為已收資本額限度內，指定之重要產業得在二倍
限度內保留盈餘。超過時則按 10%課徵營所稅。 
未分配盈餘增資供擴展使用或轉投資於重要事業者，配予
股東之股票緩課。 

10.鼓勵員工分紅入股。 
員工紅利轉增資取得之股票得緩課。 

11.鼓勵創投事業發展。 
創投事業未分配盈餘轉增資，股票得緩課。 

12.資產重估增值免稅。 
13.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於創投事業者，投資收益 80%免稅。 
14.為鼓勵國人創作發明，個人以自己創作或發明出售之權利

金或所得，免計入綜合所得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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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1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內容及歷次修正重點（續） 

時間 條例內容或修正要點 
1995年 1月 27日 1.明確規範產業包括農業、工業、及服務業。 

2.明定適用本條例之對象為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 
3.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投資抵減之五年申請期限刪除，並增
加資源回收、節約能源、及工業用水再利用投資抵減。 
4.增加重要投資、重要科技事業之股東得選擇享股東投資抵
減之優惠。 
5.延長實施之期限由 1998 年 6月 30 日修正至 1999年 12 月
31日止。 

1998年 1月 7日 修正第 26條，與租稅獎勵無關。 
1998年 1月 21日 1.配合兩稅合一制度之實施，修正第 15條有關保留盈餘之規

定，87年以後之保留盈餘應照所得稅法規定。 
2.配合所得稅法第 42條之修正，轉投資收益已不計入所得額
課稅，故刪除第 20 條有關公司轉投創投事業 80%投資收益
之規定。 

1999 年 12 月 31
日 
實施期間自 2000
年 1月 1日至 2009
年 12月 31日止 

1.延長實施期限十年。 
2.配合全國能源會議結論，增訂從事二氧化碳排放減量或提高
能源使用效率之投資抵減獎勵。 
3.提高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投資抵減上限至 25%，並增列超
過前 2年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平均數者，超過部分得
按 50%抵減。 
4.五年免稅或股東投抵限於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 
5.公司以未分配盈餘再投資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者亦可適用
五年免稅。 
6.增訂五年免稅獎勵之轉讓規定。 
7.配合精省政府，修正地方工業主管機關。 
8.刪除建立國際品牌形象支出之投資抵減。 
9.刪除鼓勵盈餘保留、加速資本形成之條文（第 15.16條）。
配合兩稅合一制度之實施，回歸所得稅法規定。 
10.配合兩稅合一制度之實施，刪除員工紅利轉增資取得之股
票得緩課之優惠，回歸所得稅規定。 

2002年 1月 30日 1.因合併而發生之證券交易稅及營業稅免徵。 
2.員工以紅利轉增資，取得之新發行股票採面額課所得稅。
3.增訂取消公司債千分之一證券交易稅之條文。 
4.在臺設立物流配銷中心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5.增訂營運總部專章，鼓勵企業在臺設立營運總部，提供其獲
取關係企業之管理服務或研究開發等之所得免稅之獎勵。 
6.投資抵減增加網際網路及電視功能等項目。 
7.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金額投資抵減率由 25%限度
內提高至 35%限度內。 

2003年 2月 6日 1.2002至 2003年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新創立或增資投資五
年免稅。 
2.科學工業進口機械設備比照科學園區免稅關稅。 
3.五年免稅、投資抵減年序可自行調整。 

資料來源: 全國法規資料庫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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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租稅獎勵與產業發展 

附錄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張文翰

（1968） 

利用1961至1967

會計年度總體資

料。 

1.GNP 與租稅減免額間之相關係數為 0.7，關係密切。 

2.建議分業檢討獎勵效益，權衡稅收損失，酌予縮小減免範

圍。 

程杭生

（1970） 

調查 1967年 474

家受獎廠商。 

1.所調查 474 家受獎廠商數及其營業額分別佔全體民營事

業(農漁業除外)的 0.2%及 16%，但其固定資本形成及所

繳營利事業所得稅則分別佔全體的 27%與 31%。 

2.享受「五年免稅」的廠商，其投資率(=機器設備投資佔營

業額的比例)、稅捐成長率、雇用員工數均較一般廠商為高。

3.進口機器設備免徵及分其繳關稅之優待辦法，對進口機械

投資裨益頗大。 

4.建議稅捐單位對於獎勵投資的施行實況，應做經常性的記

錄與分析。 

江振南

（1971） 

1961~1969 年總

體經濟資料 

1.測得民營企業固定資本形成之稅式支出彈性係數為

1.12；當稅式支出增加 1%時，民營企業固定資本形成會

增加 1.12%。 

2.主管機關應積極收集及累積有關受獎資料，加強人力資本

的鼓勵。 

徐育珠、

侯繼明

（1973） 

調查 1969年 936

家、1968 年 753

家、1967 年 457

家受獎廠商；以

及1969年 776家

未受獎廠商。 

1.對受獎廠商言，以五年免稅最為重要。 

2.獎勵的結果，使得廠商營利事業所得稅負減輕 56%，盈餘

增加 14%。 

3.將企業的獲利能力、勞動生產力、再投資率分別對受獎程

度計算簡單相關係數，發現其間並無明顯關係存在。 

4.受獎廠商的資本密集度、利潤率、勞動生產力均較未受獎

廠商為高。 

5.獎勵的目的在於鼓勵創業，而不是錦上添花。為配合經濟

政策與產業結構之轉變，不同性質的產業，應予以不同

程度的獎勵。 

劉泰英等

人（1982） 

利用新古典最適

資本累積模型，

計算1970至1980

年總體及產業別

資料。 

1.前三期產值與租賃成本比的變動量，即△(PQ/C)，對投資

具顯著正影響。 

2.經模擬發現進口機械全面關稅減讓的效果最大，其次為投

資抵減，再次為利息降低 0.5%，營利事業所得稅減免又

次之，最後為加速折舊。 

3.建議政府建立完整的產業資料。 

江莉莉

（1982） 

應用普通最小平

方法估計民間部

門與產業的投資

迴歸函數，評估

租稅減免的促進

投資效果。 

1.營利事業所得稅減免取消將使 1971～80年民間部門實質

固定投資毛額減少 4.56%，關鍵性製造業減少 3.71%，非

關鍵性製造業減少 4.28%。 

2.採行加速折舊將使同期民間部門實質固定投資毛額總數

增加 3.42%，關鍵性製造業增加 2.79%，非關鍵性製造業

增加 3.27%。 

3.進口機械設備一律免稅將使民間部門投資增加 17.13%，

製造業增加 14.34%。 

4.全面採行投資抵減將使民間部門投資增加 12.11%，製造

業增加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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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續 1）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林華德、

謝長宏

(1984) 

1971~1981年各

項總體經濟資料

為分析基礎，利

用系統動態模型

(以 1981年值，

設定各有關參數

值)，進行未來 15

年的模擬分析，

並評估各項租稅

政策的效果。 

1.民營企業保留盈餘的多寡，對未來整體經濟發展無大影

響，對稅收影響也不是很重要。 

2.減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10%，對國民所得、資本存量、綜合

所得稅收均亳無貢獻。 

3.減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10%或 20%，並取消保留盈餘，均對

國民所得與資本形成無顯著影響，唯一改變是稅收。 

4.兩稅合併對國民所得、資本存量，以及資本所得均無顯

著影響，但對稅收產生重大變化；綜合所得稅的有效稅

率若為現制下的 1.75 倍時，方足以維持稅收於不變。 

5.獎勵投資條例期滿後，不宜再予延長。 

6.政府應建立公平合理的稅制與稅政，並防止逃漏稅。 

孫克難

（1984） 

1.1951~1981年

總體資料進行

迴歸分析。 

2.1976~1977 年

受獎廠商申報

資料，計 304

個有效樣本。 

3.比較投資抵減

實 施 前 (1980

年與 1981 年)

與 實 施 後

(1982年、1983

年）民營製造

業機器設備投

資資料。 

1.由時間數列資料迴歸分析發現，影響民營製造業固定資

本形成的主要因素，依次為實質產值、利息負擔與租稅

減免程度。由於獎勵投資租稅減免的存在，使得固定資

本形成水準具向上移動的效果；然而此制度長久存在，

激勵投資的作用失效。 

2.由 1976~1977 年受獎廠商資料迴歸分析發現，租稅減免

程度對固定資本形成不具影響力。 

3.機器設備投資抵減措施，產生改變企業投資計劃時程的

效果；短期性的激勵措施，有其效果存在。 

4.獎勵投資條例一旦面臨取消，是否會降低投資水準，必

須加以關注。 

5.全面進行稅制改革，減輕租稅扭曲程度，消除重覆課稅

現象，提供公平合理的租稅環境。 

6.獎勵應按功能別分別立法，彈性訂受獎期間。 

張慶輝

（1985） 

應用1965至1982

年企業資料，模擬

實施投資抵減對

投資的影響。 

1.永久性的投資抵減降低營利事業所得稅負，其效果並非

十分顯著，對資源配置的作用甚微。 

2.臨時性投資抵減能顯著增加企業實際投資。 

侯繼明、

孫克難

（1987） 

利用1983至1985

年資料檢定技術

資本累積對技術

進步率的影響。

另針對 500 家製

造業廠商進行問

卷調查（回收 70

家）。 

1.民營製造業的 R&D 投入對技術進步有顯著的貢獻，但是

策略性工業與非策略性工業間，並無顯著差異。 

2.影響民營企業從事 R&D 支出最重要的因素為以往公司利

潤的增進，其次為預期該產業的發展潛力、再次為營業

額的成長與市場佔有率；不過政府提供租稅優惠仍有助

於研究發展，低於企業內部人才培訓，但高於其他融資

等措施。 

3.研究與發展定義應明確界定，減少徵納雙方爭議。基於

外部性的考慮，國內 R&D 活動水準相對落後，以及各國

政府對 R&D 獎勵的重視，R&D 獎勵可保留，並併入適當法

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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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租稅獎勵與產業發展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續 2）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侯繼明

等人

(1987a) 

採修正新古典學派

投資需求理論，建

立民營投資需求模

型，模擬租稅變數

變動對投資的影

響。 

1.全部免稅將使投資平均增加 10%，決策當局應降低稅率或

避免高累進稅率，以利投資。若取消五年（或四年）免

稅，僅將稅率作小幅的降低，會使原享受各種租稅優惠

的投資減少，但幅度僅 0.93%。1982、183、85年間若不

實施投資抵減，將造成平均每年民營投資減少 4.3 億元，

減少幅度僅 0.17%，效果不大。取消所有租稅優惠會減少

民營投資年平均 77 億元，約每年減少 4.27%，貢獻不大。

2.產出變動增加 10%，投資增加 10%，政府應開拓市場需求。

3.各產業接受租稅優惠的廠商比率日益增加，但總體投資成

長率在 1981年以後並無顯著增加。 

4.五(四)年免稅適用範圍廣，稅收損失，但適用的認定困

難，致使申請手續繁雜，餅使行政部門工作繁重，故宜取

消改全面降低稅率。 

5.投資獎勵對促進投資效果甚微，若要長期且廣泛使用此辦

法，不如全面降低稅率。 

侯繼明

等人

(1987b) 

利用徐育珠、侯繼

明 (1973)1976 至

1980 年連續受獎

廠商 173 家調查資

料及 1976 至 1986

年 37 家廠商調查

其申報資料(回收

15 家)。另調查廠

商(19 家回卷)對

自由化看法。 

1.長期享受免稅的廠商，稅收的減少只是增加稅後超額利

潤，並不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即使完全取消免稅優

惠，1981年至 1986年平均亦僅增加 4.7%的稅負，在 1986

年亦僅增加 4.7%稅負。從勞動生產力或勞動集約度看，

租稅優惠只是錦上添花。 

2.絕大多數廠商期盼經濟自由化、租稅公平合理，但亦有

半數廠商仍須免稅優惠，存在矛盾現象。 

3.對投資的免稅獎勵，重要性已大幅降低。 

4.政府應放棄做為指導產業發展的領航者，政府角色在於提

供充分的資訊，改善投資環境，培訓人才及公平執法。

侯繼明

等人

(1987c) 

調查個別廠商投資

污染防治設備情形

（500 份問卷，77

份回卷），並評估

優惠措施的影響程

度。 

1.影響廠商投資污染防治設備最主要原因為改善工作環

境，其次為避免受罰或抗議，純粹為受獎勵降低成本而購

置者較少。取消獎勵對廠商投資意願影響不大。 

2.我國獎勵污染防治措施非常優渥，但實際鼓勵的效果並不

顯著。不顯著主要是因為污染防治設備不是生利資產，而

我國目前環保單位的管制與行政懲罰措施不夠嚴厲所致。

3.污染防治措施，應能發揮激勵效果，仍可延長；但必須加

強環保監督與行政懲罰手段，依產業別訂定改善污染時間

表。並提供污染防治技術及金融性協助。 

侯繼明

等人

(1987d) 

調查個別廠商投資

節約能源設備情形

500 份問卷，77 份

回卷），並評估優

惠措施的影響程

度。 

1.影響廠商投資節約能源設備最主要原因為改善工作環

境，其次為避免受罰或抗議，純粹為受獎勵降低成本而

購置者較少。取消獎勵對廠商投資意願影響不大。 

2.我國獎勵節約能源措施非常優渥，但實際鼓勵投資節約能

源設備的效果並不顯著。 

3.適當的節約能源措施，應該將取得新能源的真正成本充分

反映出來，獎勵措施宜視為應付石油危機的短期紓解。 

4.應加強提供技術與融資協助，並適當調整能源價格。 

5.長期應明訂能源政策，讓價格機能充分發揮，除非為應付

短期危機問題，否則不必採行租稅補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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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續 3）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凌忠嫄

（1988） 

以財稅資料中心

所提供之1985年

適用研究發展投

資抵減廠商共

570 家為問卷調

查對象，回收 66

家。 

1.廠商研究發展動機首在開發新產品，再依次為改善製程、

改進生產管理技術，開發市場調查研究，至賦稅獎勵措

施則位居動機之第五位。 

2.研究發展費用作為費列支及投資抵減有 65%～70%廠商認

為甚具效益，顯示政府以獎勵措施促進私經濟部門研究

發展有正面效益。 

3.研究發展費用中，以研究發人事及培育費用所占比例最高

為 59.2%廠房建物及機器折舊次之為 11.2%。 

4.研究費用列為當期費用效益最高，投資抵減次之，加速折

舊則不具效益。 

5.以當期研究發展費用之某一比例抵減過於優惠，未實質增

加研發活動亦得享受優惠，徒損失稅收，同時廠商從事

租稅規劃以求利益，而忽視研發活動。 

6.研究發展費用定義應更明確，以杜查核爭議。 

7.針對小規模企業給予差別抵減率獎勵與我國目前鼓勵企

業經營合理化不合，不予考慮。 

8.建議適度保護研究發展成果。 

周濟

（1988） 

運用總體資料分

析五（四）年免

稅、納稅限額、

加速折舊、投資

抵減、減免或分

期繳納機械進口

稅捐等五種獎勵

措施的實施績

效。 

1. 五（四）年免稅措施在第三期受獎廠商比例相對較少，

功能已大不如前，投資不但沒有增加，各產業造成的差

別待遇（受獎廠商變異數）卻比前二期大。 

2.美、日稅務折舊多樣，台灣加速折舊應再宣導。 

3.投資抵減在景氣好的年份申請者多，景氣不好時申請者

少，並未發揮在景氣低迷時促進投資的效果。每至投資
抵減辦法結束前，申請投資件數金額劇增，廠商趕
搭最後一般列車新態顯著。 

4.五(四)年免稅適用認定困難造成行政工作繁重，宜取消，

而全面降低稅率。 

5.投資抵減刺激景氣時效上有落後現象。 

許松根、

陳玉瓏

（1989） 

以民營製造業為

研究對象，探討

獎投條例的租稅

減免措施中有關

直接稅部份對促

進投資之效果。 

1.1981年間實施的投資抵減確實有促進投資的功能。 

2.不包括投資抵減的營利事業所得稅減免亦有促進資本累

積之功能，但效果比投資抵減弱些。 

3.獎投條例綜合所得稅之租稅優惠對促進投資效果相當薄

弱。 

4.獎投條例第十五條的納稅限額，雖也有促進投資的功能，

但其效果較為薄弱。 

 

李金桐、

朱澤民

（1990） 

根據 200 家享受

五(四)年免稅廠

商的財務資料及

1972~1986 年的

總體季資料進行

分析。 

租稅減免僅具短期刺激效果，對廠商長期投資計畫無實質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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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租稅獎勵與產業發展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 (續 4)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藍科正等

人（1992） 

以電子零組件為

抽樣對象，針對

124 家回卷廠商

進行多變量分

析。 

1.在研究與發展獎勵部分 

(1)一旦取消投資抵減獎勵，廠商傾向於減少研發支出的比

率為 63.86%(相對於傾向不會減少研發支出的 36.14%)。 

(2)投資抵減誘發效果顯著，每增加一元 R&D 投資抵減，廠

商增加研發支出期望值為 0.166 元。 

2.在自動化獎勵部分 

(1)有關自動化諸多獎勵中，對廠商影響最大的是租稅獎

勵，廠商每多支出一元於自動化生產設備上，約有 0.28 元

的支出是來自租稅獎勵影響。 

(2)自動化生產對廠商在節省人力、不良率改善及產量提升

上均有顯著的正面效益。 

3.投資抵減獎勵對電子零組件業廠商的研發支出有正面激

勵效果，可考慮持續。 

4.投資抵減獎勵對廠商採購自動化生產設備的誘發效果大

於其他工具，應予保留。 

5.應加強技術、人才的支援，且使自動化抵減獎勵能夠發揮

更大效果。 

黃宗煌、

李堅明

（1993） 

針對40家石化業

進行問卷調查，

並建立資本財調

整成本動態模型

進行實證。 

投資抵減與加速折舊的比值每增加一個百分比，則污染防治

投資額可望增加 0.20%，不過只能代表投資抵減誘發的效果

大於加速折舊。 

王健全等

人（1994） 

以 135 家回卷廠

商(含110家申請

抵減及25家未申

請抵減廠商)為

實證對象，進行

分析。 

1.投資抵減對廠商之研發、人才培訓及建立國際品牌形象支

出有正向誘發效果(但祇有對研發支出部份顯著)。 

2.在總效果方面，投資抵減對研發支出、人才培訓及建立國

際品牌形象的誘發效果分別為 0.209、0.113 和 0.197。

3.政府透過獎勵措施誘導企業從事人才培訓及建立國際品

牌形象支出作法正確。 

4.誘發效果不顯著可能與門檻太高、財務誘因太小及費用核

定認知有岐見 

5.自創品牌貸款的強化、解決仿冒及駐外單位的協助將有助

於廠商在建立品牌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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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 (續 5)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王健全等

人（1995） 

以總體經濟模型

評估自動化的總

體經濟效果；並

以基本化學材

料、人造纖維等

工業為抽樣對

象，並針對 294

家回卷進行實證

分析。 

1.依據模型的推估：每一元的自動化生產設備投入，約有

0.13 元的國民生產毛額產出，及約有 0.05 元製造業產值

的產出。 

2.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 

(1)租稅獎勵對廠商自動化生產設備的投資影響效果約是

4.97%-13.17%，高於人才培訓的 3.03%-8.02 及低利貸款

的 3.37%-8.94%。 

(2)自動化生產績效：產量增加 1 至 3 成；產品穩定度提升

1成左右；生產週期縮短約 1至 2 成；不良率降低 1成半。

(3)自動化市場績效：退貨率減少 2%-4%；訂單數增加

2%-4%；顧客抱怨減少 3%-4%；準時交貨改善 3%-4%；銷

貨額增加 2%-4%。 

(4)污染防治之經濟效益：愈重視環保的企業形象愈佳，潛

在商譽及因而增加之銷售額可稱為廠商進行環保與污染

防治之間接效益。 

3.自動化投資抵減對廠商生產績效、市場績效均有正面影

響，政府可考慮繼續運用。 

4.搭配適當的工具（技術與人才培訓）才能使自動化獎勵發

揮更大效果。 

5.OECD 國家在自動化獎勵上的作法（包括資訊提供、技術

輔導及人才培訓等）值得政府參考。 

溫麗琪、

柏雲昌

（1997） 

針對2000家有排

放空氣污染的工

廠進行的問卷調

查。 

投資抵減獎勵是政府所有獎勵措施中影響廠商購置意願最

大者，其次為低利融資貸款。 

楊文哉

（1997） 

以1993年與1995

年間申請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及

未申請之廠商進

行問卷調查，有

效問卷 88 家。 

1.投資抵減對廠商投資及產出具有激勵效果。 

2.租稅減免對於稅務行政及租稅公平具負面效果。 

3.研究發展定義應嚴謹明確，減少審核爭議，並加強廠商研

發與人才培養或資助。人才培訓租稅獎勵得從寬認定。國

際品牌形象建議採低利融資協助。 

陳偉晃

（1997） 

利用文獻整理及

高雄市

1992~1995年間

申請之 326 家廠

商進行問卷調

查，共 43 家回

卷。 

1.投資抵減基本是一種直接稅的補貼，等於政府以營利事業

所得稅之稅收補貼受獎勵對象的投資行為，享受愈多稅額

扣抵優惠的廠商，其使用之資金成本愈怟，因此它具有刺

激投資，增加資本形成的功能。 

2.由實證資料顯示，研究發展之抵減措施對研究績效（新技

術產出，新產品產出）與經濟效益（產品附加價值及投資

報酬）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3.多數廠商要求降低人才培訓及建立國際品牌形象門檻。

4.政府應繼續實施加速折舊投資抵減，以加速產業升級。

5.研究發展定義宜檢討並宣導。 

6.防治污染應配合環保監督及行政懲罰，節約能源無實效宜

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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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租稅獎勵與產業發展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 (續 6)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王健全等

人（1996） 

1.透過總體經濟

模型推估，以

及以 161 家問

卷廠商(含 116

家申請抵減及

45 家未申請抵

減廠商，涵蓋

資訊電子、化

學、塑膠、機

械等產業)為

實證對象，進

行分析。 

2.利用財稅中心

資料選出營所

稅 應 納 稅 額

5000 家 為樣

本，分析廠商

投資行為。並

利用問卷，調

查出 105 家廠

商對租稅獎勵

的看法 

 

1.研究與發展總體經濟模型方面 

(1)R&D 對 GNP、GDP 的成長有明顯貢獻。利用問卷調查結果

推估 1990~1992年如未有 R&D 投入則 GNP 約減少 1.08%、

0.98%及 10.93%。每投入 1元的 R&D，分別約有 1.37 元、

1.43 元及 1.37 元 GNP 產出。 

(2)R&D 對製造業平均勞動產值、技術密集產業出口值也有

顯著正向影響。對個別產業產值的增加、產業升級有相

當程度的貢獻。 

2.問卷調查方面 

(1)一旦政府取消投資抵減獎勵，廠商在研究發展、人才培

訓和建立國際品牌形象支出上依序會減少 18.77%，

16.27%及 22.94%。 

(2)每一千萬元 R&D 投資抵減，大致可以使廠商增加 1.13

件新產品，0.21 件新技術、0.58 件的新專利和 2.57%的

投資報酬率。建立國際品牌形象的獎勵對廠商投資報酬

率、銷售成長等經濟效益均有顯著正面效果。 

(3)抵減獎勵稅收損失與效益方面，在營運成本占營業收入

毛額為 80%，營所稅稅率 25%假設下，當期政府 R&D 每元

稅收損失可以帶來 0.311 元稅收效益，延續數期時，稅

收效益應可超過稅收減少。 

3.重要科技事業、重要投資事業部分 

(1) 一般製造業增加每元實收資本額，會導致近 0.08 元廠
房機器設備的投資，但卻可使促產條例第八條受獎廠商

投入 0.28 元於固定資產上，後者反應強度為前者 3.7

倍。只要廠商廠房機械設備平均使用年限超過七年，稅

收效益應大於稅收減少的衝擊。 

(2) 適用廠商在1992~1994年間投資率約是大型一般製造業

三倍，營業淨額的增加相對於固定資產的比值，是一般

廠商的 1.6 倍。適用廠商在投資及營業績效上顯著優於

一般廠商。 

4.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和建立國際品牌形象支出投資抵減效

果相當顯著，政府可以考慮維持。 

5.研發費用定義擴大負面表列方式，以減少審核爭議並將租

稅減免用於刀口上。 

6.抵減門檻應適度考量中小企業需求降低。 

7.透明化申請程序及保障申請廠商之機密資料以提高申請

誘因。 

8.其他政策工具的搭配才足以使投資抵減獎勵發揮更大成

效。 

9.重要科技事業、重要投資事業部分，適度降低金額之門

檻，對稅收應無負面效果。 

 160



附錄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 (續 7)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孫克難等

人（1997） 

總體模型推估 1. 利用王健全（1996）問卷調查結果推估 1993-1994 年每

投入1元R&D，分別約有1.06元及1.05元實質GNP產出，

或約 1.14 元及 1.08 元實質 GDP 產出。 

2. R&D 支出彈性為 0.116，長期而言每投入 1元的研發支出
可創造出 4.572 元的產出，經模擬每元投資抵減稅收介

於 0.6858~2.286 元間，顯示短期內會造成政府稅收損

失，但長期增加政府稅收可能性較高。 

3. 在 R&D、人才培訓及建立國際品牌形象上，不管在申請件

數、投資抵減金額的獎勵上，均以電力及電子機械業為

最多，但擴散效果卻不大。 

4. 自動化、污染防治及資源回收等抵減，不管在誘發效果、

經濟效益及總體經濟效果上都有不錯效果。 

5. 1992~1994年自動化生產對 GNP 平均影響幅度為 0.84%，

對製造業產值的平均影響約 0.33%；對技術密集產業出口

及平均勞動產值影響為 1.69%及 1.91%。 

6. 重要科技事業、重要投資事業受惠廠商之投資及營業淨
額的成長率皆明顯高於一般企業，因租稅優惠使投資增

加，其增加的產出給政府帶來稅收的增加也將大於政府

稅收的損失。惟兩稅合一後五年免稅不具獎勵意義，股

東投資抵減則仍具優惠實效。 

7.加速折舊方面，申請案少利益不大。 

8.權利金獎勵方面，無法證實權利金獎勵對廠商專利及著作

權的申請產生顯著影響，可取消此項獎勵。 

9.企業投資國際化方面的獎勵，有助消除國際間投資重複課

稅、稅務行政的簡化，有利僑外投資的爭取。 

10.合併獎勵方面，統計資料欠缺，資訊並不充分，且商申

請件數也不多。 

11.在區域平衡發展獎勵方面，適用廠商不多。 

12.建議 

(1)加速折舊採用不多，建議取消。 

(2)自動化獎勵短期可保留，長期應以非租稅方式，例如技

術支援取代。 

(3)污染防治、節約能源短期可保留，長期則應落實污染者

付費相關措施，並配合環保與能源政策。 

(4)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及國際品牌之建立有繼續必要，建

議兩稅合一後將扣抵權延伸及於股東階段。 

(5)區域平衡發展獎勵符合聚集經濟之外部性可保留。 

(6)重要科技、重要投資事業之獎勵，兩稅合一後，五年免

稅可考慮在股東階段有抵稅權。 

(7)權利金獎勵效果不彰，可取消，並加強智慧財產權保障

及提供創作發明獎等。 

(8)合併獎勵主要在消除因合併而額外增加的稅負，故有繼

續存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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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租稅獎勵與產業發展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 (續 8)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孫克難

（1998） 

文 獻回顧與評

估，及主要國家

（日、韓、新、

美、加等十國）

經驗借鏡分析，

研擬替代方案。 

1.研究與發展、人才培訓及資源回收與用水再利用獎勵仍應

繼續推動。 

2.污染防治（助長污染）、節約能源（助長耗能）、自動化

設備（外部效果不大、稅收減少卻大）、國際品牌形象建

立（涉違反）不宜再提供獎勵。 

3.建議研究與發展、人才培訓投資抵減擴及個人股東。取消

產業別租稅獎勵。縮短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 

楊忠豪

（1998） 

1992-1996 年

間，台灣地區前

500 大企業之財

務、稅務資料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以研究發展費用抵減營利事業所得稅，對

廠商研究發展行為的鼓勵效果，實證結果發現此一效果為

正，但不顯著。此外，也發現政府每犠牲 1元租稅損失，可

誘使廠商在同年度增加約 1元的研發投入。 

游景貿

（1998） 

財稅資料中心次

級資料分析及 81

份問卷調查。 

1.中小企業享受抵減家數及抵減額偏低，然申報營所稅稅額

約有一半來自中小企業，等於中小企業稅收收入補貼大企業

人才培訓支出，不公平之處顯而易見。 

2.取消 60 萬抵減門檻，對中小企業誘發效果大於大企業。

3.建議取消或調降人才培訓投資抵減門檻、簡化申請手續。

許正偉

（1999） 

問卷調查。 1.以問卷調查進行迴歸結果顯示，投資抵減對廠商的污染防

治支出的確具有誘發效果，且效果大於進口設備免稅及低

利貸款。 

2.廠商從事污染防治的投資對總體經濟而言雖然有物價上

漲的負面影響，但效果皆不大，且污染防治投資對產出、

所得、就業有微幅增加的正面效果。 

褚倚華

（2000） 

利用 1984-1997

年時間序列資

料，計算投資抵

減對廠商研究與

發展資本需求的

影響。 

1.獎投時期的抵減率彈性均小於產升時期很多，政府對研究

與發展每提供一元的稅收減免，在獎投時期及產升時

期，分別可以增加民間約 0.32 及 0.47 元的研究與發展

支出。  

2.研發資本投資抵減率彈性在產業間有差異存在，投資抵減

政策對於研發密集度較高的產業效果相對較低。 

許淑雲

（2000） 

文獻分析及針對

105 份工廠管理

者及 108 份勞動

者回卷進行分

析，同時直接訪

談等分式進行研

究。 

1.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對企業投資自動化影響頗低。 

2.促進產業升級條例造成結構性失業。 

3.短期性之投資抵減可達反景氣循環、促進投資作用。 

4.租稅有不公平現象，對高科技產業具錦上添花之效果，對

傳統產業較具影響力。 

5.減少對市場價格機能干預，避免資源配置扭曲。宜採非租

稅獎勵方式。 

6.妥善安排低學歷與基層技術所釋出之人力、配合教育訓

練，以因應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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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2: 台灣租稅獎勵效果評估之文獻回顧 (續 9) 

研究者 資料說明 主要發現、結論或建議 

孫克難、

劉涵秦

（2001） 

結合 Jorgenson  

（1963）、Hall

與 Jorgenson 等

對資本使用者成

本的測定方式，

計算台灣製造業

及所屬產業的資

本使用成本及編

際有效稅率，探

討租稅減免對投

資行為的影響。 

1.1973年能源危機以前，資本使用者成本較低，約在 0.12

左右，能源危機後，大幅上升至 0.35，而後降至 0.25 左

右。 

2.一般而言，政府實施租稅獎勵期間較沒有實施獎勵時的邊

際有效稅率為低；由於租稅獎勵工具不斷增加，使邊際有

效稅率差異程度逐期擴大。 

3.估計邊際有效稅率，進而邊際有效稅率對製造業投資之影

響。減稅對紡織、成衣及服飾、造紙及紙製品等傳統產業

具有鼓勵投資的效果。而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電子及電

子機械設備及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減稅的激勵投資效果

較小，精密器械業、皮革皮毛業、化學材料及製品業則不

顯著。可引申投資導向的經濟發展階段，租稅減免作為獎

勵工具較有效，然而在以創新為導向的經濟發展階段，租

稅減免的重要性大幅降低。 

張翔菘

（2001） 

利用可計算一般

均衡分析方法。 

透過浮動匯率及固定匯率下，稅率齊一化及降低電子單一產

業的租稅優惠幅度的模擬，獲致以下結論： 

1.稅率齊一化下，實質國內產出上升0.02%，改善資源配置

效率。 

2.電子業的稅率提升 10%與 20%，分別造成實質國內產出下

降 0.01%與 0.02%，顯示單獨減少一個產業的扭曲程度並

不會造成整體經濟效率的提升。 

黃耀輝

（2002） 

檢討我國節約能

源的獎勵投資措

施。 

1.60 萬元的門檻限制，對中小企業不利，且金額小之節能

設備不能使用。 

2.節約能源設備及技術投資申請案件少主要是因為與其他

獎勵措施（如自動化、污染防治設備）高度重疊。 

3.產業結構調整及能源價格合理化 

卓吉成
（2002） 

利用 1961 至
2001 年時間序
列資料，建立直
線迴歸模型。 

1.租稅誘因能促進公、民營企業投資意願，整體而言是有顯

著的效果，其中早期非常顯著（1961-1980），近期稍微

顯著（1981-2001），但最近期（1991-2001）已經不顯

著。 

2.租稅誘因能促高國民投資毛額及國民生產毛額，整體而言

是有顯著的效果，其中早期非常顯著，近期稍微顯著，

但最近期已經不顯著。 

葉金標、
徐偉初
（2003） 

運用內生成長模

型，討論對不同

廠商課稅且採取

投資抵減或補

貼，對經濟成長

率、最適稅率和

研究與發展投資

的影響。 

1.政府增加投資抵減率，將使廠商 R&D 支出增加，且
經濟成長率會上升。 
2.當政府以經濟成長率為追求目標時，補貼比投資抵
減效果高。 
3.政府以租稅政策刺激研究與發展的增加是可行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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