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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類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的判定標
準 

 

本文擬將實務及學說上對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

所論述之態樣，依其性質歸納區分為五種類型已如前述。就

各類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斷標準，因國內學說對此問題

著墨不多，故僅就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

定，及國內實務見解加以介紹如下。 

 

第一節、有形資產讓與交易 

第一項、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 

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對於有形資產轉

讓交易是否符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斷標準，共規定六種可資

選用之計價方法，以供納稅義務人和內地稅局計算並建立常

規交易區間，分別為113： 

＊ 可比較未受控制價格法(comparable uncontrolled price 
method，CUP) 

＊ 再銷售價格法(resale price method，RPM) 
＊ 成本加成法(cost plus method，CPLM) 
＊ 可比較利潤法(comparable profits method，CPM) 
＊ 利潤分割法(profit split method，PS) 
＊ 其他方法(unspecified methods) 

上述六種方法在適用時，並無適用順序的限制，惟必須

符合「最佳方法原則」，亦即要求所使用之方法必須能在事

                                                 
113 Regulation 1.48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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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與環境的限制下，提供相對於其他方更為可靠的常規交易

標準，而非要求所應用的方法必須能獲得絕對精確的常規交

易價格114。至於在最佳方法原則下決定所適用方法的相對可

靠性時，必須考慮(一)受控制交易與未受控制交易間之可比

較性之程度115、(二)於分析時所使用資料與假設的品質116(包

括 1 資料的完整性與正確性、2 假設的正確性、3 適用該方

法之結果對於可能存在於資料或假設中之缺陷的敏感

度。)117、(三)適用該方法之結果與適用其他方法之結果的一

致性118。 

所謂可比較性係指在適用上述方法時，並不要求關係企

業交易與供比較交易的交易條件必須完全相同，即便是關係

企業交易與供比較交易存有重大差異，只要該差異得做適當

調整以消除其對價格或利潤的影響，或雖無法做適當調整但

該重大差異已確知者，均可為比較之對象，只是對其結果之

可靠性有所影響而以119。茲就上述各種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可比較未受控制價格法(CUP) 

(一)原則： 

該方法係就關係企業交易之交易價格與非受控制交

易之交易價格作一比較，以評估關係企業交易之交易價

                                                 
114 Regulation 1.482-1(c)(1)。 

115 Regulation 1.482-1(c)(2)、(2)(Ⅰ)。 

116 Regulation 1.482-1(c)(2)、(2)(Ⅱ)。 

117 Regulation 1.482-1(c)(2)(Ⅱ)(A)(B)(C)。 

118 Regulation 1.482-1(c)(2)、(2)(Ⅲ)。 

119 Regulation 1.48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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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否偏離常規區間120。所謂未受控制交易價格係指不

具控制從屬關係之納稅人間所實際交易之成交價格，故

此未受控制交易價格可以取自： 

1、關係企業成員對非關係人之銷售。 

2、非關係人對關係企業成員之銷售。 

3、非為關係企業之成員且彼此無關係之買賣雙方間的

銷售。 

(二)可比較性與可靠性： 

該方法對可比較性之要求特別強調產品的相似程

度，如產品品質存有重大差異，且無法就其對於產品成

交價格之影響加以適當調整，則該方法通常非屬可靠的

方法121。 

(三)間接資料之使用： 

該方法並允許使用公開交易所或媒體報價等間接資

料，作為可供比較的非受控制交易價格，惟須符合下列

條件： 

1、該等間接資料在納稅義務人所屬產業的一般商業過

程中，廣泛且經常地被應用以決定未受控交易之價

格122。 

2、在所屬產業中，控制交易與未受控之納稅人均以相

                                                 
120 Regulation 1.482-3(b)(1)。 

121 Regulation 1.482-3(b)(2)(Ⅱ)(A)。 

122 Regulation 1.482-3(b)(5)(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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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式應用該等資料決定銷售價格123。 

3、須就控制交易之價格加以調整，以反映產品品質及

數量、契約條款、運輸成本、市場狀況及風險承擔

等因素之差異對價格的影響124。 

二、再銷售價格法(RPM) 

(一)原則： 

該法係藉由比較「控制交易買方轉售予非關係企業

成員所獲得之毛利」與「未受控制交易買方轉售第三人

所獲之毛利」，以評估有無非常規交易之安排。該方法通

常使用於再銷售者(受控制較之買方)於再銷售前並未就

財產實體加以改變以增加標的物價值之情形；而較不適

用於再銷售者(受控制較之買方)以其無形資產增加標的

物價值之情形125。如「控制交易買方的再銷售毛利率」

位於多個「未受控制交易買方再銷售毛利率」所建立的

常規再銷售毛利率區間內，則控制交易買方之再銷售毛

利率即符合常規毛利率，由此亦可推知控制交易之售價

係符合營業常規126。 

(二)可比較性與可靠性： 

該方法對於可比較性之要求，較強調控制交易買方

與未受控制交易買方於再銷售交易所執行的功能、承擔

的風險、契約條款等會影響再銷售交易因素的可比較

                                                 
123 Regulation 1.482-3(b)(5)(Ⅰ)(B)。 

124 Regulation 1.482-3(b)(5)(Ⅰ)(C)。 

125 Regulation 1.482-3(c)(1)。 

126 Regulation 1.482-3(c)(2)(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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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在計算再銷售毛利率時，需逐項檢討交易執行

功能對再售毛利之影響，例如：市場層級、存貨週轉率、

成本結構、行銷計劃、匯率風險、售後服務保證、業務

管理效率等127。 

三、成本加成法(CPLM) 

(一)原則： 

該方法係將「受控制交易賣方所獲得的毛利」與「可

比較未受控制交易賣方所實現的毛利」加以比較，以受

控制交易賣方是否獲得常規成本加成率為標準，判斷該

控制交易售價是否符合營業常規。倘受控制交易賣方之

成本加成率位於可比較對象的常規成本加成率區間內，

則可推知關係企業成員間之交易價格符合營業常規128。 

(二)可比較性與可靠性： 

對可比較因素之要求，除再銷售價格法所強調得功

能、風險、契約條款因素外，因需決定出常規成本加成

率，故特別考量成本結構之分析、會計方法與成本計算

基礎等足以影響成本加成率之因素，另外亦須考量其他

影響價格之非成本因素，例如：市場供需狀況及競爭策

略等129。 

四、可比較利潤法(CPM) 

(一)原則： 

                                                 
127 Regulation 1.482-3(c)(3)(Ⅱ)。 

128 Regulation 1.482-3(d)(1)、(2)。 

129 Regulation 1.482-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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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法係認為關係企業成員及非關係企業成員於從

事類似交易、執行類似功能時，均能獲得相當之營業利

潤水準，而藉由比較非關係企業成員在類似交易環境下

從事類似交易活動所獲得的營業利潤水準(即「利潤水準

指標」)，以決定「受測試個體」的常規營業利潤。再將

關係企業雙方之共同利潤減除「受測試個體」的常規營

業利潤，即為關係企業交易另一方之常規營業利潤130。 

所謂「利潤水準指標」係指營業利潤與成本或財產

間之關係，包括資本運用報酬率及財務比率(如：營業利

潤率、毛利對營業費用比率等)，惟如有其他利潤水準指

標能更可靠的衡量常規利潤水準，或受限於事實、環境、

資料而僅能得到之指標，亦可採用131。 

所謂「受測試個體」係指關係企業交易其中一方，

其因控制交易所獲得的營業利潤可以最可靠的資料，經

由最少且最可靠的調整，輕易地與未受控制之可比較對

象比較者。因此受測試個體通常為關係企業交易中，較

單純且與未受控制之可比較對象相比擁有無形資產或獨

特資產較少132。 

(二)可比較性與可靠性： 

該方法對可比較性之要求，較重視所運用資源及所

承擔風險之可比較性，因該等因素對於關係企業成員能

否獲得類似的利潤水準均有重大的影響；另其他可能影

響營業費用、進而影響利潤之因素的差異(如會計法、商

                                                 
130 Regulation 1.482-5(a)、(b)(1)。 

131 Regulation 1.482-5(b)(4)。 

132 Regulation 1.482-5(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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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因素、成本結構等)亦應為適當的調整。 

五、利潤分割法(PS) 

(一)原則： 

該方法認為關係企業成員間共同利潤之分享，應符

合常規，而將關係企業交易所共同創造之營業利益或損

失，按關係企業成員對於共同營業利潤或損失之貢獻程

度加以分配133。該方法並例示兩種可供推估合理利潤分

配的方法，以評估關係企業成員間之控制交易價格是否

符合常規，一為可比較利潤分割法，另一為剩餘利潤分

割法134。 

1、可比較利潤分割法 

所謂可比較利潤分割法，係指關係企業成員從

事攸關關係企業交易所獲取的共同利潤，應按非關

係企業成員進行類似交易或活動時，用以分割其共

同利潤之方式予以分割135。該方法對於可比較性與可

靠性之要求大抵與比較利潤法相同，惟較強調所運

用資源、承擔風險、執行功能、契約條款及會計實

務之可比較性136。 

2、剩餘利潤分割法 

所謂剩餘利潤分割法，需經下列兩階段以確保

                                                 
133 Regulation 1.482-6(a)。 

134 Regulation 1.482-6(c)。 

135 Regulation 1.482-6(c)(2)(Ⅰ)。 

136 Regulation 1.482-6(c)(2)(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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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營業利益的分割方式能使關係企業成員皆獲得

常規利潤。 

(1)先按關係企業成員對關係企業交易之貢獻程度

分配市場報酬，再將分配後之剩餘利潤於第二階

段進行分配137。 

(2)因剩餘利潤係假設為無形資產所產生，故應將該

剩餘利潤按各關係企業成員所擁有的無形資

產，對共同活動的相對貢獻程度分配之138。 

六、其他方法(unspecified method) 

其他未列舉方法納稅人亦得主張，但須書面陳述所選用

之方法能提供最可靠的常規交易結果之原因、運用和合理結

論，及一併說明其他列舉方法無法達成常規合理結論之理由
139。 

第二項、我國實務見解： 

我國實務對於關係企業間有形資產轉讓是否符合營業

常規交易之判斷標準歸納如下： 

一、相當於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 

(一)財政部六十五年十一月三十台財稅第三七九三五號

函： 

「××公司六十三年度上半年以每公噸三○○美元及

                                                 
137 Regulation 1.482-6(c)(3)(Ⅰ)(A)。 

138 Regulation 1.482-6(c)(3)(Ⅰ)(B)。 

139 Regulation 1.482-3(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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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美元之外銷價格，出售其產品聚苯乙烯予其關係

企業日本××會社香港支店，與當時國內及國際市場每公

噸一、○○○美元左右之價格相差甚鉅（如該公司未提

示確實之證明，證明此項外銷價格係屬當時國際市場上

正常交易之合理價格者）。依照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規定，自可參照當時××公司六十三年五、六月外銷相同

產品之價格，調整該公司同期間之外銷價格。」係以關

係企業成員對非成員，在相同時間內相同產品之非控制

銷售價格為常規價格。 

(二)財政部八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二一四九

一九九一號函： 

「營利事業銷售商品（含未上市公司股票）予其關

係企業，如經查明售價顯較時價為低，係屬不合營業常

規之安排，應再查明有無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情事，依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辦理，尚無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之適用。」係以非關係企業

成員間相當時間之非控制銷售價格為常規價格。 

(三)八十年度判字第二四○四號： 

「第查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係就繼

承開始被繼承人所遺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之價額規定

以該日公司之資產淨額估定，此與市場交易上未公開上

市股票買賣之價額如何認定，係屬二事，未公開上市股

票買賣之價額，除參酌公司資產淨值外，尚考慮公司營

運情況、獲利及將來性等因素，通常以市場之需要性決

定，是未公開上市股票買賣價額，並非得當然準用上開

規定估定。縱如原告所稱其出售國華公司股票與義新公

司交易時，其間相隔半年，惟半年間何以其價格竟相差

九○元，並未據舉證說明，空言主張自不足採。至被告

機關如何按營業常規調整原告公司出售股票所得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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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其行政裁量權，被告機關按原告關係企業義新公司同

年度出售國華公司股票之價額予以調整，尚難謂其裁量

權行使有欠妥適。從而被告機關復查決定未准變更，揆

諸首揭法條規定，洵無違誤，訴願及再訴願決定就此部

分遞予維持原處分，並無不合。」係以關係企業成員對

非成員在相當時間內相同標的之非控制銷售價格為常規

價格。 

二、相當於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同時考量除外因素： 

八十年度判字第三二八號： 

「⋯經查原告本期產品銷售之對象，係以臺灣富聲達電

機公司，韓國豐達公司及日本、香港阪田商會為主，其銷售

與豐達公司之平均毛利率為百分之五三‧六○，銷貨額三

二、九三九、七八九‧七○元，而銷售與阪田商會之平均毛

利率則為百分之六‧五四，售貨額二七、六七八、七九五元，

有該年度銷售明細一覽表在原處分卷內可稽。是原告銷貨與

阪田商會之價格不合營業常規甚為顯然。⋯又原告本期營業

成本中變動成本所佔比例，業經被告機關核算結果應為百分

之八○‧八，所稱其變動成本所佔比例僅為百分之十七，亦

無可採。⋯綜上各節，原告之主張無非藉詞爭執，難予採

取，⋯」本件實務見解中，稅捐機關係以關係企業成員對非

關係企業成員在相當時間內相同產品之非控制銷售價格為

常規價格。而司法機關除對稅捐機關之見解加以肯認外，另

在判斷關係企業交易是否符合營業常規時，亦考量買方之成

本結構是否有基於損益平衡（以高於變動成本但低於平均成

本之價格銷售，藉由售價大於變動成本之差額，回收部分固

定成本）而低價銷售之情形。 

 

三、公會提供之交易參考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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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年度判字第四八七號： 

「⋯中央政府公債交易時間集中在七十八年十月下旬

至十二月底，交易價格均背離台北市證券商同業公會所提供

每日櫃台買賣各期債券之參考價，以買賣證券為專業之公

司，均高於參考價買進，低於參考價賣出，造成交易虧損而

得抵稅。非以買賣證券為專業者，皆低於參考價買進，高於

參考價賣出，造成交易獲利而得免稅。⋯另有安排個人交易

穿插其中，以排除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之適用，⋯

堪認已構成非常規交易之課稅要件，是被告依首揭規定調整

系爭營業收入及成本，核無不合，原告主張，顯難認為有理

由。⋯」係以公會提供之交易參考價格為常規價格，並且認

為關係企業間藉由零星數量之非控制銷售安排，使大量控制

銷售之非常規價格合理化，其非控制銷售之價格非屬真實價

格而應予以排除在常規價格之外。 

第三項、小結： 

因為我國法制有關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規定並不明

確，且實施期間尚短，實務上相關案例並不多見，就有限實

務案例觀察，關係企業間有關有形資產轉讓交易是否不合營

業常規，實務見解主要係採取相當於美國所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規定之可比較非控制價格法，惟對於非控制銷售與控制銷

售間之可比較性之認定，則付諸闕如。故應可參考美國所得

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就關係企業間有關有形

資產轉讓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訂定常規價格，該施行細則對

於認定關係企業間有形資產轉讓交易是否符合營業常規共

列舉六種方法，惟其內容多屬原則性規範，且對於各種方法

並無適用順序之限制。故無可避免地會增加關係企業與主管

機關在選用方法及適用結果上之爭議，當雙方對於解決之方

式無法達成共識時，勢必將訴諸司法途徑解決。如此，不但

增加關係企業與主管機關無謂的時間浪費與成本消耗，更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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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關係企業法對關係企業間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的規範效

力。故我國於訂定常規認定標準時是否為適度的具體規定，

並就各認定方法依一定要件訂定適用順序，仍有待進一步的

研究。 

 

第二節、有形資產使用交易類型 

第一項、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 

一、原則： 

關係企業成員(以下稱擁有者)以其所有或租有之有形

資產，藉由租賃或其他安排，移轉該資產之占有或使用予其

他成員(以下稱使用者)而未計收費或計收之費用不合於常

規者，稅局得以常規租金調整之140。 

 

二、常規租金： 

(一)原則： 

常規租金係指該有形資產使用期間內，關係企業成

員其中一方與非關係企業成員間或非關係企業成員相互

間相同或類似資產，在相似交易條件下的獨立交易所計

收之租金，交易條件的相似性應考量使用時間之長短、

使用之地點，出租人為該財產所投入之資金或租金支

出、維修該資產之費用、該資產之類型、該資產之情況

及其他相關因素141。 

                                                 
140 Regulation 1.482-2(c)(1)。 

141 Regulation 1.482-2(c)(2)(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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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外： 

該財產為擁有者自非關企業或其他人租賃而得，以

轉租或其他方式安排予關係企業成員使用或占有者，其

常規租金為使用者使用期間，擁有者所支付之費用。如

僅財產之一部分為占有、使用之移轉，其常規租金之決

定應以經移轉之部分定之。該費用包括擁有者支付之租

金、及其他與該資產有關之直接或間接費用(如維修費

用、水電費、管理費用及其他類似之費用)142。惟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143。 

1、納稅義務人依原則所計收之租金為適當者。 

2、該財產之擁有者或使用者在課稅年度，經常從事於

將類似之財產出租予非關係企業成員。 

第二項、我國實務見解： 

因為我國法制有關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規定並不明

確，且實施期間尚短，有關關係企業間有形資產使用之交易

是否不合營業常規，其判斷標準目前實務上尚無明白表示見

解者。 

第三項、小結： 

如上所述，我國實務上尚未見有關有形資產使用之交易

是否不合營業常規之案例，故應可參考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就關係企業間有關有形資產使用之

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訂定常規租金，惟美國現行施行細則就常

規租金係以關係企業成員是否以租賃為業(經常從事於將類

                                                 
142 Regulation 1.482-2(c)(2)(Ⅲ)。 

143 Regulation 1.482-2(c)(2)(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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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財產出租予非關係企業成員)而異其判斷標準，如關係

企業成員係以租認為業，則應依原則規定決定常規租金；如

關係企業成員非以租認為業，在轉租之情形，除可證明依原

則所計收之租金較適當者外，係以財產擁有者在使用者使用

期間內所支付之費用為常規租金。然在關係企業成員以租賃

為業時，關係企業成員與非關係企業成員間，或非關係企業

相互間，未必存交易條件相同或類似之獨立交易可供計算常

規租金。此時資產擁有者所負擔之成本費用，未嘗不是判斷

常規租金的合理標準之一，該細則將之加以排除似乎有所不

妥，我國於訂定常規租金時，就此部分是否比照規定，仍有

待商榷。 

 

第三節、無形資產轉讓交易 

第一項、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 

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對於無形資產轉

讓交易是否符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斷標準，共規定四種可資

選用之計價方法，以供納稅義務人和內地稅局計算並建立常

規交易區間，分別為144： 

＊ 可比較未受控制交易法 (comparable uncontrolled 
transaction method，CUT) 

＊ 可比較利潤法(comparable profits method，CPM)：同有
形資產移轉之可比較利潤法，故不贅述。 

＊ 利潤分割法(profit split method，PS) ：同有形資產移轉
之利潤分割法，故不贅述。 

＊ 其他方法(unspecified methods)。 

                                                 
144 Regulation 1.48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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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一、可比較未受控制交易法(CUT)： 

(一)該方法相當於有形資產轉讓之可比較未受控制價格

法，本法參酌類似可比較未受控制交易所給付的數

額，評估受控制無形資產讓與交易所給付之價款是

否符合交易常規145。運用該方法主要考量之可比較

因素，係為無形資產、契約條款及交易之經濟環境，

其中首重無形資產之可比較性，所謂無形資產之可

比較性係指146： 

1、受控制交易與未受控制交易之交易標的相同、或可

比較無形資產，且該無形資產應用於同一市場或產

業中之相似產品或生產程序上。 

2、無形資產有相似獲利潛力，所謂獲利潛力可透過該

無形資產預期使用利益之淨現值求算而得。 

(二)調整期間： 

當公司無形資產移轉協議超過一年時，每年可能須

作期間調整，以確保無形資產移轉所給付價額符合與所

得相稱原則。無形資產使用所創造之所得可能因為若干

因素而每年不同，故權利金費率亦應改變，以反映該無

形資產獲利的變化。當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可免於期間

調整。 

1、當使用精確可比較對象，且該交易使用 CUT法評估，
第一年權利金給付額符合常規，以後年度即可免於

                                                 
145 Regulation 1.482-4(c)(1)。 

146 Regulation 1.482-4(c)(2)(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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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調整147。 

2、當使用非精確可比較對象，或使用 CUT以外之其他
方法評估每年權利金給付是否符合常規，須符合下

列要件方可免於期間調整148。 

(1)訂有涵蓋授權期間之書面契約，該契約上無期間

調整之條款，且該等控制契約與非關係企業成員

間所成立之契約類似。 

(2)自契約生效後，被授權人所執行功能未有重大變

化。 

(3)第一年權利金給付額符合常規，且再受查年度及

其以前年度內，由於該無形資產使用所賺取之利

潤為何約訂定時所預期之 80%－120%。 

3、由於不可預期的非常事件，致使實際總利潤位於預

期利潤 80%－120%的區間以外149。 

4、自契約訂定起連續五年內皆符合 80%－120%的利潤標

準，未曾作期間調整，以後年度即可免於期間調整150。 

(三)一次總額給付151： 

一次總額給付被視為在授權契約所涵蓋期間內約當

                                                 
147 Regulation 1.482-4(f)(2)(Ⅱ)(A)。 

148 Regulation 1.482-4(f)(2)(Ⅱ)(B)、(Ⅱ)(C)。 

149 Regulation 1.482-4(f)(2)(Ⅱ)(D)。 

150 Regulation 1.482-4(f)(2)(Ⅱ)(E)。 

151 Regulation 1.482-4(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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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流量之預付款，一次總額給付亦須作期間調整，

以確保所給付價款與所得相稱，同時亦適用期間調整之

例外規定。所謂約當權利金數額，係基於一次給付權利

金數額、適當折現率及該段期間內預計銷售額的前提

下，透過現值計算所得之各年權利金數額。每年約當權

利金數額再與各年度常規權利金比較，評估是否符合常

規、有無期間調整之必要。 

(四)附隨有形資產移轉之無形資產： 

一般而言，有形資產之移轉伴隨著無形資產，如商

標、專利及版權等，應按有形資產規定處理，然而評估

可比較對象之可比較性時，所附隨之無形資產應列入考

量。當採用可比較未受控制價格法時，未附商標之商品

不可作為受控制附商標商品之可比較交易152。 

第二項、我國實務見解： 

因為我國法制有關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規定並不明

確，且實施期間尚短，有關關係企業間無形資產轉讓交易是

否符合營業常規之判斷標準，目前實務上尚無明白表示見解

者。 

第三項、小結： 

如上所述，我國實務上尚未見有關無形資產轉讓交易是

否不合營業常規之案例，故應可參考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一．四八二條規定，就關係企業間有關無形資產轉讓交易

是否符合營業常規訂定常規報酬，惟依據美國及我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規定，自行發展的無形資產原則上並不入帳，其

                                                 
152 Regulation 1.482-3(c)(4)Examp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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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均作為當期費用，僅向外購買者才以取得成本入帳153。

當關係企業成員以自行發展的無形資產為交易標的時，應該

無形資產多半具有獨特性，而無類似的非關係人交易可供比

較，此時依該方法應考慮讓與者為發展無形資產所負擔之成

本，然該成本應如何認定並未明文。例如：建立技術可行性

以前所發生之支出是否均屬之﹔另下列各項支出是否亦均

包括：1、為研究發展目的而購置、或用於研究發展之材料、

儀器，及設備。2、研究發展人員之薪津及相關之人事費用。

3、向他人購買之無形資產而用於研究發展者，其無形資產

之成本。4、轉委託他人從事部份研究發展工作之成本。5、

與研究發展有關而經合理分攤之間接成本等。我國於參考該

施行細則訂定常規報酬時，就此部分應為明確的規定，以免

適用時之生疑義。 

 

第四節、勞務提供交易 

第一項、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 

一、原則： 

關係企業之成員為另一成員之利益而提供行銷、管理、

行政、技術上或其他勞務，而未計收酬勞或未合於常規計收

酬勞者，稅局得為適當調整以反映該勞務提供之常規酬勞154。 

二、例外： 

(一)任何調整應符合與該勞務有關的預期利益。惟若與

無控制關係企業間勞務提供相互比較，該預期利益

                                                 
153 鄭丁旺，前揭書，第 458 頁。 

154 Regulation 1.482-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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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過、間接或遙遠，則無需調整。例如，X 為依國
際航空公司，Y 經營旅館於各大城市，X 作航空廣
告時，畫面偶而出現 Y之旅館，縱然非廣告主要為
X之利益而作，然 Y會因該廣告而得招攬顧客之利
益，是故通常在非控制關係下，Y 仍應計付酬勞，
而 X、Y所得皆應受稅局調整155。 

(二)若該勞務之提供僅係受提供之關係企業本身勞務運

作之重複者，即通常不須加以調整。例如，公司之

財務人員審核關係企業 Y公司之財務計畫，而該財
務計畫係經 Y公司之財務人員分析後，呈請 X公司
審核 X公司並計畫之提供者156。 

三、常規勞務報酬： 

(一)原則： 

所謂常規勞務報酬係指關係企業成員之一方與非

關係企業成員或其他非關係企業成員相互間在類似的

交易條件下，提供就相同或相似勞務之獨立交易所計收

之報酬，無法以上述定義認定時，除勞務之提供屬提供

者或被提供者營業活動之一部份外。則以勞務提供者之

成本為認定標準157。 

(二)成本、費用之認定： 

1、計算常規勞務時，均應加以合理考量與該勞務有關

                                                 
155 Regulation 1.482-2(b)(2)(Ⅰ)。 

156 Regulation 1.482-2(b)(2)(Ⅱ)。 

157 Regulation 1.482-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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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直接或間接的成本、費用158。 

2、直接之成本、費用應包含與該勞務有關而可直接辨

認之酬金、紅利、旅費、支付費用、為提供勞務消

耗之物品及其他相當之費用159。 

3、間接之成本、費用指與上開費用有直接關係者，含

水電費、住居費用(折舊、稅金、租金、清潔維護

費) 、指導及助理人員之酬金及其他因(2)所生之經

常費用160。 

(三)應除外之成本、費用： 

1、非特別為受利益者所負擔之利息費用161。 

2、發行股份及維持股東關係之費用162。 

3、與該勞務無直接關係且為符合法令或政策所生之費

用163。 

(四)調整方法： 

1、如納稅人已基於合理會計原理自行調整其成本、費

用以反應常規酬勞者，稅局將不會影響其調整方

法。反之，稅局應視個別實際情形而作合於常規酬
                                                 
158 Regulation 1.482-2(b)(4)(Ⅰ)。 

159 Regulation 1.482-2(b)(4)(Ⅱ)。 

160 Regulation 1.482-2(b)(4)(Ⅲ)。 

161 Regulation 1.482-2(b)(5)(Ⅰ)。 

162 Regulation 1.482-2(b)(5)(Ⅱ)。 

163 Regulation 1.482-2(b)(5)(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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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之調整164。 

2、如酬勞之提供為有利於雙方者，其費用、成本應比

例攤派。縱然勞務提供者未增加設備支出費用(如電

子資料處理機之租用) ，其所有之成本、費用仍應

攤派165。 

3、稅局亦應考量納稅人為貸款人、管理者、少數股東、

合作投資者、客戶及可能投資者等人提出準備說明

書或分析書所支出之費用166。 

(五)主要營業活動之評估： 

以下勞務提供之情形屬於提供者或被提供者主要營

業活動之一。其常規報酬不等於提供該勞務之成本、費

用，而應考慮其與非關係人或非關係人間獨立交易中同

種類勞務之酬勞。 

1、該勞務之提供者或被提供者之營業活動即是從事於

提供類似勞務予其他非屬關係企業之第三者167。 

2、該勞務之提供為提供者之主要營業活動： 

(1)如該勞務與製造、生產、提煉或建築活動無關，

或雖與該等活動有關，但僅屬支援性質，則應依

下列程序評估之168： 

                                                 
164 Regulation 1.482-2(b)(6)(Ⅰ)。 

165 Regulation 1.482-2(b)(6)(Ⅱ)。 

166 Regulation 1.482-2(b)(6)(Ⅲ)。 

167 Regulation 1.482-2(b)(7)(Ⅰ)。 

168 Regulation 1.482-2(b)(7)(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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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勞務提供者在課稅年度內對關係企業成員

所提供勞務之成本，未超過該勞務提供者種

勞務成本的 25%，即推定該勞務提供非屬提

供者之主要營業活動。 

B、如勞務提供者在課稅年度內對關係企業成員

所提供勞務之成本，超過該勞務提供者種勞

務成本的 25%，則進一步就交易事實與環境

考量以決定所提供之勞務是否屬於提供者

之主要營業活動。 

(2)該勞務與製造、生產、提煉或建築活動有關，則

應根據交易事實與環境評估提供者所提供之勞

務否屬於其主要營業活動，並不適用上述 25%之

測試標準169。 

3、該勞務之提供為受提供者之主要營業活動： 

(1)該勞務之提供者具有特殊之能力提供該勞務，且

該勞務之價值顯著高於提供者負擔之成本、費用

者，則該勞務之取得為受提供者之主要營業活動
170。 

(2)受提供勞務者於課稅年度自其他關係人獲得相

當數量之勞務提供者。所謂相當數量係指勞務之

直接或間接成本費用超過受提供者當年度總成

本、費用(不含銷售成本)之 25%。納稅人並得主

張該年度之總成本、費用因特殊事故而過低，而

改採前三年平均成本、費用為計算 25%時之總成

                                                 
169 Regulation 1.482-2(b)(7)(Ⅱ)(B)。 

170 Regulation 1.482-2(b)(7)(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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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費用171。 

第二項、我國實務見解： 

因為我國法制有關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規定並不明

確，且實施期間尚短，有關關係企業間勞務提供之交易是否

不合營業常規，其判斷標準目前實務上尚無明白表示見解

者。 

第三項、小結： 

如上所述，我國實務上尚未見有關勞務提供是否不合營

業常規之案例，故應可參考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

八二條之規定，就關係企業間有關勞務提供之不合營業常規

交易，訂定常規勞務報酬。 

一、可就勞務之提供是否屬於關係企業成員之主要營業活動

區分，應按常規原則計價或按提供勞務之成本計價。如

屬主要營業活動，則勞務提供者之目的係基於營利，故

應按常規交易原則計收勞務報酬，該勞務報酬因含有利

潤，故通常均較勞務之提供成本為高；如非屬主要營業

活動，則其目的僅係為了提供關係企業成員少許的協

助，而非基於獲利，且因該勞務之提供僅屬偶一為之，

對於關係企業之少數股東、債權人之權益影響不大，故

可允許其按勞務提供成本、費用計收勞務報酬。 

二、若關係企業成員為另一成員之利益提供勞務，但該利益

與無控制關係企業間勞務提供相比太過於間接，該方法

即認為該勞務提供非屬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而將之排

除，可避免法規過於嚴苛，而不切合實際。 

                                                 
171 Regulation 1.482-2(b)(7)(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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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該方法優先以關係企業成員向非關係企業收取之報酬，

作為決定常規勞務報酬之標準，可使決定常規價格之交

易情境貼近於該勞務提供之交易情境，而使常規價格更

符合控制交易在非控制下應有之交易價格。 

 

第五節、融資交易 

第一項、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 

一、原則： 

如關係企業成員直接或間接借款或給付預付款予另一

成員或以其他方法成為其債權人，且其相互之間並未計收利

息或以不相當於常規利率計收者，稅局得為適當調整以反映

其使用該等借款或預付款之常規利率172。 

二、例外： 

(一)關係企業成員間之應收款項自其發生日起兩個月內

免計利息，自第三個月起方開始計收利息173。 

(二)關係企業成員間之應收款項，如債務人為國外關係

企業其免計息之期間為三個月，自第四個月起方開

始計收利息174。 

(三)如關係企業成員之賣方所屬之產業中，非關係企業

成員間對於相似交易條件所產生之應收款項，允許

                                                 
172 Regulation 1.482-2(a)(1)(Ⅰ)。 

173 Regulation 1.482-2(a)(1)(Ⅲ)(B)。 

174 Regulation 1.482-2(a)(1)(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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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計息之期間較長者，則以該期間為免計息期間175。 

(四)如關係企業成員之買方係自關係企業成員之賣方購

得財產，未經再製加工即將之轉售予國外之非關係

企業成員，即免計息之期間為關係企業買方在轉售

予外國非關係企業成員之平均收款期間加計 10

日。惟其合計期間不得超過 183 日，且平均收款期

間應就同一產品類別及同一國家分別計算176。 

三、常規利率： 

(一)原則： 

所謂常規利率係指債務發生之時，關係企業成員與

非關係企業成員間或非關係企業成員相互間在相似交易

條件下所計收之利率，交易條件之相似性應就借款之金

額、期限、擔保、借款人之信用及貸予之關係企業成員

與非成員間相似融資之利率加以考量177。 

 

(二)例外： 

1、如該等借款或預付款係債權人向他人借得而轉貸予

債務人者，則常規利率為債權人向他人借款所實際

支付之利息，加上貸款予債務人所支出之成本或費

用總和。惟納稅義務人如能依前開原則提出更適當

                                                 
175 Regulation 1.482-2(a)(1)(Ⅲ)(D)。 

176 Regulation 1.482-2(a)(1)(Ⅲ)(E)。 

177 Regulation 1.482-2(a)(2)(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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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率者不在此限178。 

2、如債權人非係經常從事於該等款項之借予或預付款

之給付者，其常規利率之計收如下179： 

(1)如實際計收之利率大於有效聯邦利率，而小於有

效聯邦利率之 130%，則以其實際計收之利率為

常規利率。 

(2)如未計收利息，或其計收利率小於有效聯邦利

率，則以有效聯邦利率為常規利率。 

(3)如實際計收之利率高於有效聯邦利率之 130%，

則以有效聯邦利率之 130%為常規利率。 

(4)如納稅人能依前開原則提出更適當之利率，則以

其利率為常規利率。惟實際計收之利率大於有效

聯邦利率 130%而小於依前開原則計算之利率，

或該利率小於有效聯邦利率而大於依前開原則

計算之利率，則以其實際計收之利率視為常規利

率。 

第二項、我國實務見解： 

一、財政部七十四年六月六日台財稅第一七一五六號函： 

「關係企業相互融資不計收付利息，如彼此因適用之所

得稅級距稅率不同，依本部 72 台財稅第 38225 號函釋規定，

應同時作帳外調整，分別列報利息收入及利息費用時，可以

銀行公會公布之銀行一年期信用放款利率為準；惟如融資期

                                                 
178 Regulation 1.482-2(a)(2)(Ⅱ)。 

179 Regulation 1.482-2(a)(2)(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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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銀行利率調整時，應逐次按調整前後期間之利率分別計

算。」 

二、財政部七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九三三一號

函： 

「××麵粉公司與○○麥片公司相互間借貸款項之利息

收入與利息支出，應准適用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

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說明：二、××麵粉公司與○○麥片公

司之負責人及股東均屬相同，其於七十一年度以融資資金轉

貸予○○麥片公司，雙方雖收付利息，惟○○麥片公司該年

度經核定虧損，××麵粉公司以低於融資成本之利率計收利息

收入，顯有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藉以減少納稅義務，應依

主旨辦理。」 

三、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五九三號： 

「又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企業間相互融資，不計收付利

息，如彼此因適用之所得稅級距稅率不同，則有規避或減少

納稅義務之可能，受託辦理所得稅查核簽證申報之會計師，

應依營業常規同時作帳外調整，分別列報其他收入及利息費

用，其利率可以銀行公會公布之銀行一年期信用放款利率為

準，復經財政部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台財稅字第三八二二

五號及七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台財稅字第五○七○九號函釋

有案。本件原告七十六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列

報利息收入新台幣(下同) 三、六○三元，被告初查後，以

原告七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轉讓東華合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東華公司) 股票三、○○○、○○○股予其關係企

業新鐘投資有限公司 (以下稱新鐘公司) ，總價一三九、六

○○、○○○元，至年底仍列應收帳款一一五、四七○、○

○○元，應設算利息收入，乃調整增列利息收入為八、二○

七、七八二元。原告申請復查，被告以其係於七十六年四月

二十四日透過第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東華公司股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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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股予其關係企業新鐘公司總價一三九、六○○、○○○

元，僅取得現款二四、一三○、○○○元，餘款一一五、四

七○、○○○元以借貸轉讓方式列應收款，至期末尚未歸

還，而新鐘公司七十六年度申報為虧損，與原告所適用之所

得稅級距稅率不同，其間顯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

或減少納稅義務情形，原核定依財政部上開兩號函釋，就其

本年度之上開應收款，依當年度一年期信用放款利率百分之

九，核計利息收入八、二○七、七八二元併課其營利事業所

得稅，並報經財政部函准核備，並無不合。」 

第三項、小結： 

我國實務見解主要係以銀行公會公佈之銀行一年期信

用放款利率為常規利率，並未考量融資交易之金額、期限、

擔保、借款人之信用及貸款人之其他貸款情形，是乎過於粗

糙。如能參考美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一．四八二條規定對

於關係企業間不合營業常規之融資交易訂定原則性的常規

利率，並針對特殊性融資交易(轉融資交易或非經常性融資

交易等)訂定特別得常規利率，則一方面當融資交易符合一

定要件時，以特定的利率為常規利率可收客觀明確之效，另

一方面當融資交易不符合一定要件時或納稅義務人依原則

性規定提出之利率較適當時，則允許納稅義務人舉證證明常

規利率，不僅符合舉證分配原則，亦具有追求個案正義之功

且其考量之因素包括融資交易之金額、期限、擔保、借款人

之信用及貸款人之其他貸款情形，其考量之內容較為廣泛，

使常規利率較切合該控制交易應有之公平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