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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經濟篇

行政規則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1 日

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 10404043450 號

一、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104 年 6 月 30 日以前發布之遺產及贈與稅釋示函令，凡未編入 104 年版
「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者，除屬當然或個案核示、解釋者外，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非
經本部重行核定，一律不再援引適用。
二、凡經收錄於上開 104 年版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及前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函令，
可繼續援引適用。
部

長 張盛和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1 日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令

中企策字第 10401009390 號

修正「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要點」第四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要點」第四點
處

長 葉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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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中企策字第 10201006680 號令訂定
（103 年 1 月 27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18 日中企策字第 10301003780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6 日中企策字第 10401004350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1 日中企策字第 10401009390 號令修正

四、貸款對象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且具備下列各款條件之一者，得申貸本貸款（相關
應備文件及說明如附件）：
(一) 登記負責人年滿二十歲至四十五歲或申貸企業曾獲政府各類創業貸款，上開應具自行研發
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流程、服務（包含技術服務、知識服務、商業服務）能力。
(二) 曾獲政府相關創新獎項，如：經濟部技術處（以下簡稱技術處）之總統創新獎、國家產業
創新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之國家發明創作獎；本處之中小企業創新
研究獎；或其他國內外經認定具有創新研發相關評核指標之獎項，該項指標至少占整體權
重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 曾獲政府研發補助，如：本處之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
稱工業局）之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技術處
之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經濟部商業司（以下簡稱商業司）之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等。
(四) 曾與國外之企業、政府機構或學術、研究機構、法人機構有品牌、通路或技術等合作；或
接受國外之企業等單位委託開發、提供技術服務或其他研究發展等。
(五) 獲政府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策略性製
造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或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信託投資專戶投資。
(六) 經核准在科學工業園區內成立之科學工業；經政府設立或核准之工業園區、軟體園區、科
技園區、技術園區、產業創新園區等之企業，且具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
流程、服務（包含技術服務、知識服務、商業服務）能力。
(七) 經向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登錄創櫃板並已獲同意進行輔導，或已登錄創櫃板。
(八) 符合金融挺創意產業之企業，且具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流程、服務（包
含技術服務、知識服務、商業服務）能力。
(九) 最近三年期間之員工數或營業額之複合平均年成長率超過百分之二十，且觀測起始年之員
工數門檻至少要十人以上。以營業額認定之企業，另需符合自觀測年起連續三年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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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第四點條件之應備文件及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
條件

應備文件及證明

(一) 登記負責人年滿二十歲至四十五歲或申貸 檢附下列其一文件：
企業曾獲政府各類創業貸款，上開應具自 一、專利權權利書影本。
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流 二、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流
程、服務（包含技術服務、知識服務、商

程，其最近三年度其中一年之研發費用應

業服務）能力。

占營業淨額比例至少百分之二。營業淨額
係指：營業收入總額減去銷貨退回及銷貨
折讓。
三、服務創新部分：檢附獲政府（中央、直轄
市及各縣市）核發獎項或獎（補）助之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補助包括產學合作學校
轉發政府補助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 曾獲政府相關創新獎項，如：技術處之總 檢附政府（中央、直轄市及各縣市）頒發創新
統創新獎、國家產業創新獎；智慧局之國 獎項證明文件影本。
家發明創作獎；本處之中小企業創新研究
獎；或其他國內外經認定具有創新研發相
關評核指標之獎項，該項指標至少占整體
權重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 曾獲政府研發補助，如：本處之小型企業 檢附政府（中央、直轄市及各縣市）或接受政
創新研發計畫（SBIR）；工業局之產業升 府委託授權計畫執行單位核發之研發補助相關
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協助傳統產業技術 證明文件影本。
開發計畫（CITD）；技術處之 A+企業創
新研發淬鍊計畫；商業司之服務業創新研
發計畫（SIIR）；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地方型 SBIR）等。
(四) 曾與國外之企業、政府機構或學術、研究 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合約書、授權書
機構、法人機構有品牌、通路或技術等合

等）影本。

作；或接受國外之企業等單位委託開發、 二、惟對於關係企業之委託或單純屬於委託生
產而缺乏相關創新研發情形者，則予排

提供技術服務或其他研究發展等。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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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獲政府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加強 檢附出具本處、工業局或文化部之投資核准函
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策 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影本）；公司股東名
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文化創意 冊記載國發基金投資專戶或中小企業創業育成
產業實施方案或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信託投 信託投資專戶等表彰政府投資資金之出資額、
資專戶投資。

持股比率等字樣文件影本。

(六) 經核准在科學工業園區內成立之科學工 一、科學工業園區之科學工業：檢附依科學工
業；經政府設立或核准之工業園區、軟體

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完成公司

園區、科技園區、技術園區、產業創新園

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區等之企業，且具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 二、工業園區、軟體園區、科技園區、技術園
品、技術、製程、流程、服務（包含技術

區、產業創新園區等之企業，檢附下列其

服務、知識服務、商業服務）能力。

一文件：
(一) 專利權權利書影本。
(二) 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
流程，其最近三年度其中一年之研發費
用應占營業淨額比例至少百分之二。營
業淨額係指：營業收入總額減去銷貨退
回及銷貨折讓。
(三) 服務創新部分：檢附獲政府（中央、直轄
市及各縣市）核發獎項或獎（補）助之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補助包括產學合作學
校轉發政府補助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七) 經向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登錄 檢附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出具之同意接
創櫃板並已獲同意進行輔導，或已登錄創 受輔導或登錄創櫃板函文影本。
櫃板。
(八) 符合金融挺創意產業之企業，且具自行研 檢附下列其一文件：
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流程、服 (一) 專利權權利書影本。
務（包含技術服務、知識服務、商業服 (二) 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製程、流
務）能力。

程，其最近三年度其中一年之研發費用應
占營業淨額比例至少百分之二。營業淨額
係指：營業收入總額減去銷貨退回及銷貨
折讓。
(三) 服務創新部分：檢附獲政府（中央、直轄
市及各縣市）核發獎項或獎（補）助之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補助包括產學合作學校
轉發政府補助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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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最近三年期間之員工數或營業額之複合平 一、檢附四年期間員工數或營業額等相關文件
均年成長率超過百分之二十，且觀測起始

影本。以營業額認定之企業，另檢附三年

年之員工數門檻至少要十人以上。以營業

獲利資料。

額認定之企業，另需符合自觀測年起連續 二、員工數以臺閩地區勞工保險機構受理事業
三年獲利。

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
三、為避免比較基準不同，排除成立於觀測起
始年之企業。
四、複合平均年成長率計算方式如下：
．營業額

．員工數

公告及送達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6 日

財政部公告

台財稅字第 1040456594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財政部。
二、法律依據：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
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本草案內容另詳載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law-out.mof.gov.tw）
「草案預告論壇」項下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行政院公報之翌日起 7 日內
陳述：
(一) 承辦機關：財政部賦稅署
(二) 地址：臺北市愛國西路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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