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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適用投資抵減系統

生技醫藥公司投資機械設備或系統適用投資抵減

申報及操作說明

線上申請及更多資訊：https://www.bioidb.org.tw

11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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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大綱

申辦須知
-法規依據與申辦前需準備上傳之文件(電子檔)一

投資抵減系統
- 首頁與會員註冊注意事項二

申辦作業
-建立新申辦作業、基本資料、投資計畫書、支出項目清單、計畫送審

三

查詢與下載
－查詢申辦資料、支出項目清單匯出、訊息功能、審查核定通知四

附錄-申辦流程、聯絡資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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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辦須知-法規依據

⚫ 本申辦作業為依據「生技醫藥公司投資機械設備或系統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下稱本辦法)」辦理

應符合之資格條件
(本辦法第2條規定)

購置全新機械、設備或系統抵減優惠
(本辦法第3、5條規定)

申請方式與時程
(本辦法第10條規定)

一.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經經濟部審定為生技醫藥
公司且於審定函有效期間
內，未經撤銷或廢止。

三.最近三年未因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經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者。

一.全新機械、設備或系統係指生技醫藥
公司為從事生產製造或受託開發製造
生技醫藥品項所購置專供生產製造且
屬資本支出之全新機械、設備或系統。

二.同一課稅年度(以交貨之年度為準)投
資前述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1,000萬
元以上、10億元以下，得上線申請並
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
擇定以支出金額5%抵減當年度營所
稅或支出金額3%於3年內抵減，並以
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30%為限。

一.申請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者，
應於辦理投資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
前4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
內（曆年制為1至5月），登
錄本申辦系統進行填報。

二.未於申請期間內登錄並上傳
成功完成申辦作業者，不予
受理；並經本系統通知申辦
完成者，不得再次申請或登
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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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辦須知-申辦前需準備上傳之文件(電子檔)

準備文件內容

一. 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 (包函增列品項核准函)
二. 公司設立登記表或最新之公司變更登記表 (正式函文或影本之掃描檔)
三. 適用本次申請支出項目之相關證明文件:

1.自行由國內購置（包含經由代理商、經銷商或貿易商購置）：
 統一發票及付款證明影本。
 交貨證明文件影本或相關文件。

2.自行由國外進口：
 付款證明影本。
 海關核發之進口報單影本、註明運輸工具到港日期之進口證明書影本或相關文件。

3.以融資租賃方式向租賃公司購置：
 統一發票及付款證明影本。
 租賃契約書影本。

4.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轉供自用之統一發票或帳載紀錄、委託他人製造所取具之統一發票及付款證明影本。
 成本明細表、委託製造契約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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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抵減系統 -首頁(https://www.bioidb.org.tw)

1. 首次使用請先加入企業會
員，以進行後續申辦作業。

2. 帳號為公司統一編號登錄

如有申辦及系統操作問題，請
參考問答集或電洽系統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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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抵減系統 -會員註冊注意事項(1/2)

2

請詳閱本系統會員服務
條款並勾選同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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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抵減系統 -首會員註冊注意事項(2/2)

系統通知均透過Email
請務必填報正確資訊，
以免資訊未正確送達

公司統編即登入帳號。

聯絡人請填寫申辦同仁資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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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辦流程-建立新申辦作業(1/2)
⚫ 請於登入本申辦系統後，點選「新申辦作業」及「申請項目」 1

2

3

新申辦作業

請勾選申請項目

請勾選



9

三、申辦流程-基本資料

1

2

3

1.基本資料請填寫申請年度之公司基本概
況，如公司基本資料、規模及員工總人
數等。

2.請填寫之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核發日期。
3.請上傳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及公司設立
或變更登記表。

⚫ 請填寫公司基本資料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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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辦流程-投資計畫書(1/2)

1

2

1.請填寫本次申辦設備投抵之投資計畫名稱。
2.請勾選本次購置設備所運用生產製造之生技醫藥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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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辦流程-投資計畫書(2/2)

3

4

3.請依序填寫投資計畫及目的之內容，包含本次
購置設備所運用之生技醫藥項目生產製程、設
備名稱及投資效益等。

4.請勾選本投資計畫之質化及量化效益。
5.請填寫新增僱用員工人數。

5



三、申辦流程-支出項目清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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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勾選[購置形式]並檢附該投資支出項目所需檢附之文件(如下):

自行由國內購置（包含經由代理商、經銷商或貿易商購置）：
1.統一發票及付款證明影本。
2.交貨證明文件影本或相關文件。

自行由國外進口:
1.付款證明影本。
2.海關核發之進口報單影本、註明運輸工具到港日期之進口證明書影
本或相關文件。

以融資租賃方式向租賃公司購置:
1.統一發票及付款證明影本。
2.租賃契約書影本。

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1.轉供自用之統一發票或帳載紀錄、委託他人製造所取具之統一發票
及付款證明影本。

2.成本明細表、委託製造契約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提醒:
統一發票或付款證明文件影本應載明或另提示投資清單之品名，以利本部審核投
資清單時與統一發票或付款證明文件進行勾稽。



三、申辦流程-支出項目清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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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請填寫購置機械設備或系統名稱



三、申辦流程-支出項目清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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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請填寫本項目之金額、交貨日期、設備資訊等，並於「用途」
說明本項目符合生產製造用之生醫設備，其規格或效能運用於生
技醫藥品項及整體投資計畫中，所具備之關鍵角色。另投資抵減
僅能針對自籌款申請，若本項設備曾取得政府補助款，請填補助
款金額，系統會自動扣除。



三、申辦流程-計畫送審(1/2)
1

1. 基本資料

2.投資計畫書

3.投資項目說明

1. 此頁面將完整顯示所填報之申請資料(如基本資料、
投資計畫書、投資項目等)，供申請人再次檢視資料之
正確性及上傳檔案之有效性。



三、申辦流程-計畫送審(2/2)

1. 基本資料

2.投資計畫書

3.投資項目說明

2.申請資料確認無誤，即可至頁面最下方點選「確定送審」，完成申辦作業。

***請注意案件送審後，無法再退回修正***
***請於申辦截止日前送審，逾時無效***

提醒您：
a.請務必再次確認填報資料正確性及上傳之檔案是否有效。
b.請務必於當年度報稅時，一併申報抵稅。
c.本系統係供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會員申請及核定投資計畫與購置
項目使用，系統加總試算之投資額僅供會員核對參考，實際抵減金額仍以稅
捐稽徵機關核定為準。

3. 送審後，投資計畫書會轉成pdf檔，供自行下載留存。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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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與下載-查詢申辦資料

完成線上申請後-點選申辦作業中的申辦歷程

有四種審核狀態：
1. 尚未送審，顯示「案件未送審」
2. 送審成功，顯示「完成線上申請」
3. 進入審查作業，顯示「審查中」
4. 完成審查，顯示「完成審查」

送審之後僅能查看，
無法修改或刪除

1

2 3

1. 送審後，投資計畫書會轉成pdf檔，供自行下載留存。
2. 支出項目清單匯出為.A14-1，申請人若使用營所稅電子
結算申報系統，則可下載此檔案，匯入電子結算申報
系統之A14-1之投資抵減明細表。
匯入檔案時請注意請勿自行更改內容或檔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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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與下載-訊息功能

1

2 3

系統提供「訊息」功能，讓申
請人與審查人員針對申請案件
進行溝通，當執行訊息功能時
(發送訊息或上傳檔案)，系統
會發送罐頭通知信件，申請人
可上系統查看及回應：
1. 點選申辦作業中的「申辦歷
程」

2. 當案件進入審查狀態時，訊
息功能方可使用

3. 點選「訊息」查看訊息歷程
4. 於訊息對話框輸入文字或上
傳檔案後，點選「發送訊息」

5. 往來訊息內容將會顯示於此，
當案件「完成審查」後，申
請人將無法再使用訊息功能。

✽訊息發送前請確認訊息內容，發送

後無法編輯或刪除。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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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與下載-審查核定通知

1

主管機關完成審查後，系統會自動寄發通知信至聯絡人
信箱，登入查詢後，審核狀態會顯示「完成審查」，並
顯示承辦人員姓名，以及提供審查核定通知書檔案下載，
申請人下載後請自行留存。

✽本通知書僅就申請人投資計畫與購置項目進行核定，
最終抵稅金額請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為準。

2
投資計畫書核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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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申辦流程

X年度完成設備交貨
並具備仍有效之

生技醫藥公司公司審定函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稅捐稽徵機關

依系統格式填報並上傳
1. 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及公司

設立登記表(或變更登記表)。
2. 支出項目有關之證明文件
3. 機械設備系統型錄或說明書

辦理X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
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與支
出項目有關之證明文件，送請
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若逾期未
申報則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系統受理申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基本資
料、投資計畫書、支出項
目清單等內容進行審核

X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截止日後七個月內
完成核定，由系統發送核
定結果

受理廠商申報

稅捐稽徵機關依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結
果，核定其X年度之投資
抵減稅額

X+1年
(以歷年制申報為例)

1-5月底

5月

12月底

(先抵稅減輕賦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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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適用投資抵減系統https://www.bioidb.org.tw
•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 承辦單位：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BPIPO)
• 業務諮詢：02-2655-8133 洽各業務承辦人或下方窗口

業務諮詢 聯絡窗口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業務相關(1) 鄭匡鑐 (02)2700-8505#11 ru@biopharma.org.tw

申請業務相關(2) 邱玉婷 (02)2754-1255#2307 milly@biopharma.org.tw

系統操作相關 周政忠 (02)2655-8133#102 j610520@biopharma.org.tw

https://www.bioidb.org.tw/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