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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line for submitting CbCR and MF  

 

The 3-tiered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regime is applicable to fiscal years 

beginning on or after January 1, 2017 (FY2017).  The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CbCR and MF of FY2017 is by the end of one year after FY2017. Companies who 
adopt calendar years as accounting years should submit CbCR and MF by 
December 31, 2018 for tax returns of FY2017. However, if the foreign ultimate 
parent’s accounting year is in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group member in Taiwan, 
the Taiwan member may apply for postponing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ultimate parent’s accounting year. For example, if the ultimate 
parent’s FY2017 for preparing CbCR is “4/1/2017 to 3/31/2018” and the Taiwan 
member adopts “1/1/2017 to 12/31/2017” for FY2017, the Taiwan member can 
apply to tax authorities by December 31, 2018 for approval of submitting CbCR by 
March 31, 2019. 
 

跨國企業請留意應提示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之時間 

 

移轉訂價三層報告規定自 106 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於辦理 106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如屬應送交國別報告書表及集團主檔報告者，依規定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年內送交。倘境

外最終母公司之會計年度與我國營利事業成員會計年度不一致，致未能於我國營利事業成員

會計年度終了後1年內完成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得於原定送交期限前向稽徵機關申請，

於其境外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1 年內送交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舉例說明，跨國

企業集團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為 4 月制，其於我國營利事業成員 A 公司會計年度為曆年制，

該集團 106 年度國別報告會計期間為 106 年 4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A 公司得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於其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1 年內(即 108 年 3

月 31 日前)送交國別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考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7-11-1 財政部新聞稿：跨國企業請留意應提示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之時間 

因應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增訂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之我國境內營利事業於辦理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併同揭露應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之境內其他成員、最

終母公司及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等相關資料之規定，如屬應送交國別報告書表及集團主檔報告者，請

特別注意送交時間、方式及地點（如附表）。  

南區國稅局特別說明，倘跨國企業集團之境外最終母公司之會計年度如與我國營利事業成員會計年度

http://www.alliancetaip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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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致未能於我國營利事業成員會計年度終了後 1 年內完成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得於原定

送交期限前向稽徵機關申請，於其境外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1 年內送交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

告；經核准者，除有特殊情形，不得變更。 

舉例說明，跨國企業集團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為 4 月制，其於我國營利事業成員 A 公司會計年度為曆

年制，該集團 106 年度國別報告會計期間為 106 年 4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A 公司得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於其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1 年內(即 108 年 3 月 31 日

前)送交國別報告。 

國稅局呼籲，所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其應提示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者，務請留意報告送交之相

關規定。 

附表: 

文據內容  集團主檔報告  國別報告 

書表格式  未規定格式  財政部核定格式 

送交時間 會計年度終了後一年內(即 107 年 12 月 31 日) 

送交方式及地點 以光碟片或紙本送交所在地稽徵機關。 

檔案格式 PDF文件檔 (1)使用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提供之申報

軟體（網址 http://tax.nat.gov.tw)。 

(2)符合國別報告資訊交換之國際標準格式(XML)。 

 

107-10-24 財政部新聞稿：跨國企業應於 107 年 12 月底前送交集團主檔及國別報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為因應國際移轉訂價發展趨勢，提升課稅資訊透明度，我國導入移轉訂價三

層文據架構，並自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有營利事業

成員（含最終母公司），如符合送交門檻，須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者，依規定應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一年內（即 107 年 12 月底前）送交所在地稽徵機關。 

該局說明，轄內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跨國企業集團成員近 2,600 家，揭露符合應

由我國境內營利事業成員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分別為 250 件及 230 件，以電子業居

多。 

提交上開報告期限 12 月底將至，為提醒營利事業如期完成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該

局特別整理送交報告重點如下： 

一、營利事業應送交集團主檔報告規定 

(一) 適用門檻：營利事業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達新臺幣 30 億元，且全年跨境受控交

易總額達新臺幣 15 億元。 

(二) 送交方式：營利事業可採紙本或經掃瞄後以光碟片方式，送交所在地稽徵機關。 

(三) 送交內容：集團主檔報告應涵蓋內容，包括跨國企業集團之組織結構、經營狀況概述、無形資產、

集團成員間之融資活動及財務稅務情形。      

二、營利事業應送交國別報告規定 

http://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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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用門檻：集團前一年度(即 105 年度)合併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270 億元。 

(二) 送交方式： 

1. 紙本方式：依規定格式填寫國別報告（含附表），連同國別報告封面以紙本送交所在地稽徵機

關。 

2. 媒體申報：使用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tax.nat.gov.tw/）提供之申報軟

體建檔，轉檔為媒體申報光碟檔案資料，並自行利用該網站提供之審核程式檢測無誤後，採用

媒體申報方式，檢齊媒體光碟、媒體檔案遞送單，連同國別報告封面向所在地稽徵機關送交。 

3. XML 格式之媒體申報：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職（OECD）規範之國別報告資訊交換 XML 格式

建檔（包括表 1、表 2、表 3 及附表-跨國企業集團國別報告成員名單）並存放於光碟，採用

媒體申報方式，檢齊媒體光碟、媒體檔案遞送單，連同國別報告封面向所在地稽徵機關送交。 

(三) 送交內容：依規定格式列示跨國企業集團於各租稅管轄區之所得、稅負及營運活動分配概況。 

該局特別提醒，前述集團主檔報告封面、國別報告封面及相關書表，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下載使用。營利事業請注意送交報告期限，以免逾期受罰。 

http://tax.nat.gov.tw/
https://www.etax.na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