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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的話
總裁的話

敬愛的勤業眾信讀者們：

2015年仍將是一個充滿挑戰、機會、突破跟成長
的一年！謹代表勤業眾信全體同仁祝福您吉慶有
餘、羊年財順！

在2014年間我們一起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也一
起探討了許多產業焦點議題，包含延續2013年的
食安問題，讓全體人民再次聚焦企業責任議題；年
末的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九合一選舉結果，也將帶
給台灣政經環境的改變；勤業眾信甫於2014年末
舉辦華人特色醫藥CEO論壇，齊聚產業巨擘討論台灣醫療生技產業如何在全球化
浪潮中發展自身的競爭力，更從中發掘台灣產業堅強的實力以及進軍全球市場的
決心。

面對2015年又將是嶄新的大環境變化，勤業眾信通訊編輯團隊，將持續提供您專
業的產業解析，整合全球Deloitte資源，帶給您審計、稅務、財務顧問、企業風險
管理、管理顧問等五大領域之領航資訊，承諾帶給您第一手產業觀察分析，讓您
隨時掌握潮流趨勢、展望未來！

最後，再次銘謝勤業眾信通訊超過兩萬名讀者長久以來的支持，未來勤業眾信團
隊將持續扮演企業的最佳伙伴，與您一同開展更燦爛的2015年。

祝福各位讀者朋友

健康喜樂 萬事如意 羊年行大運

勤業眾信集團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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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政弘
審計部 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over Story

2015趨勢解析《審計篇》
羊年吉祥 證券市場最新法規總整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 郭政弘營運長

自金管會98年5月14日公布「我國企業採用國際

幅度已逾三分之ㄧ，為縮小我國會計準則與國

會計準則之推動架構」後，已歷四年餘，金管

際間之版本差異，於103年1月29日發布「我國

會表示第一階段適用IFRSs之公司業已順利採用

全面升級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版本之推動架

IFRSs編製財務報告並如期公告申報，今(104) 年

構」，規劃採循序漸進分兩階段方式推動國內

則進入推動架構之第二階段(非上市上櫃及興櫃

版本升級。自今(104)年起，為推動架構之第二

之公開發行公司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

階段，由2010年版升級至2013年版(不包含IFRS9
「金融工具」)：即以版本為基礎，認可IASB發

而金管會有鑑於目前IASB所發布準則已與我國產
生數個版本差異，考量2013年版IFRSs與第一階
段所採用之2010年版間已有若干差異，且變動

布之各號公報，適用對象包括已採用IFRSs以及
預計於104年採用IFRSs之公開發行公司，而依計
畫，將自106年起採逐號公報認可制。

註：
1：第一階段公司（含上市櫃公
司、興櫃公司及金管會主管之
金融業）已自102年開始依2010
年版IFRSs編製財務報告。
2：第一階段公司及第二階段
公司(非上市上櫃及興櫃之公開
發行公司)自104年起一致採用
2013年版IFRSs編製財務報告。
3：自106年起不限定版本，就
各號IFRSs公報逐號評估認可後
適用。
4：係指IASB發布生效實施之版
本，包括未經金管會認可者。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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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升級為IFRS 2013年正體中文版 修正各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依前段所述，為配合我國將於104全面升級採用2013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及配合國內目前實施
IFRSs情形檢討現行規定以維持適度監理，金管會已於近期修正各行業(包括一般證券發行人、期貨
商、保險業及金融控股、銀行及票券金融業)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首先就「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之主要修正重點彙於下表：
主要修正重點

重點內容

影響

一、會計估計變動

會計估計事項中有關折舊性、折耗性資產耐用年限、折
舊（耗）方法與無形資產攤銷期間、攤銷方法之變動，
及殘值之變動，應將估計變動之性質、估計變動能提供
可靠且更攸關資訊之理由，洽請簽證會計師就合理性分
析並出具複核意見，作成議案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公告申報，並提報最近一次股東會。(第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

明定會計估計變動無須計算追溯調整之影響數。(釐清法
令字義上解讀之疑義)

二、關係人範疇

能證明不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者外，應視為實
質關係人(第十八條第一項)

將聯合控制亦納入屬實質關係人之範疇(與目前實務作法
相同)

三、揭露員工人數

本期發生之員工福利、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
總表(第二十三條格式八之七)

新增企業應於加註員工人數資訊。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公允價
值變動金額屬信用風險所產生者，除避免會計配比不當
之情形或屬放款承諾及財務保證合約須認列於損益外，
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第十條第三項第三款第三目)

舊版規定為，對「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列入損益，屬企業信用風險所
產生者，並應附註揭露。
IFRS 9(2013.11)修正規定，除持有供交易之負債外，負債
信用風險之影響不應影響損益，故「指定為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但屬企業信用風險所產生者須列為其他綜合損益。(單獨
提前適用IFRS 9此項規定。)
[影響]
影響損益之認列，公允價值變動屬企業信用風險所產生
者，若為利益將不能分配。

發行人得選擇將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
餘或其他權益並於附註中揭露。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
數認列於其他權益者，後續期間不得重分類至損益或轉
入保留盈餘。(第十一條第二項)

舊版規定為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可採一次認列或分期
認列，且僅得轉入保留盈餘。新版規定為確定福利計畫
之再衡量數僅得採一次認列，可選擇轉入保留盈餘或列
為其他權益。
[影響]
企業仍應審慎評估選擇會計政策並一致採用。
選擇將再衡量數累積於其他權益之公司，原則上應自始追
溯，惟金管會考量實務作業困難亦允許已採用2010年版之
第一階段公司(精算損益已全數調整保留盈餘)，若追溯適
用實務上有重大困難者，得不調整轉換日（2012.1.1）已
列入保留盈餘之應計退休金負債差異數，於2012.1.1後之
再衡量數始選擇列報於其他權益項目。

•應依IAS 19規定揭露，包括確定福利計畫對未來現金流
量之金額、時點及不確定性之影響等資訊。
•揭露IFRS 13公允價值資訊。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與負債。(第十五條第二十二
款、三十款及第三十一款)

配合版本新增IAS 19及IFRS 13之揭露規定。惟於2015年
由2010年版升級為2013年版之企業，2015年財務報告無
須列示比較期間2014年之IAS 19敏感度分析，亦無須依
IFRS 13揭露比較資訊。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與負債係IFRS 問答集既有之規
定，目前實務上已納入財報之編製，今將規定明訂於編
準中。

四、指定為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
債其公允價值
之變動

五、再衡量數之會
計政策

六、新增年度財報
附註資訊

七、新增期中財報
資訊

期中財務報告應揭露自前一年度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具重
大性之事項或交易，除依IAS 34規定辦理外，應揭露下列
資訊：
一、依IAS 8應揭露之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影響。
二、金融工具所產生之風險及風險管理。
三、應收款項之帳齡分析及備抵呆帳變動情形與減損評估。
四、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與負債。
五、外幣貨幣性項目有關匯率風險之敏感度分析。(第
二十條第二項)

增加期中財報資訊之揭露內容。
預為因應104年編製期中財報之準備，建議公司及早準備
103年比較資訊。

註：完整內容請詳參發布修訂證券發行人財報編製準則(金管證審字第10300293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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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主要係參採上開

新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

證券發行人之修正內容作修正，比較大的不同

金管會證期局於103年9月22日公告修正「公開

點，在於保險業、銀行、票券金融業及金融控

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其主

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已修正放寬嗣後僅於

要係參考美國COSO更新報告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編製年度財務報告時，始須編製重要會計項目

三大目標及五大組成要素之相關內涵，並配合

明細表。該修正，實質上減輕金融特許事業原

該報告強調公司治理觀念及考量國內實務需加

本於編製期中個體財務報告時亦須編製會計項

強事項，增訂相關控制作業等。

至於期貨商、保險業及金融控股、銀行及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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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明細表之作業負擔。詳細內容請詳：期貨商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金管證券字第10300346801
號)、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金管保財字第

上述準則將於104年1 月1日生效，是以公司至

10302507621號)、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

遲須於103年底前提報董事會通過修正之內部控

準則、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公開

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並將董事會通過

發行票券金融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103年10月

之內部控制制度送交各監察人，若有設置審計

21日發布(金管銀法字第10310006010號)。

委員會者，該修正之內部控制制度亦須於103年
底前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修正「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得自103年
會計年度開始日提前適用新法

由於公司因應此修正事項，除應考量建置之制

經濟部已於103年11月19日發布新修正之「商業

度規範外，尚涉及人員/資源配置與作業時間因

會計處理準則」，新法施行日期為民國105年1

素，因是同仁應及時與客戶溝通此修正準則之

月1日。並彈性規定商業得自願自103年會計年

影響。

度開始日提前適用新法。

修正「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得自103年會計年度開始日提前適用新法
主要修正重點
一、綜合損益表/現金
流量表內容

重點內容
•
•
•
•

二、資產負債表內容

•

•
•

「其他權益」部分

施行日期

將「損益表」修正為「綜合損益表」，增訂「本期其他綜合損益」與「本期綜合損益總額」，並刪除「營業
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等項目。(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一條)
修正「現金流量表」之定義，並分類為營業、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參酌國際會計準則規定，「資產」與「負債」應按「流動性」及「非流動性」之分類分別表達。(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修正「現金及約當現金」範圍；另參考IAS 39「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修正短期性之投資會計項目分
類，以及修正「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參酌國際會計準則規定，增訂「投資性不動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礦產資源」、「生物資
產」、「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準備」及「遞延所得稅負債」等會計項目之定義、原始認列及後續衡
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至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參酌IAS 36「資產減損」，明定資產減損認列及迴轉等衡量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修正「無形資產」攤銷之規定，商譽及無明確經濟效益期限之無形資產，得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銷
或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

修正「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損益」、「國外營
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及「未實現重估增值」等會計項目。(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

為配合新修正之商業會計法，本準則施行日期定為105年1月1日，並彈性規定商業得自願自103年會計年度
開始日起，提前適用本準則。(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註：完整內容請詳參修正「商業會計處理準則」(103年11月19日經商字第10302430520號)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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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幾項新制，則主要係著重在公司治理

目的在導引企業全面檢視其業務及經營所面臨

方面的強化：

之風險及挑戰，並據以制定營運政策及因應措
施；另企業編製過程中，將可瞭解國際及同業

強制上市(櫃)特定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關注的議題、自身之優劣勢與亟待改善之事

鑑於經營民生相關業務、直接面對消費者、或

作為對內對外之溝通工具，完整呈現企業所處

具一定規模以上之企業，其營運活動對環境及

環境及其作為與未來努力方向，以利其利害關

社會大眾影響層面較大，應善盡其企業社會責

係人（如股東、員工、社區、供應商或客戶及

任，又近期食品安全問題影響國人健康，並嚴

消費大眾）之了解。

項。企業進行上開檢視後，即可編製CSR報告書

重衝擊社會大眾信心及國際觀感，是以金管會
除強化上市（櫃）公司之內部控制責任外，並
將要求上市（櫃）食品業、金融業、化學工業
及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100億元以上之公司，應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下稱CSR報告書），
以提升直接面對民眾（B to C）公司之社會責任
及重振消費者與供應鏈廠商對此類上市(櫃)公司
之信心。

規範強制編製CSR報告書之公司範圍：
一、規範對象：國內上市(櫃)之食品工業及最
近年度餐飲收入佔總營收達50%以上之特
定公司、金融業、化學工業及實收資本額
達100億元以上之公司。
二、規範方式：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明訂公司
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

CSR報告書之編製，應採用國際通用指引。這
類指引提供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各面向之
指標，並具體揭露所處產業之重要關注議題，

法，明訂上開對象應每年參考「國際通用
指引」編製CSR報告書並於6月底前發布。
另考量企業首次實施需花較多時間溝通及
準備，首次編製者得於12月底前發布。

修新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主要修正重點

重點內容
•
•
•

增訂報導目標範圍包括公司內部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外部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第三條)
內部控制制度應涵蓋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建立組織結構、呈報體系及適當權限與責任(第五條)
公司於設計內部控制度時，應綜合考量內部控制制度之組成要素(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製作業/資訊與溝通/監
督作業)相關說明內容(第六條)

•
•
•

納入對審計委員會運作之管理控制作業(第八條)
納入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與制度(第三十九條)
將子公司董事、監察人及重要經理人之薪資報酬與其選任及指派權責之方式納入公司對子公司經營管理之
監督管理控制作業中(第三十九條)

三、新增董事會及審計
委員會相關規定

•
•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第四條)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第二十四條)

四、新增內部稽核人員
及內部稽核主管相
關規定

•
•
•

明定應設置內部稽核人員職務代理人(第十二條)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應載明內部稽核單位之目的、職權及責任等事項(第十三條)
將法令規章遵循事項納入每年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目(第十四條)

五、資訊公開期限

•
•

內部稽核主管任免、辭職等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於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本會備查(第十一條)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申報內控制制度聲明書，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含興櫃公
司）因作業時間確有不及，得延長至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公告申報(第二十四條)

一、參考美國COSO報
告修改內容

二、新增內控作業

註：完整內容請詳參發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分條文(金管證審字第10300363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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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食安事件影響國人民生甚鉅，主管機關另

依過去規定，上市（櫃）公司於股東常會後2日

要求食品工業及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之

內，僅需申報股東常會重要議案―盈餘分配/虧

比率達50%之上市公司編製之報告書，且應取

損撥補、章程修訂、財務報表案及董監事選舉

得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之決議情形。經修訂相關規章後，自今年之股

金會發布之準則所出具之意見書(其範圍應包含

東常會起，股東即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治

「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理專區項下之「股東常會議案決議情形」進行

規定所揭露之績效指標)，其餘公司之企業責任

查詢各議案之決議內容及表決方式，並可於議

報告書得自願取得第三方確認、確信及保證。

事錄公告（股東會後20日內）前即早知悉，有

11

助於股東瞭解公司議案受股東支持程度，及公

國內外上市公司 年底前須設網站

司是否採行逐案票決之情形。

目前仍有些上市公司尚未設立網站，證交所已
強制規定104年底前，所有上市公司均須完成設

另，參採OECD公司治理平等對待所有股東之

置公司網站，且網站內容需設「利害關係人」

原則，新規定上市公司申報「股東會年報電子

專區(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經銷商、母公

檔」，由現行「股東常會召開日至少二個營業

司或附屬公司、合作夥伴、投資者和股東，甚

日前」調整為「股東常會召開日七日前」申

至於債權人等)，此舉主要亦是配合2013強化我

報。是以新修訂之股東會年報申報起算日期，

國公司治理藍圖計畫項目，以及「促進股東行

係自申報之翌日起算至開會前1日必須滿7天以

動主義」之具體措施，利用「利害關係人」專

上，舉例來說，上市公司若於104年6月12日召

區可以設置消費者申訴管道或詢問及發表意見

開股東常會，則應於104年6月4日（含）前申報

的專區，上市公司也可以設立利害關係人較關

股東會年報電子檔供投資人查閱。

心的Q＆A問題等。

今年起應申報股東常會各議案決議情形
股東會年報申報期限亦提早

持續獨立董事之設置及資格審查
金管會最近一次係於102 年12 月31 日發布命令
規定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適用

為使股東明瞭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股東常會

範圍，其中，不管資本額規模大小所有上市公司

所有議案決議內容、推動公司股東會議案採逐

應於104～106年間完成獨立董事設置，最少不得

案票決方式，提昇公司治理，金管會督導櫃買

低於2席，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的五分之一。

中心修訂相關規章，規範上市（櫃）及興櫃公
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完畢後2日內，申報股東
常會各議案資訊，包含須經股東常會通過之承

依證交所統計，目前國內上市公司808家，已

認案、討論案及臨時動議之議案內容及決議情

設立獨立董事者計418家，占國內上市公司

形。議案如經表決，須申報贊成、反對、棄

51.7％，另依主管機關「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

權、無效、未投票權數等明細資料，並申報前

事之範圍」規定，據資料，104年度國內上市公

揭議案總數、採投票表決之議案數，且於公開

司應設獨立董事家數為124家。證交所亦依「公

資訊觀測站揭露。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之規定，加強獨立董事資格條件之審查，請上
市櫃公司應注意遵守落實相關規定。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12

封面故事

其他
除上面所提的幾項重要新制外，為瞭解國內上
市公司之員工人數與員工福利費用資訊，暨配
合「臺灣高薪100指數」及「臺灣就業99指數」
成份股調整作業所需，本國上市公司應於會計
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申報員工人數與員工福利
費用之年度資訊。

另外，屬於還在法令預告階段的，包括金管會
及中央銀行依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於99年
提出流動性覆蓋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已共同研訂「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實施標
準」及「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計算方法說明及
表格」，將自104年起逐步導入實施。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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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豐淦
稅務部 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over Story

2015趨勢解析《稅務篇》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2015年預計行
動計劃與目前各國之因應方案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豐淦營運長、徐有德協理

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2013

2015行動計畫

年7月19日發表「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BEPS項目係採取全面性及系統性的方法解決稅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十五項行動

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因此2015年之計劃成

計劃方案；2014年9月16日發表其中七項計劃之

果將與2014年成果相互影響。主要目的為使各

成果，表示國際社會在解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

國稅法與國際接軌，建立一致性規則，並使納

移造成的重覆不課稅問題上已取得階段性之實

稅義務人得以遵循。自上述2015的行動計畫中

質進展。其他尚未進行之行動計劃亦將於2015

可窺見，OECD將於2015年持續針對稅基侵蝕與

年完成，以確保各國對產生利潤的經濟活動發

移轉訂價等議題進一步擬定行動方案以供各國

生地和價值創造地享有相關徵稅權利，亦使企

遵循，亦將積極修改租稅協定合約範本以因應

業在稅收處理上獲得更大的確定性。

快速的商業模式變化暨各種積極性稅務規劃。

BEPS十五項行動計畫彙整摘要如下：
計劃一：數位經濟時代之租稅挑戰（2014年9月）
差異

爭議

透明度

一、建立企業所得稅在國際的一致性

二、恢復國際標準的完整效果與益處 三、確保透明度，同時增加確定性及可預見性

計劃二：
消除混合金融工具安排之影響

計劃六：
防止濫用租稅協定

計劃十一：
建立蒐集分析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資料及執
行計畫之方法

計劃三：
強化受控外國公司規定之應用

計劃七：
防止人方式規避常設機構之構成

計劃十二：
要求納稅人揭露具侵略性之的稅務規劃

計劃五：
有效打擊有不良競爭優惠稅制，將
租稅透明及實質課稅原則納入考量

與創造之價值一致
確保移轉訂價結果

計劃四：
減少因利息及其他金融安排產生之
稅基侵蝕

計劃八：
無形資產

計劃十三：
移轉訂價及國別資訊揭露之指引

計劃九：
風險及資本
計劃十：
其他高風險交易

計劃十四：
提升爭議解決機制的效率

計劃十五：發展多邊規定（2014年9月、2015年12月）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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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因應方案

業、混合型股利不可包括於可扣抵之股利內及

針對BEPS引發全球性的反避稅浪潮，據此將有更

更改相關利息法規等，另外亦提出修補移轉訂

透明的揭露規範，需增加遵循之時間及成本，目

價及租稅協定之漏洞，期望能以實際之方式，

前各國已陸續發布相關重點方向及因應方式。

創造協調之投資環境。

結論
如中國江蘇省國家稅務局發佈《2014-2015年國

OECD推動之BEPS計畫，最重要的目的在於透過

際稅收遵從管理規劃》，提出呼應BEPS之相關看

國際租稅體系之改革，公平解決國際租稅的紛

法，如引進應考慮市場在價值創造中之作用等概

爭，並有效防止跨國企業利用交易模式的安排

念。加強對境外註冊而實質營運地在中國境內之

來避稅，希望重建納稅秩序，而非用以打擊跨

公司之徵稅權，關注跨境投融資侵蝕稅基或無償

國交易。若行動計劃方案能持續完成及應用，

向境外輸出無形資產等稅務規劃方案。

將消除跨國企業透過複雜的租稅規劃而產生的
優勢，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並重整現有國

美國主要針對受控外國公司法規(CFC)，建

際租稅體系。前述擬於2015年發佈的成果報告

議取消法規中國外公司所得條款(Subpart F

的相關研究工作皆已陸續啟動，並持續快速推

income, IRC Section 954(c)(6))與同一國家所得

進，以期儘快制定便於各國消除重覆不課稅和

免視為Subpart F income之例外(Same country

人為移轉利潤現象的政策措施。

exceptions)，受控外國公司收取來自關係人之收
入應不屬於可扣抵之支出。並計畫限制抵減過

就跨國企業而言，應提前了解及因應而非被動

多利息，遏止稅基侵蝕。

調整，於參與BEPS國家設立營運據點之跨國企
業，皆可能面臨當地稅務機關的新要求，而增

其他國家則分別建議改革國內稅制，以符合

加租稅規劃成本或需尋求專業機構協助重新檢

BEPS行動計畫之理念，例如：對利息之移轉提

視現有稅務架構之風險。

出限制，限制支付利息予低稅賦國家之關聯企

BEPS十五項行動計畫時程表
2014年9月

2015年9月

• 數位經濟時代之租稅挑戰（一）

• 強化受控外國公司規定之應用（三）

• 消除混合金融工具安排之影響（二）

• 防止人方式規避常設機構之構成（七）

• 有效打擊有不良競爭優惠稅制，將
租稅透明及實質課稅原則納入考
量－第一階段（五）

• 減少因利息及其他金融安排產生之稅基
侵蝕－第一階段（四）

• 防止濫用租稅協定（六）

• 有效打擊有害競爭優惠稅制，將租稅透明及
實質課稅原則納入考量－第二階段（五）

• 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無形資產之價
值一致（八）

• 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創造之風險、資本
及其他高風險交易價值一致（九、十）

• 移轉訂價及國別資訊揭露之指引
（十三）

• 要求納稅人揭露具侵略性之的稅務規劃
（十二）

• 發展多邊協議-第一階段（十五）

• 提升爭議解決機制的效率（十四）
• 建立蒐集分析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資料
及執行計畫之方法（十一）

2015 Jan

2015年12月
• 減少因利息及其他金融安排產生之
稅基侵蝕－第二階段（四）
• 有效打擊有不良競爭優惠稅制，將
租稅透明及實質課稅原則納入考
量－第三階段（五）
• 發展多邊協議－第二階段（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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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信
稅務部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over Story

2015趨勢解析《稅務篇》
2015年不可不知的新法規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林宜信會計師、胡雅晴經理

104年首要的租稅變革，為財政部推動財政健全

三、獨資、合夥組織結算申報方式改變

方案之相關法規修正，說明如下：

除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合夥組織維持現行課
稅制度外，考量本國個人股東營利所得之租稅負

一、本國個人股東以獲配股利總額所含可
扣抵稅額之「半數」抵減其綜合所得稅

擔已增加，為求衡平，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

自104年起，個人股東部分，由兩稅合一原本

利」併課資本主、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

業先繳納應納稅額之「半數」，並以「稅後淨

「完全設算扣抵制」修正為「部分設算扣抵
餘淨額，其可扣抵稅額為原可扣抵稅額之半

四、綜合所得淨額超過一千萬元部分，
適用45%稅率

數；至於法人股東獲配之股利淨額，因不計入

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由五級調整為六級，綜合所得

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計入其股東可扣抵

淨額超過一千萬元部分，適用45%稅率之規定。

制」，調整本國個人股東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

稅額帳戶，仍維持現制。

二、非居住者股東以獲配股利總額所
含稅額中屬加徵10%營所稅部分之「半
數」抵繳該股利淨額之應扣繳稅額

五、調整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及身心
障礙扣除額
兩稅合一制度改革所增加之部分稅收，將用以
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考量本國個人股東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

額額度至每人128,000元，此外個人標準扣除額

額，其可扣抵稅額調整為原可扣抵稅額半數，

亦提高至每人90,000元（有配偶者加倍），增

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

加一般民眾之小確幸。

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其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
淨額中，屬已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實
際繳納之稅額，僅得以該稅額之半數抵繳該股
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款，以資衡平。

六、中小企業減稅優惠
中小企業投資之研究發展支出，可選擇在支出
金額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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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抵減率10%、抵減年限3年。二者擇一，並以
不超過公司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30%為限；一經擇
定，不得變更。

另增訂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新投資創立或增
資擴展中小企業達一定金額且增僱一定人數之本國籍
之員工，得就其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所支付薪資金額
之130%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
減除。
又，按103年12月11日修正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經由第三地區赴大陸地區投資取得之收益，申請
扣抵第三地區或大陸地區已納之所得稅，所需出示之
財務報表與文件，已放寬第三地區或臺灣地區合格會
計師出具之財務報告皆予以採納。

此外，104年亦應密切注意房地合一的修法內容、股
份基礎給付之員工獎酬緩課，及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因
應BEPS（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的可能修改方向，以
預作因應。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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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衛義
稅務部 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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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趨勢解析《稅務篇》
我國移轉訂價查核趨勢及國際移轉
訂價新發展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衛義執行副總經理、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我國移轉訂價查核趨勢

透過上述篩選條件電腦抽案後，進一步再以人

我國目前移轉訂價查核趨勢係採雙軌方式，除

工方式判斷。如前所述，此專案計劃係為精進

一般查核案件將持續提升企業對常規交易原則

查核技術，除了各轄區中受控交易申報金額較

的遵循程度外，年度專案審查案件將配合相關

大之企業(一般來說，受控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

政策目標之推動，例如：租稅協定洽簽、預先

4~6億)，受控交易較為複雜之企業亦皆為選案

訂價協議(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APA)簽

目標。同時，國稅局亦將特別針對應揭露而漏

署及財政部正進行之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ase

未揭露之交易如：無形資產移轉或使用及服務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計劃專案。其

提供交易進行調查。而在查核內容方面，將更

中，財政部為精進各區局之查核技術及深度，

強調受控交易功能風險分析的重要性，此外，

自103年度起已實施查核專案計劃，各國稅局將

對於受控交易之經濟分析，針對可比較對象進

視轄區規模大小每年選取4~8件進行專案審查。

行差異性調整將會是國稅局的重點審查項目。

國稅局初步係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
轉訂價案件選案查核要點」進行選案，其中又

據瞭解，該計畫採取交流機制，各區局將彼此

以下列三點為主要篩選依據：

分享查核經驗，同時亦會互相支援或擔任查核

1.申報之毛利率、營業淨利率及純益率低於
同業申報；

顧問。此專案計劃查核已從2014年10月開始，
將持續至2016年8月。可看出財政部對於提升查

2.全球集團企業總利潤為正數，而國內營利

核專業技術，在全球反避稅風潮下不落人後的

事業卻申報虧損，或申報之利潤與集團內

積極態度，企業在面對移轉訂價審查時應更謹

其他企業比較顯著偏低；

慎處理。

3.與設在免稅或低稅率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人
間業務往來，金額鉅大或交易頻繁。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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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移轉訂價新發展

此外，指引中明確指出地域節約(Location

在國際方面，各國對於反避稅的討論日益深

Saving)、市場特點(Market Feature)以及集團綜效

化，2013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Group Synergies)非屬無形資產。我國稅局一般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亦不接受地域節約與市場特點的概念，然實務

OECD)發表BEPS報告及15項行動方案後，2014年

上中國稅局目前常以地域節約或市場溢價的概

如期針對各項行動方案陸續發佈討論稿草案及

念進行查核或調整，在兩岸進行交易之台商客

後續之修改，並預計於2015年完成所有行動方

戶可能因此有被重複課稅的情況。

案。和移轉訂價有關之行動方案中影響企業最
鉅的，當屬第8項及第13項行動方案。

第8項行動方案「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指引」
此指引定義無形資產並提出移轉訂價分析指
引，以避免集團透過無形資產之移轉造成之稅
基侵蝕。依該指引之定義，無形資產為i) 非實體
或金融資產、ii) 可於商業活動中被擁有或控制
及iii) 於獨立企業間之轉讓或使用時，使用方/受
讓方會產生對價支付。指引中並說明對於無形
資產之辨認應依經濟實質。在此要提醒企業注
意的是，由於無形資產不一定符合會計的資產
概念，故須留意雖然在財報或法律登記上未顯
示或未辨認出之無形資產，然在經濟實質上已
構成無形資產之情況，因而有應收取費用卻未
收取費用的情況。

而在分析方法上，除了移轉訂價方法中無形
資產適用之方法外，評價技術亦為一可行之
方法。此外，傳統之單向檢測法（One Sided
Method）已不足以充分驗證無形資產之價值，
雙向檢測法（Two Sided Method），應係為分析
無形資產交易時各國可能接受之方法。同時，
OECD不建議以無形資產開發之成本為基礎來
評估其價值，因為開發成本與價值通常並無直
接關係。而在進行移轉訂價分析時，利潤配置
不應只看法律上之登記或合約如何規範，而應
視各方實際承擔之功能與風險對此無形資產價
值之貢獻程度來分配。目前實務上針對無形資
產之分析仍多採用可比較未受控交易法，然國
稅局於查核時對於可比較對象之可比性要求甚
高，並須針對差異性進行調整。而依據本次指
引，無形資產分析若無法採用可比較未受控交
易法時，利潤分割法為較可靠且全面之移轉訂
價方法。

報告主檔
(Master File)
• 集團組織架構
• 集團全球營運活動
• 集團擁有之無形資產

國別報告
(Country-by-Country Report)
• 集團內成員所屬之主要業務活動
及其全球收入和稅負分配情形

• 企業組織架構概述

• 收入(含受控交易及非受控交易)

• 集團內受測個體

• 集團間資金往來交易

• 稅前淨利

• 財務與稅務資訊(集團合併財務資
訊及APA)

• 當年度應付所得稅

• 所得稅費用
• 法定股本
• 累積盈餘
• 員工人數
• 現金及約當現金以外之有形資產

2015 Jan

當地報告
(Local File)
• 重大受控交易資訊
• 經濟分析
• 可比及功能分析
• 公司間重大合約
• 移轉訂價方法之選擇
• 可比較未受控交易
• 常規交易範圍
• 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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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項行動方案「移轉訂價報告及國別報告之
指引」
此指引要求跨國企業依國別提交跨國交易資訊以對集團
移轉訂價有更高透明度之審視，將集團移轉訂價文據準
備分為三層架構，第一層為報告主檔 （Master file），
第 二 層 為 當 地 報 告 （ Lo c a l f i l e ） 及 第 三 層 國 別 報 告
（Country-by Country Report）。各項報告要求揭露資料
整理如下表：
其中國別報告係對跨國企業衝擊最大的部分，其要求跨國
企業應按國家別提供詳細的各營運個體財務資訊及營運內
容，該等資訊的揭露將提供稅務機關相當豐富之資料可初
步審查跨國企業是否因各國租稅制度差異享有顯著租稅利
益。

雖然OECD尚未明確訂出該指引之執行日期，我國亦非
OECD成員國，然而，我國跨國企業若於OECD會員國(可
能直接適用該指引)或是採用OECD原則之國家有營運個
體，則該營運個體於當地國亦有按此指引備妥移轉訂價
相關文據之義務。因此，建議跨國企業應先行檢視集團
現行的移轉訂價政策及執行成果，在此更透明化的文據
要求下，企業須更注意集團移轉訂價政策的一致性及合
理性，評估移轉訂價政策制定及文據準備是否由分散改
為集中的方式，並檢視集團內部系統(如：ERP系統)是否
足以因應蒐集彙整全球營運個體財務資料以準備國別報
告之需求。

展望2015年，全球反避稅浪潮來勢洶洶，在BEPS各項措
施計劃陸續發佈之際，許多國家之稅務機關已展開因應
行動，包括成立專案小組進行相關研議或調查、檢視國
內法規修改之必要性以及對於移轉訂價文據之準備要求
更高之透明度等。儘管目前各國因應BEPS之活動或高或
低，但企業必須意識到不論如何這波反避稅行動勢在必
行，對於跨國企業來說將是一項嚴峻挑戰！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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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2015年反避稅之趨勢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國際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杜啟堯會計師、林淑怡會計師

綜覽中國大陸近期稅收徵管的主要方向，〝反

我們再來看另一則發生在2014年商標權使用費

避稅〞調查儼然成為未來稅收管理最重要的指

的案例。據中國稅務報報導，A公司成立於2001

標，我們先從幾個案例來說明這個趨勢。

年，為外商獨資企業，主要從事高端商品的進
出口銷售業務。2007年8月，A公司與關聯方BVI

據2014年11月新華社報導，M公司是一家全
球知名企業，在世界五百強的排名長期名列前
茅，總部設在美國。註冊資本高達2000萬美
元。雖然M公司實力強大，但它在中國的子公司
自設立以來幾乎沒有什麼盈利，從M公司所處的
行業看，北京市該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在12%以
上，而這家公司的平均利潤率為負18%。此一
異常現象引起中國大陸稅務機關的高度關注，
並進而對其展開反避稅調查。調查發現，這家
公司累計虧損巨大，並不是因為產品在市場上

公司簽訂特許權授權合約，BVI公司作為商標的
所有者，每年按A公司營業收入的一定比例向其
收取商標使用費。根據此協定，在2008年~2012
年間，A公司累計向BVI公司支付商標使用費近1
億元人民幣。稅務機關透過調查與談判，主張
A公司多年的商標行銷推廣活動對該商標的價
值形成具有重要貢獻，所帶來的超額利潤應由
A公司享有，而不應支付給BVI公司。最終A公司
同意調整商標使用費，補繳企業所得稅人民幣
2,300萬元。

銷售差，而是因為利潤的一半以上都要支付給
美國母公司，作為提供研發服務和技術支援的

從上面兩個案例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力行的

特許經營費用，在進行了大量論證後，中國大

〝嚴徵管〞政策，在這幾年稅收改革取得初步

陸稅務部門指出其不合理性，並獲得了美方的

成果後，稅務徵管的重要方針將轉向至〝反避

承認。最終，M公司的中國大陸子公司補稅及利

稅〞的管理，尤其是針對跨國交易、集團交易

息共計人民幣8.4億元。

以及外觀形式偏離經濟實質的交易提升關注的
程度。反避稅的一連串措施，包括了轉讓訂
價、受控外國企業及資本弱化等這幾年大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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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能詳的政策與規定，當一項避稅安排不能夠

因此集團性企業首先應針對企業稅務風險進行

適用任何一項具體反避稅規定時，中國稅務機

自我評估，同時隨時注意稅務法令更新，並重

關才會啟用〝一般反避稅〞條款，也就是說，

新檢視利潤配置的合理性，進而導入〝稅務風

一般反避稅條款是窮盡所有其他的反避稅措施

險管理制度〞，這將是集團性企業必然的管理

後的最後手段。其實中國大陸在2008年發佈

趨勢與經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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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所得稅法》中即首次引入〝一般反避
稅〞條款，作為打擊避稅行為的重要手段。隨
後2009年公佈的《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
行）》則針對一般反避稅設置獨立的章節。但
前述的法律法規主要還是原則性規定，缺乏具
體的操作指引，不足以確保一般反避稅案件處
理的一致性與規範性。

2014年11月16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G20領導人第九次峰會第二階段會議討論世界
經濟抗風險能力議題時指出：『加強全球稅收
合作，打擊國際逃避稅，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低
收入國家提高稅收徵管能力』，這是中國大陸
最高領導人首次在國際重大政治場合就稅收問
題發表重要意見。為了落實上述〝打擊國際逃
避稅〞的指導原則，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於
2014年12月發佈了第32號令《一般反避稅管理
辦法（試行）》，進一步規範和明確稅務機關
採取一般反避稅措施的適用範圍、判斷標準、
調整方法、工作程序、爭議處理等相關問題。
在上述案例與政經背景下，我們可以預期在未
來的幾年裡，中國大陸稅務機關勢必將針對
〝一般反避稅〞全面提升徵管力度，因此台商
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進行跨境交易時（包括
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的轉讓、勞務提供及境外
間接股權轉讓等），務必要針對該交易的『合
理商業目的』與是否因此而獲取『稅收利益』
進行深度評估，以避免稅務機關的關注。

隨著國際化與產業整合的經濟環境要求，集團
性企業無可避免的會發生跨境交易，再加上未
來可能簽署的兩岸租稅協議，都將增加企業因
應各國政府反避稅政策的困難性與複雜程度，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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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會計變動的影響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袁金蘭會計師、李寶鳳經理

因應國際會計準則之發展趨勢，檢討不合時宜之

「必要時得延長一個半月」 (4月15日)，修正為

條文，使會計處理準則能與國際接軌。考量近年

「必要時得延長二個半月」(5月15日)。

來會計準則快速變動，而商業會計法本法難以即
時配合修正，本次商業會計法修正，僅規範原則

配合本次商業會計法的修正，經濟部於103年11

性事項，於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或透過相關法規命

月19日發佈新修正之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本次共

令或行政規則規範，使其具有彈性。

修正四十一條條文，玆將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得自願自103年會計年度開始日起，適用修正之

一、為期使國內會計專業名詞一致，參
酌國際會計準則規定，將「損益表」修
正為「綜合損益表」。

條文。並將商業之決算期限(翌年2月底)，由

• 「綜合損益表」組成要素:

商業會計法已於103年5月3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修正條文將自105年1月1 日實施，但企業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本期損益
組成要素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1. 重評價準備之變動(資產重估增值)

1.收入(一般收益費損)

2. 確定給付辦法之精算損益

2.財務成本

3. 因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產生
之損益

3.採用權益法認列所享有之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金額
4.所得稅費用
5.停業單位損益
6.本期損益
*刪除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累計影響數

2015 Jan

+

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5. 現金流量避險下，有效避險部位所
產生的損益

封面故事

另外，企業應於綜合損益表中揭露下列項目之
當期分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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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修正為:
指庫存現金、活期存款及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

(a) 當期損益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及母公司業主。

金且價值變動風險兼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
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b) 當期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及母公司業主。
• 會計「科目」修正為會計「項目」

• 原「短期投資」修正為「短期性之投資」，並
修正會計項目分類如下:
(i)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流動

二、參酌國際會計準則規定，「資產」
與「負債」應按「流動性」及「非流動
性」之分類分別表達。
• 資產負債表之表達修正如下:
資產

負債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ii)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流動
(iii)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流動
(iv)無活絡巿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 流動
(v)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 流動
(vi)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 流動

• 修正「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應以攤銷後

權益

成本衡量，但未附息之短期應收票據或未附息

資本(或股本)

之短期應收帳款，若折現之影響不大，得以交

資本公積

易金額或票面金額衡量。

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關於「其他權益」部分，包括「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未實現損益」、「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
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損益」、「國外營運機構
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及「未實現重估增
值」等會計項目。

四、增訂「投資性不動產」、「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礦產資源」、「生物資
產」、「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準
備」及「遞延所得稅負債」等會計項目之
定義、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
• 增訂「投資性不動產」，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
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承
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應按其原始成本認列，
後續衡量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之
帳面金額列示。

三、修正「現金及約當現金」範圍；另
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金融工
具：認列與衡量」修正短期性之投資會
計項目分類，以及修正「應收票據」及
「應收帳款」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

• 增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指用於商品或
勞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人或供管理目
的而持有，且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年之有形
資產，包括土地、建築物、機器設備、運輸設
備及辦公設備等會計項目。應按照取得或建造
時之原始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後續衡量應以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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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所有權受限制及供

» 投資性不動產

作負債擔保之事實與金額，應予揭露。

• 增訂「生物資產」，指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生命
之動物或植物。應依流動性區分為流動與非流
動，並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但取得公允
價值需秏費過當之成本或努力者，得以其成本減
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示。

» 無形資產等項目

除有證據顯示除商譽、備供出售及以成本衡量
之權益工具投資以外之資產於以前期間所認列
之減損損失，可能已不存在或減少時，資產帳
面金額應予迴轉，迴轉金額應認列至當期利
益。但迴轉後金額不得超過該資產若未於以前
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所決定之帳面金額。

• 增訂「遞延所得稅資產」，指與可減除暫時性
差異、未使用課稅損失遞轉後期及未使用所得
稅抵減遞轉後期有關之未來期間可回收所得稅
金額。

• 增訂「負債準備」，指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負
債，應依流動性區分流動與非流動。商業因過
去事件而負有現時義務，且很有可能需要流出
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及該義務之
金額能可靠估計時，應認列準備。

• 增訂「遞延所得稅負債」，指與應課稅暫時性
差異有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得稅。

五、參酌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六號「資產
減損」，明定資產減損認列及迴轉等衡量
規定。
• 商業應於資產負債表日對於下列會計項目，評
估是否有減損之跡象; 若資產之帳面金額大於
可回收金額時，應認列減損損失。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無活絡巿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2015 Jan

六、修正「無形資產」攤銷之規定，商
譽及無明確經濟效益期限之無形資產，
得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銷或每年
定期進行減損測試。
• 商譽及無明確經濟效益期限之無形資產，得
選擇：
1.合理基礎攤銷(惟此與金管會認可國際會計準
則規定不同，強烈建議不採此作法)；或
2.每年進行減損測試。

七、修正「現金流量表」之定義，並分類
為營業、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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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遵循制度元年-新內控準則等新法
令已啟動，企業負責人的風險不可輕忽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林瑞彬主持律師、張憲瑋律師

「法令遵循」（Legal Compliance）的概念近年

爰將法令遵循事項納入相關營運循環之控制作

來逐漸在台灣萌芽、成長，國際上法令遵循主

業及自行評估之考量，並列為年度稽核計畫之

要係針對企業法律風險的管理，應有一套政策

稽核項目。另鑑於公司應強化產品安全、環境

（Policy）、程序（Procedure）去確保組織遵守

安全及職業安全等相關控管事項，及考量智慧

相關的法律、命令及行政解釋，因為法律遵循

財產權相關法令遵循之重要性，爰增列相關控

失敗所生的風險可能包括財務上的損失、行政

制作業。」可見主管機關對於法令遵循事項納

處罰、負責人刑事責任或信譽上的損失等，台

入公開發行公司內控、內稽的意旨，依照新內

灣近年來食安事件、公安事件等均是企業內部

控準則第7條第1項本文的規定，公開發行公

未有一套嚴密的政策、程序來規範企業同仁應

司內部控制制度應遵循所屬產業法令，亦即公

作為事項，因彼等法令遵循度嚴重不足而導致

開發行公司應有建立整體性法令遵循制度之必

重大社會損害及企業信譽掃地。是故台灣的立

要，而新內控準則第7條第1項各款、第8條意

法者與主管機關也漸漸意識到法令遵循在一般

旨，上市櫃公司更應建立以下個別法令之法令

企業中實踐的重要性，尤以2014年年末所發布

遵循制度：

的幾項法規更可見此趨勢。

內控準則修正後，法令遵循納入內控營
運循環

• 環境安全管理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 智慧財產權之取得、維護及運用

2014年9月23日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 個人資料保護之管理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稱「新內控準則」）

•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

修正總說明：「為落實所屬產業法令之遵循，

• 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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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遵循為內部控制之第二道防線

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的現況，致未能

就實踐上而言，內部控制制度乃是需經董事會

改正可能違法之目的外利用或未踐行告知義務

通過之第一階（Level 1）規範，其規範內容屬

之個資蒐集情事，可能將有一次事件上限新台

於「政策」，若要達成法令遵循之標準，必須

幣2億元的民事賠償、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嚴

要有程序規定對於細節性事項予以規範，使企

厲行政處罰責任，這在法令遵循的目標而言，

業同仁可以明瞭各該法令如何落實於日常業務

即屬應避免的法令遵循失敗風險。又例如洗錢

活動中，且必須有法令遵循之組織架構，參照

防制的國際實務中，國際組織採行以風險為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2013年4月22日銀局

礎的方法（Risk Based Approach）要求民間組

（國）字第 10200061321號函：「自行查核為

織進行風險評估與顧客盡職調查，在此種法令

第一道防線，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為第二道防

遵循制度的建置過程當中，若未區別不同的國

線，內部稽核為第三道防線，為使內部控制制

家風險、顧客風險（如政治人物、信託、法人

度能有效及適當的運作，由第一道、第二道防

團體、未面對面接觸之顧客、實質受益人、本

線進行風險監控，第三道防線進行獨立監督，

國居民、非本國居民、合夥、政府與公共機構

三道防線各司其職」徒法不足以自行，透過法

等）、產品/服務風險（如現金交易、電匯交

令遵循三道防線健全法令遵循之落實，亦係確

易、信用卡交易等）及交易/分銷渠道的風險

保法令遵循制度落實之重要因素。

等，如僅依照例稿，單純建立企業內部規範，
未對應實際存在之企業法遵風險，如企業或社

未了解現況即建立法令遵循制度仍有極
大風險
然而在建立法令遵循之政策、程序規範前，仍
應考慮進行適當的現況瞭解，例如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界定個人資料及風險評估，就是一種
組織現況的瞭解，如企業不瞭解其業務上進行

會蒙受相當的損害，企業負責人即難辭其咎。
按公司法第23條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
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
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在企業
未依法令規定建立完整之法令遵循制度，因而
造成企業損害時，負責人依前開規定負有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而很可能必須賠償公司之損

• 防範貪腐行為
• 防範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應防範不誠信經營行為

• 防範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 防範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
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 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及標準作業流程

建立健全誠信經營管理之專責單位

• 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監督機制
• 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
• 內部獨立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之檢舉信箱、專線

檢舉制度之建立（吹哨者機制）

• 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 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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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如被認定屬於違反法令之情形，更會遭其

綜上所言，台灣主管機關顯然已朝向要求企業

他第三人求償，因此，法令遵循制度的完善建

自治角度，透過課予行為義務的方式來踐行企

置及有效性等為企業負責人之法定責任，應無

業法令遵循，企業也應透過現況瞭解與風險控

疑問。

制方式建立適當的法令遵循政策與程序，當然

27

法令遵循亦不免涉及法令之解釋適用，企業宜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及早尋求適合之專業顧問的協助，進行法令遵

另值得一提的是，台灣證券交易所在2014年

循制度之建置，以落實法令遵循之真諦及避免

11月7日發布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

法令遵循失敗所生的重大風險。

則」，該守則規定諸多應防範的不誠信經營行
為及要求上市櫃公司應在組織層面上防範不誠
信經營行為，該守則規範重點彙整如下表：
前開準則等於更明確地要求上市公司除新內控
準則外，尚應完成許多防範不誠信行為發生的
機制，也如同前述新內控準則的介紹一樣，如
未遵循，勢將造成上市櫃公司負責人有遭求償
之風險。

國際反貪腐公約內國法化
為符合國際潮流及防範貪腐行為，行政院業於
2014年8月28日通過由法務部擬具之「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施行法草案」，並於同年9月1日送立
法院審議，期望將該公約落實為國內法，草案
第4條提到「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
約之規定，並積極加強落實各項反貪腐法制及
政策。」第6條並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
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
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
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
施之改進。」因此，各政府機關應依照公約及
其施行法的規定，確實檢討國內各項法令不足
之處，持續健全與執行反貪腐法律，落實「聯
合國反貪腐公約」的反貪腐法制及政策。「聯
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草案」通過並公布施行
後3年內應由各政府機關完成相關法令的調整及
修正，因而可以預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公
部門及私企業均需遵循反貪腐之法令，企業如
何從公司治理的層面上，建立反貪腐之相關遵
循機制，將成為企業法令遵循上的重要課題。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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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幼筠
企業風險服務 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over Story

2015趨勢與展望《企業風險服務篇》

善用新興資訊科技
具體實踐企業永續經營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萬幼筠營運長

回顧2014年，食安議題還是不斷的發生，相對

大類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

地民眾引起對於企業應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更加關

書，包含: 一、食品工業及最近年度餐飲收入占

注。而企業除了在內部成長壓力外，還需面臨產

總營收50％以上的特定公司；二、獲利年年創

業與整個大環境的考驗。而不論是從客戶、主管

新高，且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金融業；三是不小

機關、或是合作夥伴等的相關要求，均日漸提

心就容易造成環境污染的化學工業；四、資本

高，企業也必須自我加強風險管理的意識。

額100億元以上的大型公司。

新的一年即將開始，企業對於新興科技的使

企業在此法令的要求及消費者意識的要求，也

用，如享受雲端服務、電子支付的方便，所帶

已逐漸認識到，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的範疇，

來的風險；智財權及營業秘密的保護；因應法

已不再僅是單純的公益活動、環境安全與員工

令，如何修改企業的內部控制規範；運用數位

照顧，而是已直接影響到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績

鑑識來打擊犯罪；及透過海量資料分析，來創

效，這將會進一步對企業於資本市場的籌資融

造企業的價值，均在本篇與大家分享來年的新

資產生重大影響。

趨勢，以供作參考及未來的規劃。

第三方支付開放 開拓無限電子商務商機
建立企業社會責任 實踐企業長期價值

國內「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預計將於明年

由於近年來持續的食安問題，及環保議題等的

初通過，則電子商務的浪潮會有新的一頁展

延燒，政府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解決這些風

開。電子支付業者在擬定後續中長期的業務策

險，並強化企業公司治理。2015年起，強制四

略時，可就幾點進行考量，快且有效地帶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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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商機，包含: 1. 支付方式簡化與支付工具強

雲端安全聯盟於2013年9月提出STAR認證，它

化， 2. 小額民生消費與使用客群設定， 3. 超級

運用了ISO27001:2005管理系統標準的安全管控

支付帳號與跨業結盟。

要求，結合CSA自身提出的雲端控制矩陣(Cloud

29

Control Matrix, CCM)，以評分方式來展現雲端服
有心加入國內的電子支付業者，也須留心相關風
險，如，流程管控與內部控制成熟度不足、電子
支付業務中斷、外部偽冒風險、內部詐欺風險、
洗錢與反詐騙、個人隱私資料保護與管理不足、

務的安全程度，以企業在選擇雲端服務時的依
據與參考。

保護營業秘密 捍衛研究發展的成果

交易平台本身資訊安全防禦程度不足、及系統層

面對日益劇烈的商業競爭與全球化的挑戰，營

面日誌的留存與證據保護能力不全等。

業秘密保護是企業永續發展與維持核心競爭力
的重要基石，唯有捍衛營業秘密資訊方能達成

數位鑑識崛起 有效打擊新興犯罪
高科技導向的資訊電腦犯罪儼然成為新興的犯
罪態樣，因數位證據有其特殊性，不僅不易辨
別資料製作者，且數位證據容易複製且易遭竄
改，若提出的數位證據其真實性及同一性遭受
質疑時，透過數位鑑識辨別數位證據則屬重要

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而從近來的營業秘密侵
害事件可發現，企業正面臨兩大關鍵問題，一
是關鍵人員挖角、二是內部人員洩密。再加上
行動網路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的蓬勃發展，新一
代行動網路的發展除了提高關鍵人員挖角的可
能性也提供了內部人員洩密的管道。

的議題，透過數位鑑識可還原案件經過，識別
案件發生的原因，並釐清責任的歸屬，所保全

企業應投入資源發展來做為營業秘密保護機

的證據亦可作為事後的司法行動的證據資料。

制，以期新一代行動網路趨勢下仍能妥善保護

所以提昇數位鑑識能量目前已成為企業相當重

營業秘密，包含: 建立資訊分級管控制度、建

要的一門課題，相關數位鑑識國際標準程序與

立人員保密制度、辦理法制意識訓練與營業秘

指導原則，如ISO/IEC 27037，來建構內部位鑑

密保護宣導、規劃與演練營業秘密侵害應變機

識作業環境與標準作業程序。

制、及留存營業秘密管理證據等。

因應新版COSO 企業內部控制修正
而採集大量的數位證據後，需有專業的鑑識實
驗室來分析、確認相關資訊，能讓證據會說
話。勤業眾信「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於
2014通過ISO 17025認證，使得在數位鑑識服務
的高品質與專業性具有產業的領導地位。

享受雲端服務 加強資安風險控管

考量公司近年來面臨重大經濟及營運模式變
化，COSO委員會於2013年5月發佈內部控制整
體架構更新報告，該更新架構將於2014年12月
15日取代原架構，美國SEC2亦期望公司於2014
年進行轉換。因應此趨勢，國內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已於2014年8月8日
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雲端服務在近年來快速發展，並帶來新的管理

理準則」及「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

議題與資訊安全挑戰，包含前一陣子國內外均

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內控處理

有放置雲端的資料被外洩出來。企業在成本及

準則），並預計於2015年1月1日施行。

效率的考量下，已逐漸考慮採用雲端服務，如
何選擇好的安全管理的雲端服務，及資安事件
的即時掌握與反應，是現在企業應修的課題。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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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及早就修正的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條文
做全盤了解，並對公司相關權責單位進行教育訓
練，同時辨識目前公司內部控制現況與內控處
理準則修正重點之差異，著手建立或調整公司流
程，進而修訂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以利於法令正
式施行前，完成內部控制制度之更新，確保內部
控制制度不僅符合最新法令規範，最重要的是能
藉由內部控制修訂的機會達成公司營運目標。

運用海量資料 創造企業藍海
海量資料(Big Data)在這一年還是最熱門話題之一，
企業開始將公司的資料視為有價值、值得投資發展
的資產項目，海量資料的研究已經從單純大量資料
的處理、分析、應用技術，逐漸進展到如何將企業
所擁有的資料結合產業特色及商業行為，以創造內
外部競爭優勢。

企業如何在這個變動的環境持續保持競爭力，並洞
悉未來提早因應，透過海量資料分析，運用這樣大
量的資料來預估、分析、洞察，找到最好的客戶與
成長模式，為企業可以思考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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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澄
管理顧問服務 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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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趨勢解析《管理顧問篇》
前瞻與創新 提升企業績效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管理顧問服務部 / 李學澄營運長

台灣經濟在去年表現雖然轉佳，但全球金融市
場波動劇烈，展望2015國際經濟仍不穩定，加
上台灣一波波食安問題、產業與經濟環境的不
確定性，對民眾消費及企業投資信心也產生不

everyone thinks everyone else is doing it, so
everyone claims they are doing it…＂
-- Dan Ariely, Prof.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Duke Uni.

利影響。即使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企業領導
者的使命就是比競爭者更早掌握趨勢先機，從
策略到營運管理，持續創造競爭優勢。

改善數據質量以提升預測精準度、有效
降低營運成本!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如何從各類龐大資訊中，

本篇將與您分享2015企業營運管理的新趨勢與
新思維，如何不陷入人云亦云的大數據迷思，
善用數據分析引領創新營運模式及提升營運績
效；如何找回人才資本與核心競爭優勢間的雙
向循環、重塑組織競爭力；如何藉由策略釐清
將資源聚焦在提升企業價值與競爭力的策略行
動，提升產品服務的核心價值與內部營運效
率；金融業又該如何及早規劃以因應新法令與
消費者行為轉變帶來的衝擊。讓我們一起做好

快速取得有價值的市場資訊就顯得非常重要。
現行對市場的預測及規劃，多是以非結構化的
資料為基礎搭配數據分析，往往不能準確預測
市場的快速需求變化，使公司蒙受巨大的損
失。因此，如何提升預測的準確度，成為重要
的課題。根據我們的經驗，數據處理與分析的
關鍵在於提升數據審查與清理的能力，以增進
預測的精準度並粹取出商業資訊，進而掌握市
場脈動，在大數據的趨勢中奪得先機。

迎接新年度的規劃與準備！

迎接大數據時代，提升您的營運獲利！

例如：勤業眾信在協助某汽車大廠的備品計畫
專案中，藉由運用存量與增量的數據清理技術

“Big data is like teenage sex: everyone talks
about it, nobody really knows how to do it,

提升數據質量的精細程度，除了修正預測機制
外，也進行預測值與實際值的偏差分析，並考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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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其中的季節性波動，因此有效提升預測準確

重塑組織競爭力的挑戰與對策!

率高達20%，同時縮短60%庫存天數而大幅節省

近十年經濟發展遲滯，速度放緩的組織難以提

庫存管理費用與利息。

供較多成長與發展機會，不安全感與期望的失
落，使工作者逐漸變得與組織產生疏離感。且

大數據時代下，如何傾聽客戶心聲
(Voice of Customers) ?
隨著網路興起，消費者購物習慣已悄然改變，
購物前總不忘先上網做功課！根據BrightLocal的

隨著經營競爭更加全球化、科技與行動網路的
發展都深刻地改變了現今商業運作的模式，不
論是在管理思維、經營手法、人才的運用，都
面臨極大的傳承、轉型與升級的挑戰。

研究調查指出，79%消費者相信網友的評價意
見。由此可見，網路口碑的影響力與客戶心聲

企業要找回人才資本與核心競爭優勢之間的雙

（Voice of Customers）對於改善客戶體驗的重要

向循環，在組織環境上，掃除可能逐漸孳生的

性。然而新聞媒體、網路論壇、部落格等社群

官僚作風與績效障礙、塑造更為清新的領導風

媒體每天產生數十萬則的訊息讓企業在有限人

格與組織文化。可行的對策包括：更開放及擴

力下難以完整掌握與即時回應；因此企業開始

大核心團隊參與決策、注入多元的人才與建立

採用社群媒體分析（Social Media Analytics）與

人才汰換機制、更授權及擴大團隊開創的機

應用文字挖掘（Text Mining）技術，即時掌握客

會、系統性的養成人才並分享企業成長與利潤

戶在社群媒體上的意見評論並進行文字語意情

的果實。

感分析，其應用常見用於行銷有效性、品牌評
價、競爭者分析、客戶分群、產品服務創新等
領域，提供短期的因應行動方案與長期的策略

企業的人力資源功能也必須自我超越與提升，

建議以協助企業創造有利的競爭優勢。

不應侷限於日常的事務營運中，勇敢爭取與企
業經營者對話的位置，在組織競爭力與人力資
源的議題上，給予企業經營者諫言與建議。從

零售業展店策略再提昇：精準選址

更具有正向衝擊力、更關注長期投資與回報的

在您生活的周遭，您可曾發現同品牌、同產品

組織與人才方案著手，厚植企業長久的人才資

在某個地點門庭若市、生意興隆，但在另個地

本實力，肩負起重塑企業競爭力的重要角色。

點卻門可羅雀、生意黯淡？門市的立地條件就
是其中關鍵點。然而，過去佈點選址決策的制
定往往取決於決策者憑藉經驗之主觀判斷，一
旦所考量的因素與過去經驗有所變動卻未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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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策略並校準企業轉型目標，提升核
心競爭力!

覺，往往會導致主觀判斷有所偏差，而制定出

中小企業贏在轉型起跑點 – 從策略釐清
出發！

不合時宜、不符消費者期待的決策，致使營運

台灣許多中小企業在產業價值鏈扮演著不可或

不如預期承受巨額損失、投資血本無歸。在大

缺的角色。然而，於持續創新成長中，面對日

數據的潮流下，店面選址決策已有更科學的決

益競爭的大環境，公司內之經營管理也逐漸面

策判斷與應用的趨勢：利用內外部、量質化資

臨諸多挑戰，企業轉型為一必然趨勢。企業轉

料的整合與分析，透過大數據分析模型有效評

型會牽動整個企業進行全面改變，因此要從哪

估各候選店址之發展潛力，協助企業制定更加

個方向切入就變得很重要，以確保轉型成功。

精準的選址決策，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營收、客

建議企業應從策略釐清出發，辨識主要市場、

戶，進而創造新的榮景。

競爭優勢、成長機會及主要獲利點等事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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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清楚且有共識之企業目標及策略方向，依照

協助釐清並產出企業未來改善計畫，尋求＂快

該目標及方向調整企業營運模式，有效地將企

贏＂機會，推動最有效的改善機會點！同時亦

業營運各要素，包含策略、組織/人員、流程及

於改善過程中，提升企業本身對自身營運流程

科技進行校準與整合，使新的營運模式能夠支

重要性及影響度之理解，加速「一日結帳」達

持管理要求，進而提升企業競爭優勢，長久立

成的機會，成為企業遙遙領先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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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於險峻的經營環境中。

報價～ 你報對了嗎？！

金融業創新營運模式與法令新趨勢，您
準備好了嗎?

隨著消費者意識的改變，客戶重視獨特、個別

網路投保大戰開始，產險業準備好了嗎?

性需求，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ization）

金管會於2014年8月開放網路投保業務，開放的

將成為未來主流趨勢。因此，小量多樣的彈性

項目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任意汽車保險、

生產逐漸成為企業生產模式之常態。面對客戶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等險種，並且以身分

越加嚴苛之服務水準要求，複雜多樣的產品規

認證的強度進行兩階段的開放。其中影響最大的

格、研發、開模作業及生產流程等，企業面臨

是產險業者，自2009年產險費率自由化正式邁入

難以掌握產品成本，無法精準報價的窘境，應

第三階段，除特定險種之外，各家保險公司開始

該要如何因應呢？

可以自行釐訂費率，意味著產險公司能夠依據自
身的損失率狀況進行費率之調整。輔以網路投保
的大利多，各家保險業者無不想盡辦法能夠爭取

企業除了要持續提升產品服務的核心價值外，

新通路所帶來的契機，以商品之差異化，提供客

透過重新審視產品成本，細緻化既有成本之累

戶更多、更完整的選擇。

積與分攤過程，從接單後的設計、開模投入…
到最後的生產、包裝成本等，皆能有效地差異
化出來，藉以反映客製化產品、服務之價值，

勤業眾信分析，費率自由化以及網路投保的開

作為與客戶議價之籌碼。

放主要將帶來的挑戰如下：(1)產險市場將更將
競爭，產險公司可能會面臨損失率/費用率的上
升；(2)新型產品將如雨後春筍般發展，以刺激消

「一日結帳」不再遙不可及

費者；(3)通路型態之改變，不再以業務員為主要

企業帳務管理核心競爭力首要為結帳速度及正

通路。上述的挑戰將可能打破過去市場佔有率之

確性的提升，該能力的提升可使管理階層有更

狀況，以線上投保/核保之趨勢，未來產險業者

充分的時間應對環境變化，亦可向投資大眾體

勢必需詳細估算其損失率並發展最適化商品，甚

現企業管理效率及水準。但是快速正確結帳並

至須依據分析之結果調整核保流程。因此，在網

非一蹴可幾，通常需要整體營運模式的配合，

路投保的大浪來襲之際，產險業者當務之急應為

並經過長時間的磨合調整，才可達到完善的境

建立完整的資料分析及以損失率為基礎之核保價

界。勤業眾信彙整全球153個國家在各產業的

機制，以強化競爭優勢並取得市場先機。

專業知識庫及最佳客戶經驗完成「快速結帳流
程地圖」，找出營運流程影響結帳效率及效果
的部份；依此地圖根據企業需求，透過流程梳

不動產擔保品管理3.0，銀行提升獲利新
趨勢

理、單位訪談及研討會等方式，彙集各單位的

近年來不動產放款市場面臨各種不利因素，統

意見，從策略、流程、人員、系統四個面向，

計顯示，在過去八年間，全台不動產貸款戶數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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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減20萬戶，在目標客戶逐年減少、各種房

機制作業規範草案」，預計於2015年底施行，

貸管制措施出爐、升息訊息盛囂塵上、資本適

但國內多數保險業者目前仍處於由風管或精算

足率要求逐年提高及總體經濟環境不佳的影響

單位規劃或觀望階段，建議國內保險公司應盡

下，台灣金融業應即早規劃準備，以因應貸款

早著手評估內部的企業風險管理(ERM)架構、資

市場變化可能帶來的衝擊。

金管理、策略規劃、資源、風險文化及相關系
統是否足以因應ORSA採用後可能帶來的衝擊。

面對這些衝擊，建議可結合地理環境資訊資料
庫、銀行原有之擔保品資料庫及實價登錄資
訊，建立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透過該系統銀
行可針對擔保品進行差異化管理，面對目標客
戶詢問不動產貸款訊息時，可加快回應速度提
升服務品質。另可透過定期評估不動產價格，
篩選有能力之目標客戶，行銷高利差產品。更
進一步可參考國外銀行的做法，結合行動裝
置，提升鑑價作業效率/品質、降低成本。最後
更可藉由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的導入，提升銀
行內部風險衡量能力並設法降低資本計提，將
節省下來的資本用來替股東創造獲利，有效達
成維持或提高獲利之目標。

保險業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機制
（ORSA）因應策略
為改善保險業的監管力道並提高公司內部對風險
的了解及衡量，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已
於2012年9月核准風險管理及自我風險的清償能
力評估模型法案(Risk Management and 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 Model Act)，並將於2015
年1月1日前由各州自行決定是否採用；而歐盟
Solvency II則預計於2016年施行。

由於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ORSA)的目的在確實了解
保險公司面臨各類型風險時的真實暴險狀況，
並藉由量化暴險數據及風險溝通與呈報程序，
使經營管理階層有足夠充分的資訊作為決策參
考，期使保險公司改善或強化其經營體質，達
永續經營之目標。因此台灣主管機關已於2014
年年中公布「保險業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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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有偉
財務顧問 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over Story

2015趨勢解析《財務顧問篇》

併購重組轉型再升級 亞洲金融跨
境合作增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務顧問服務 / 范有偉營運長

展望2015年，經濟發展仍延續2014年之區域經

的40%改為淨值之40%，預估銀行體系可因此

濟以及全球化之發展趨勢；地方性品牌與廠商

增加轉投資資金規模達新台幣4,000億元，增加

持續進行整併以跨入區域與全球市場。台灣產

海外併購的資金能量。目前已發生併購案件有

業多屬中小型企業且普遍屬於家族企業，世代

國泰金投資菲律賓中華銀行、中信金併購日本

交替以及企業傳承，為目前第一代企業主普遍

東方之星、元大金參股東洋證券公司等，展望

面臨之問題；此外，台灣廠商著重成本控制之

2015年在政策鼓勵下，優質金融機構海外投資

生產模式亦遭遇瓶頸，如何協助台灣產業轉型

擴張之趨勢將持續。

重拾產業競爭力為台灣政府與企業共同面臨之
重要議題。

IFRS 9預期信用損失即將上路，金融業
應及早規劃

台灣體質健全金融機構為進軍亞洲盃，
持續投資/參股亞洲各地金融機構

IFRS 9「金融工具」已於2014年7月24日定案，

國內金融機構規模偏小不具區域市場競爭力，

量」之規定，其內容包括分類與衡量、減損及

金管會提出亞洲盃政策，協助合乎一定條件的

避險會計，正式適用日為2018年1月1日，惟

本國業者，發展成為亞洲區性型銀行或金融機

台灣適用日仍需視主管機關的決定。IFRS 9的

構，金管會透過鬆綁法規、擴大金融機構海外

減損規定對企業（特別是金融業）財務報表造

併購能量等做法予以必要協助。從修訂保險

成的衝擊最大，因減損評估由已發生損失模式

法，將保險業海外併購排除在國外投資45％的

（Incurred Loss Model）改成預期信用損失模

限額外以增加併購可動用資金，並將海外併購

式（Expected Credit Loss Model），未來企業

範圍擴及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相關行業，

需考量的不只是歷史資訊，還包括未來前瞻性

且能協助同金控中銀行加速拓展海外據點。此

（Forward-looking）的資訊，所以在評估上，困

外，銀行轉投資上限計算方式，從實收資本額

難度及複雜度將大幅提高且變得更主觀。

未來將全面取代IAS 39「金融工具：認列與衡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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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FRS 9規定中，IASB納入更多風險管理概念

控等，而其他工業用電腦廠商併購投資亦持續

於減損評估中，透過風險辨識、衡量（含預

增溫，凌華投資740萬美元併購德國PENTA，搶

測）、監控、報告來管理可能的預期信用損失

進布局醫療用工業電腦領域，展望2015年製造

風險，期望企業採取有效之方法降低成本，並

業之產業領導廠商採用併購模式強化產品組合

有計劃地處理風險，以保障企業能正常營運。

維持市場領導地位之趨勢將持續。

故以往被認為只與財務會計部門較相關的IFRSs

台日雙方合作交流持續增溫

規定，在IFRS 9中將需各個部門，包括財務、會

311地震後，日商公司生產基地佈局規劃南進，

計、風管、業務、資訊，一起協力合作，討論

受惠文化因素、台日關係良好以及地緣關係，

分析可能的方法論，進而建置預期信用損失之

台灣成為日商公司建立生產基地之主要選項，

減損系統。

製造業及服務業直接投資與台商成立合資公司
數量持續增加。此外，由於中日關係不佳及語

IFRS 9將不只是會計規定，更是企業風險管理的
手段，如何有效率及效果的導入，有賴於企業
及早進行規劃。

言因素，與台灣廠商設立合資公司，透過台灣
廠商前進中國之趨勢持續增溫，近期日商公司
持續評估投資大陸具生產基地或已切入大陸內
銷市場之台灣廠商。

台灣產業結構積極尋求轉型，企業透過
併購整合進行重組及改造
台灣企業多屬於中小企業，廠商家數多但平均
規模小，產業集中度低，因此在人才、技術、
資金等資源方面較為分散，與其他同產業之國
際大企業相比，競爭力受限，在全球經濟惡化
的大環境下，眾多中小企業面臨生存挑戰，但
此也意味著產業蘊藏巨大的整合空間，因此企
業便開始思考如何透過併購整合以求生存並增
強競爭力。以LED產業為例，2013年及2014呈現
持續整併態勢，產業持續整合以強化競爭競爭
力，除上下游整合外，2014年晶圓光電整併燦
圓光電後，穩固全球最大之晶粒製造商龍頭地
位，顯見2015年LED產業以及太陽能產業整併及
結盟之態勢亦將持續。

同時，產業領導廠商及高成長產業也希望透過
併購整合做大做強。以工業電腦領導業者研華
公司為例，為持續維持獲利性與產品多樣性，
近幾年併購能強化各項領域，如德國第一大、
全球第三大車載電腦品牌廠DLoG、POS（端點
收銀機）的鈞發科技、自動化控制器廠寶元數

此外，日本於精密製造以及生技藥品部份具領
先地位，為台灣公司產業轉型尋求提升關鍵技
術之主要投資標的，目前已有多家台灣廠商主
動尋找日本合適之投資標的，展望2015年在日
幣貶值之帶動下，台灣投資日本公司或與日本
公司合資成立公司將持續增加。

海峽兩岸併購趨勢分析
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已簽署並已於2010年1月16
日生效，中國政府在各地不斷進行重點改革項
目，大陸本土廠商取代台灣成為主要之供應廠
商，大環境變動快速，造成企業營運出現空前挑
戰。展望2015年兩案投資/交易案件趨勢如下：

大陸投資環境日趨嚴苛，台商驚見「死
亡交叉」現象
根據中原大學呂鴻德教授在「2014年大陸投資
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中分析，中國大陸投資
環境日趨嚴苛，加上大陸勞工意識高漲，勞動
糾紛問題層出不窮，不少台商都有由大陸「撤
退」之計畫，勞力密集廠商若無法成功轉型，
將被迫遷移至其他地區或退出市場。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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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持續來台投資取得技術、品牌及通路
隨著政策開放和陸資實力增進，陸資來台投資之
件數與金額持續增加，據投審會統計2014年總投
資金額可望超過3.5億美元，投資項目由科技產業
逐步轉向批發零售事業以及製造業，希望藉以取
得台灣具優勢之技術、品牌及通路，如愛納斯浙
江公司以新台幣13.5億元取得收購台灣妙管家，此
趨勢可望於2015年持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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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宇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荷蘭 - 財政部更新預先訂價協議及
預先核釋規定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會計師、洪于婷協理

荷蘭財政部於2014年 6月12日發布五項法令

外國投資人服務小組(Foreign Investorś Desk)

(Decree)，對預先訂價協議(Advance Pricing

外國投資人服務小組提供投資人稅負之預先確

Agreement)和預先核釋(Advance Tax Ruling)等規

定性及與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團隊進行溝

定之內容進行更新。與舊法相比，雖然新法未

通，以確保荷蘭政府對外國投資人在租稅和移

有顯著改變，但有意投資荷蘭之投資人應該會

轉訂價議題上有一致之作法。

對以下新法內容感到興趣：
• 設立外國投資人專屬服務小組和荷蘭稅
務機關編制成立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
小組；
• 申請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之條件和程
序(於其中兩個單獨之法令載明)；

外國投資人服務小組主要服務對象為目前尚未
在荷蘭有顯著營運活動但有意投資至少投資450
萬歐元(可以分年投資)的非荷蘭集團。若為小規
模投資但可創造顯著就業機會之投資人也可利
用此服務平台。

• 擬申請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且集團
無意在荷蘭從事營運活動之控股公司實質
性要求；和

外國投資人服務小組與荷蘭外商投資局
(Netherlands 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密切合

• 對集團內部從事融資、授權(Licensing)或

作，使外國投資人在投資荷蘭初期或擴展業務

租賃之公司申請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

時可獲得相關之建議、資訊和就實際議題如營

時對其實質性和資金風險報酬(Equity-at-

業場所之決定、勞工和許可證規定，或與潛在

risk)之要求，以及相關之資訊交換政策。

合作夥伴接洽等方面，提供協助。

新法於2014年6月13日起生效

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小組
外國投資人可以提交申請書予預先訂價協議/預
先核釋小組，以便其跨國架構之規劃得以在荷
蘭租稅及移轉訂價方面獲得預先確定性。許可
期間一般為期四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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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集中外國投資人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

控股公司

案件之處理程序，以形成標準化及一致化之政

荷蘭對於控股公司之實質性要求並無明文規

策。同時，荷蘭政府藉由公布預先訂價協議/預

定。然而，為了有效地分配稅務機關之資源予

先核釋案件申請之政策以提高前述政策之一致

那些於荷蘭建立足夠連結之公司，控股公司必

性及可預測性

須符合某些最低營運實質性之要求，方能申請

39

適用預先核釋。該實質性要求僅為控股公司符

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程序

合申請預先核釋之條件。換言之，即便沒有取

對納稅義務人而言，預先訂價協議可使其預先

得預先核釋，控股公司亦可執行相關功能。

確定使用何種方式以決定其跨國關係企業間之
交易移轉價格。預先訂價協議可分為單邊或雙
邊協議，並能囊括所有與納稅義務人有關之移
轉訂價議題。荷蘭係遵循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
則來制定預先訂價協議。

新法規定荷蘭稅務機關只有在下列情況符合
時，才可以針對國際控股公司架構下之荷蘭稅
負影響核發預先核釋：
1) 請求預先核釋之公司所屬集團於荷蘭進行營
運活動，或於荷蘭有明確之營運計畫；

預先訂價協議程序始於預備會談(Pre-f iling
Meeting)，在此會議中稅務機關將確認納稅義務

2) 請求預先核釋之公司符合以下實質性要求：

人需要提供哪些資訊。同時，由稅務機關和納

• 董事會至少一半以上有決定權的成員於荷

稅義務人雙方共同制定專案管理計畫及設定相

蘭有居所或有效住所(Effectively Established

關步驟和時間表。

in the Netherlands)。
• 擁有居所或有效住所於荷蘭的董事會成員

預先核釋係納稅義務人針對一個或一系列即將
採行之交易於荷蘭稅法上之適用，預先取得
政府之確認，如參與免稅的申請、混合工具

具有專業知識以執行其職權。
• 該公司控制符合規定的員工（自行雇用或
由第三方聘僱）執行交易。

(Hybrid Instruments)之處理或確定非居住者是否

• 管理決策在荷蘭進行。

在荷蘭設有常設機構。

• 主要銀行帳戶在荷蘭設立。
• 在荷蘭執行行政管理活動。

根據預先核釋程序，荷蘭稅務機關在收到納稅
義務人提出申請之五個工作日內出具回函確認
收到該申請案。若申請案本身相對單純、不至
於產生疑問，則該案將立即進行處理。其他申
請案則於送件後八週內回覆。

• 遵循荷蘭稅務申報之義務（公司所得稅、
薪資稅、營業稅等）
• 公司營運地址在荷蘭。
• 該公司在其所知之範圍內，非為荷蘭以外
國家之稅務居民。

新法另闡述控股公司、集團內融資公司、授權或
租賃公司適用預先訂價協議/預先核釋之程序。

• 該公司之最低資本額足夠執行其功能（需
考量使用的資產和承擔的風險）。對於控
股公司而言，取得子公司股權之資金至少
15％必須來自於控股公司之股本。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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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服務公司(Group service entities)

評論

新法對於主要在同一集團內從事或接受關係企

藉由提供納稅義務人明確及可預期的預先訂價

業融資、授權或租賃之公司亦有特別規定(在此

協議/預先核釋申請實務，佐以明確的申請條

稱之為「集團服務公司」)。集團服務公司只得

件、簡潔的程序、及最短的案件處理時間，新

藉由併案申請移轉訂價及稅務兩方面之預先訂

法之推行使荷蘭成為一個受投資人青睞的國

價協議/預先核釋之情況下，才可以取得稅務機

家。同時，最低營運及財務性實質性要求之公

關對於荷蘭稅負適用之確認。此外，除了上述

布亦令人欣喜，其內容強調只要納稅義務人本

最低實質性要求外，集團服務公司還需要符合

身具有足夠的實質性，並於荷蘭提供實際之營

財務上的實質性要求。

運支援活動，即能符合最低營運及財務性實質
性之要求。

財務實質性規定要求集團服務公司對於其活動
需承擔實質風險，且具有足夠的資金以對應其
所承擔之風險。對於集團融資活動，相關避風
港規定如下：若資金風險報酬(Equity at risk)至少
為舉債金額之1%，或200萬歐元時，即被視為
承擔實質風險。對於授權或租賃活動，避風港
之要求則為年度收到的權利金或租金收入最低
為資本的50%或200萬歐元時，亦同。

集團融資活動的報酬必須分為(1)資金風險報酬
(2)處理費(Handling Fee)。新法提供計算報酬之範
例，同時亦確認合約保證條款或無追索權條款係
集團服務公司限制風險之一般實務做法。在適當
之規劃下，承擔實際風險之避風港金額應盡可能
相當於最低實質性要求下適當資本金金額。

集團服務公司若符合最低實質性要求，則得以
適用荷蘭與他國簽訂之租稅協定及適用扣繳稅
款扣抵(Withholding Tax Credit)之規定。

然而，若集團服務公司不符合最低實質性要
求，則荷蘭政府可能會與其他相關國外稅務機
關交換稅務資訊。即便集團不打算在荷蘭進行
營運活動，荷蘭政府仍可能將集團預先訂價協
議之資訊揭露予其他國家稅務機關。

2015 Jan

稅務面面觀

41

廖哲莉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新加坡 – 個人就業准證新規定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呂逸雯經理

摘要

薪領取日期距離申請個人就業准證時，不得超

新加坡人力部近年來逐步上修申請就業准證

過六個月。

（Employment Pass；EP）所需之薪資門檻，最

2.原就業准證持有人，其固定月薪達新幣12,000

新規定已於2014年1月1日公布，該規定並同時

元者。

要求個人就業准證（Personalised Employment
Pass；PEP）申請人須具備較高教育水準。為了

個人就業准證修訂後之規定

配合提高就業准證申請人素質之相關措施，人

1.現行持有人皆被要求於2014年12月31日前，

力部也重新設定個人就業准證持有人之門檻資

其薪資須達到規定修正後之最低固定年薪：新

格，以確保個人就業准證仍是一個給外籍高階

幣144,000元。

人才的首選工作簽證。

個人就業准證
個人就業准證於2007年開始推行，其發放係針
對持有個人之條件而決定，而非經由特定聘雇或
雇主的申請。個人就業准證的有效期限為三年且
不予更新。個人就業准證之持有人即使在准證到
期後，仍可依據就業准證資格於新加坡繼續居留
及工作。個人就業准證之持有人即使被開除或離
職，不須重新申請就業准證，仍可享有六個月緩

2.准證將於2015年6月30日前到期之持有人，即
使未達第一項最低年薪之要求，亦被允許保留
個人就業准證資格。
3.准證將於2015年6月30日後到期之持有人，雖
未能滿足第一項最低年薪之要求者，如擬繼續
在新加坡工作，則須透過新加坡雇主向人力部
申請就業准證資格核准。

重點提醒

衝期，以供其在新加坡重新找工作及評估繼續在

公司應儘快將新規定傳達予取得個人就業准證

新加坡就業的機會，毋須立即離境。

資格之員工瞭解。針對前段第三項之個人就業
准證之持有人，應儘快進行就業准證的申請。
此外，在2014年8月1日後，除非符合豁免情

自2012年12月1日起，下列人士有資格申請個人

況，所有就業准證新申請案必須符合新的招聘

就業准證：

廣告的程序規定。然而，個人就業准證持有者

1.外籍專業人士，其海外薪資最後一個月的固定

若申請轉換為就業准證而其雇主不變時，可免

月薪達新幣18,000元者。前述最後一個月之月

除該招聘廣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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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風險
服務專欄

新興科技風險管控系列剖析證券期貨市場新興科技資訊
安全管控指引(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周嘉明協理、楊怡芳經理

一、前言

三、行動裝置的安全控管

延續上篇針對「證券期貨市場相關公會雲端運

針對可用於處理企業敏感性事務且可直接連接

算、社群媒體、行動裝置資訊安全管控指引」

企業網路設備、服務之行動裝置，擬定安全控

中對於雲端運算服務之安全控管說明後，本文

管要求，並將行動裝置區分為企業配發以及員

將接著說明對於金融產業之社群媒體、行動裝

工自攜兩大部分，分別就重點說明如下：

置以及行動應用程式的安全控管建議。

(一)企業配發之行動裝置

二、社群媒體的安全控管

除了針對裝置的申請、使用、更新與繳回應訂
有相關規範外，亦須針對行動裝置可存取之資

針對社群媒體的管理，以非企業內部溝通使用

源進行風險評估並採行適當的安全控管措施；

之社群媒體或平台為適用範圍，分別從員工使

同時針對行動應用程式之安全應有限制，避免

用政策以及企業經營社群媒體兩大層面，說明

安裝非官方發布之行動應用程式。並且因應人

並建議採用不同的控管措施：

員的異動，應進行行動裝置的重新配置，以確

(一)員工使用社群媒體

保行動裝置環境安全性。

社群媒體的興起，相信員工多少都擁有自己的

(二)員工自攜行動裝置

社群媒體，因此建議企業應擬定社群媒體的使

企業應定期審核並限制員工自攜行動裝置使用

用政策，以規範員工的使用行為。同時，若企

用途、使用期間及資料種類，並與員工簽訂自

業允許員工從公司環境使用社群媒體者，企業

攜行動裝置使用協議，以明確定義使用限制與

應事先評估各社群媒體之可能導致的資訊安全

雙方責任。

風險，並採行適當的安全控管措施。

(二)企業經營官方社群媒體

(三)針對存有敏感性資料之行動裝置之
安全控管措施

目前有許多金融機構已成立官方的社群媒體，

建議企業可考量產業特性與規模後，選用以下

惟企業應事先了解所經營社群媒體之隱私政

針對行動裝置之安全控管措施：

策，並定期檢視其隱私政策之異動及評估其風
險，且應建立適當的帳號權限管理機制，並就
發布內容進行控管。

(1)宜建立身分識別機制。
(2)作業系統環境設定宜由被授權者進行變更。
(3)作業系統與防毒軟體宜定期檢查，避免持有
者私自異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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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宜考量遺失時資料清除方式。

完整定義特殊符號篩選機制。並針對無法取得

(5)宜限制或關閉不需要之無線連線功能。

行動應用程式原始碼時，應要求行動應用程式

(6)傳輸敏感性資料時，宜採加密或資料遮蔽方
式進行保護。
(7)宜限制敏感性資料儲存於行動裝置上或將敏
感性資料進行加密保護。

四、行動應用程式安全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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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提出符合程式碼安全要求之佐證。

五、結語
雲端運算服務、社群媒體以及行動裝置等新興科
技，均屬於金融3.0推展的重要因子，因此如何
有效掌握新興科技的特性，以協助業務的推展，
並兼顧新興科技的資訊安全風險議題，將會是金

因應國內金融產業的業務發展趨勢，多提供行動

融產業未來的重要挑戰，在主管機關的強力推動

應用程式以利客戶進行帳戶資料查詢、交易等，

之下，金融業將從「證券期貨市場相關公會雲端

不論是自行開發或委外開發行動應用程式，應針

運算、社群媒體、行動裝置資訊安全管控指引」

對行動應用程式的開發與佈署，進行適度的要

建立良好的安全控管基礎，並在可預見的未來應

求，以提升行動應用程式的安全強度。

持續深化對於各種新興科技的了解，並掌控新興

(一)行動應用程式的開發安全

科技所衍生出的資訊安全風險。

針對涉及交易、帳務、密碼、憑證等敏感性資
料，應設計以下之安全控管措施：
(1)針對交易或帳務等敏感性資料設計行動應用
程式存取驗證機制，並僅供經授權之行動應用
程式使用該敏感性資料。
(2)若透過行動應用程式發送簡訊或其他訊息通
知方式告知使用者敏感性資料時，應進行適當
去識別化。
(3)透過行動應用程式傳送帳號、密碼及其他敏
感性資料時，應以憑證驗證或加密機制確保傳
送安全。
(4)透過行動應用程式儲存密碼、憑證、交易或
帳務等敏感性資料時，宜對儲存之資料進行雜
湊(Hash)或加密控管保護。
(5)透過行動應用程式處理交易或金流作業時，
應留存存取日誌，且存取日誌應予以保護以防
止未經授權存取。

(二)行動應用程式的佈署
於發佈行動應用程式前，應確認程式碼或程序
庫符合安全要求，包含：確認未含惡意程式
碼、程式碼未含敏感性資料、行動應用程式宜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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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如何做好產銷規劃微利時代的製造業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林茵薇經理、邱鈺珊副理

引言

在企業營運過程中，企業經營者經常遇到以下

九合一選舉降冪，台商回到了世界工廠，繼續在

議題：

微利時代打拼。自2008年的金融海嘯重創了全

• 訂單變更：客戶需求變更過度頻繁（例如：插

球經濟，各國經濟陷入了低迷，身為製造業王國
的台灣首當其衝，客戶訂單銳減、代工費錙銖必
較，皆壓縮了企業獲利空間，同時也考驗企業競
爭力。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裡，如何降低成
本、提升生產力，是攸關企業生存之重要課題，
但懂得怎麼落實，方為致勝關鍵。

單、急單），造成供應鏈計畫紊亂？
• 生產排程：是否依據產能最佳化而安排？
• 產線規劃：是否安排過多生產線，而造成人工
成本與製造費用浪費？
• 備料準備：預備要投產，物料卻還未到工廠？
• 出貨及時：按照計劃生產製造，但業務未按計
劃安排出貨？
• 庫存周轉：倉庫的庫存量與庫存金額過高？

圖一：勤業眾信供應鏈完整架構，從策略到流程、組織到績效分析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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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普遍性被認為是管理議題，是生產與銷售

在網路上雖然也很容易可以搜尋到跟產銷機制

間永遠存在的難題，也就是所謂的產銷規劃

相關的資料，例如：研究報告、系統導入公司

（S&OP）瓶頸。有些企業經營者認為，召集所

的案例分享、文章分享等，但這些資訊僅能

有人召開一整天的「產銷會議」可以解決，沒

幫助瞭解什麼是產銷規劃（S&OP），產銷規

有召開產銷會議的，想用電話溝通馬上解決。

劃（S&OP）可以帶來哪些效益，當要落實在

然而通常的結果，多半是徒留形式，或是問題

公司內部時，就面臨到誰來推動、誰來決策的

仍持續發生，出貨延遲或庫存太高等異常狀況

問題。業務出身的總經理，接單第一，卻苦了

亦無改善，更甚是，跨單位之作業衝突持續產

製造廠；製造起家的，則責怪接單沒有策略。

生，問題無解，還額外浪費與會人員的時間。

往往就在拉鋸戰中，耗費了許多人力與時間成

45

本，效果卻往往不如預期。勤業眾信擁有豐富
如何解決這些產銷規劃（S&OP）的瓶頸？
建立完善可被執行的產銷機制，是產銷規劃
（S&OP）瓶頸的一帖良方。然而參考各家成功
案例，為何產銷人人皆會，成果卻大不同？製

的供應鏈管理實務經驗，以第三方公正客觀的
立場，加上透過與各單位訪談過程及整合性供
應鏈工具，找出公司產銷規劃（S&OP）之瓶頸
並進行分析與設計，提出最適優化方案。

造業的產銷機制雖然是大同小異，但卻可能因
各企業文化的差異而略有不同，尤其是中小企

勤業眾信在某製造業輔導專案中，使用整

業，通常人治多於法治，沒有把誰該在產銷規

合性供應鏈工具於制定存貨策略（Develop

劃中各自應扮演的角色釐清，各自要提供什麼

Inventory Strategy）中，定義各流程之作業內

數據報表等機制建立，就很容易將產銷會議淪

容，包括各流程之定義（Process define）、各

為批鬥大會。

流程之綜合問卷（Questionnaire）等，以確

圖二：產銷規劃（S&OP）最佳運行之範例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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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產銷範圍完整性，例如：執行需求計畫流程

4.企業產銷檢視（Enterprise S&OP）

（Perform Demand Planning）下，定義企業銷

與營運長（COO）進行跨單位相關事項之協調

售預測流程時，須確認企業是以週或月的時間軸

與重要議題之決議，檢視於事業單位之產銷會

建置銷售預測資料，產生銷售預測資料後誰是承

議中決議事項之執行計劃，並持續追蹤計劃執

接單位等訪談議題。這工作看起來雖不難，卻是

行的狀況。

打破產銷僵局的重要關鍵。此外，顧問可提供多
樣化的方法，不同程度的解決方案，評估各項方
案的優劣，為客戶量身打造專屬的產銷規劃，以
符合公司企業文化，提高產銷規劃（S&OP）落
實度。

好的流程需要善用系統與量化績效指標，才能
達到效果。例如，如何運用ERP系統中的MRP功
能、DM（Demand Management）需求管理
系統中的年度計畫（Annual Plan），整合不同
系統間的資訊，制定產銷規劃（S&OP）的短、

制定完善可被執行的產銷循環（S&OP

中、長期目標，並持續透過跨單位合作之平台，

Cycle），須從以下流程進行分析與規劃：

力行PDCA（規劃、執行、確認、行動）的方法

1.需求檢視（Demand Review）

以落實產銷機制，快速反應市場變化。此外，為

銷售預測、訂單、安全庫存量等，都是需求計
畫的來源，其中銷售預測的結果對產銷協調的
影響性甚大，例如：銷售預測準確率10%與
85%的差異，就可能發生存貨庫存量過多，或
來不及出貨給客戶，造成訂單流失的後果。重

配量化的衡量指標，如訂單滿足率、預測準確
率、庫存周轉率、供應利用率、現金周轉率等，
與產業標竿比較，才能找出客觀的改善動因。

新檢視新產品研發計劃、產品週期與客戶業務

結語

發展，以公司最大利益為考量，確認需求計畫

某網路設備製造廠，曾成功以降低存貨成本為

之合理性，讓業務瞭解產品的規劃及公司未來

目標，透過產銷規劃（S&OP）的導入，於每週

產品發展方向，提供客戶相關訊息，因應市場

執行產銷循環，持續追蹤執行結果，並於會議

變化，成為客戶與公司聯繫之橋梁。

中立即提出改善方案。因此中小企業要具備實

2.供給檢視（Supply Review）
檢視產能、物料供給與庫存的狀況，檢視是否
有供給端的瓶頸，進而影響需求計畫的達成，
對於需求與供給之差異，產生產能計劃、存貨
計畫等，並將分析結果呈現於產銷會議。

力對抗微利時代，產銷規劃（S&OP）已是不可
或缺的管理工具。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為
公司下一步重要之營運目標，於產業中時常遇
到廠商貨到不及時無法生產、需求變更頻繁而
造成供給紊亂、庫存水位過高之瓶頸，都是中
小型製造業常見的挑戰。如何勝出，早一步做

3.事業單位產銷檢視（BUS&OP
Review）

好計畫與因應對策，早一步嗅到市場的變化，

檢視需求計畫與供給計畫是否有達成年度財務

公司多有決心要落實。

目標，並與相關單位主管召開產銷會議，以解
決「瓶頸」的問題，並取得產銷共識。於企業
內部從上至下所有關鍵人員，都能有一致性的
目標，產銷機制方能被建立。

2015 Jan

了降低庫存成本、增加企業競爭力，也要適時搭

以及供應鏈的風險，不是不可能的任務，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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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揭露的年代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溫紹群協理、莊上賢資深顧問

永續資訊揭露的趨勢

多企業正持續響應永續報告的發佈，使得他們

在過去幾年中，驅動企業商業價值的主要因素

對於社會和環境議題的處理措施，得以清晰和

已有明顯的轉變。過往，組織的有形資產，被

明確地被瞭解。

認定為組織於資本市場表現，最密不可分的追
蹤指標。然而，當前的資本市場則較以往更重

基於勤業眾信(Deloitte Touche Tohmatsu)針對平

視組織的商譽和品牌形象。而所謂的商譽和品

均年營收為170億美元的大型跨國企業所進行的

牌形象，廣義來說，可包含品牌、聲望、研發

研究顯示，百分之六十的財務長認為永續經營

能力、對於外在社會與環境的管理與認同。

的挑戰將改變財務報告與審計活動。財務與非
財務資訊揭露的範疇正快速改變，所揭露的資

此外，多數人也逐漸認定財務指標作為短期績

訊包括資源運用效率、業務模式適應能力、創

效指標，較難有效反映企業是否能長期創造價

新能力、客戶滿意度、人力資源，聲望和品牌

值的潛力。市場對於透明資訊的渴望，加速價

實力、以及社會認同等項目，是創造價值和長

值驅動因素的轉變，以及環境、社會和治理表

期業務發展的驅動因素，這也使得董事會和審

現(ESG)認知的普及化。因此，組織如何更有結

計委員會理解永續揭露日漸升溫的重要性。

構地揭露永續表現，已儼然成為顯著的趨勢。
隨著對於資訊透明度需求的不斷升溫，有賴
此外，永續議題也成為股東會議程的重要事項

於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和Sustainability

之一。基於針對美國企業的調查，在2013年由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等組織的努力，永續

股東發起的提案之中，社會和環境政策相關的

標準和揭露措施得以持續地，朝非財務資訊具

提案數量，已成長至僅次於公司治理議題。許

備更高透明度與可比較性的方向發展與制定。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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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在組織內，不同單位可能保有部分面向的非財

尋求一種更進階的，更著重財務與非財務資訊

務資訊，而這些資訊的品質可能良莠不齊，尤

連結的揭露方式。

其當資訊是由各子公司分別提報和彙整而成
時。於揭露給利害關係人之前，內部確證作業

總而言之，永續報告與揭露已然成為近年來的
顯學，且正轉變為企業的核心議題。企業的審
計委員會應該要瞭解如何促進內部改變，得以

有助於確保永續資訊的品質，而成熟組織則會
進一步執行內部查核或透過外部單位的驗證，
以確保永續資訊的可信度。

有自信地向市場揭露可信和可靠的永續資訊，
且這種對於永續揭露的自信，可透過內外部的

如同財務報表審計作業，許多企業透過第三方

驗證方式來實現。

單位對於其永續報告進行確證作業。對於利害
關係人來說，例如：監管機構、投資者、員工

永續報告對於審計委員會的重要性

和保險公司也越來越仰賴於這樣的確證服務，

GRI將永續報告定義為：在朝向永續發展的目

以評鑑企業所出具的這些永續報告的品質和可

標之下，使組織永續績效得以量測、揭露和可

信度。

信，永續報告必須能讓組織平衡且合理地呈
現，組織在永續議題上，正面與反面的作為。

審計委員會應考量的問題
當評鑑永續揭露時，審計委員會應自我檢視下

永續是個廣泛且對於組織有顯著影響的議題，影

列問題：

響組織的運作和其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如今顧

• 我們是否瞭解永續議題的衝擊，所衍生的風險

客、供應商、員工和投資人已對永續表現的揭露

和機會？這些衝擊是否代表對於品牌、聲望和

有深刻理解，並且將組織的永續表現作為關鍵篩

社會認同的威脅？企業的公開揭露該如何反應

選條件，決定他們是否願意和組織往來。

這些議題？
• 我們是否瞭解由於供應商在價值鏈中的永續表

審計委員會作為企業的監理角色，有責任識別
和減緩風險，來強化企業的治理，並創造長期
價值。因此，審計委員會應審慎思考將永續揭
露列入委員會議程，以彰顯此議題的重要性，

現，所衍生的風險和機會？
• 我們是否擁有已具備適當政策支持的永續揭露
策？該政策是否已經董事會檢視與通過？
• 我們是否瞭解永續揭露流程和潛在驅動因素，
包括歸因於高透明度的風險和機會的考量？

永續報告和確證

• 永續揭露是否已和整體營運報告流程密切結合？

永續相關的風險涵蓋環境、社會與安全等各式各

• 針對組織面臨的永續議題和揭露考量，高階管

樣的面向，以及遵循環境法規和職業災害等人權
和公平勞動的實踐。對組織而言，違反法令法規
可能潛在的風險可能包含嚴重的人身安全傷害或
損失、媒體關切和可觀的罰款。有鑑於風險管理
的重要性，美國上市公司總是將相關風險，列入
提報至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報告中。

2015 Jan

理階層是否提供適當培訓和宣導？
• 我們是否已具備適當的治理架構，以有效地檢
視永續揭露的管理？
• 為確保永續報告的可信度，內外部確證扮演何
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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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資訊揭露的未來
對於評估企業績效和潛在價值的投資人和利害
關係人來說，永續資訊的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
語。在踏上永續揭露的旅程之前，認知到永續
揭露品質提升的效益，以及審計委員會應考量
的問題，應被視為是同等重要。

傳統財務指標仍舊是高階管理階層和審計委員會
評估績效的首要考量。然而，當相關利害關係人
對永續揭露的期望逐步升高，若審計委員會和董
事會能將財務和非財務資訊並列為檢視與溝通的
重要因素，將有助於健全組織的發展。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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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ISO/IEC 17025
之數位鑑識實驗室建置經驗分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宋子莉經理、曾淑玲副理

勤業眾信設立之「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

of custody)。因此，數位鑑識實驗室各種證物處

是臺灣民間首座獲得ISO 17025國際認證資格的

理作業環境的隔離規劃與安全性控管，以及數

數位鑑識實驗室(實驗室編號2918)。「資安科技

位鑑識軟硬體的嚴謹完備，即顯得格外重要。

暨鑑識分析中心」在建置符合ISO 17025的實驗

在實驗室環境規劃方面，應同時考量實體環境

室制度過程中，投入許多資源以符合專業實驗

（包含設施、環境條件與出入管制）及數位資

室技術面與管理面的要求。在日常維運中，亦

料（包含儲存與傳輸條件）的整體安全性，以

透過數位鑑識實驗室的專業權責分工，不斷精

維持鑑識試驗分析結果的準確與品質。

進數位鑑識實驗室的服務品質與專業。
而在數位鑑識軟硬體規劃方面，隨著數位證據
實驗室期望透過本文章之經驗分享，讓讀者瞭

的來源型態日益多元，除了在數位鑑識軟硬體

解ISO17025對數位鑑識實驗室的重要性與特殊

的採購建置上須與時俱進外，也須同時確保數

性，更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盼臺灣鑑識產

位鑑識軟硬體的可靠性，如可考量是否符合美

業同業能一同精進在鑑識領域的專業。

國國家科技標準局（NIST）之測試計畫要求，是
否被國際間鑑識組織、政府單位或各國法院所

只有設備別稱實驗室：建置合格之實驗
室環境

認可等，並搭配數位鑑識實驗室的作業需求進
行最適當地選擇。

筆者在數位鑑識產業這幾年，見過許多業者稱
自己擁有多項設備與技術，認為這樣即代表一

認證前的暖身準備：熟悉TAF官方規範

個數位鑑識團隊的專業度，殊不知數位鑑識最

ISO 17025係針對實驗室能力評鑑時的共通規

終的考驗將在法庭上的攻防，對於一個僅有設

範，如欲建置一間符合ISO 17025要求之數位鑑

備卻未建置高安全要求實驗室的團隊而言，可

識實驗室，除了必須遵循ISO 17025規範本身對

預見地將在法庭上面臨嚴峻地考驗。

於管理及技術的基本要求外，亦須熟悉其他TAF
實驗室認證相關特定規範，以確保符合評鑑與

為了讓從現場蒐證而來的數位證據，能與數位

認證要求。截至2014年為止，其他與數位鑑識

鑑識實驗室收件做後續分析時得以接軌；嚴謹

實驗室相關認證規範整理如下：

的環境設施及軟硬體規劃，是建置數位鑑識
實驗室的必備條件之一。以確保實驗室進行分

No.

文件編號

析、保存及相關管理作業過程中，都能維持數

1

TAF-CNLA-R03

使用認證標誌與宣稱認可要求

2

TAF-CNLA-R04

量測結果之計量追溯政策

位證據的證據能力及符合證據監管鏈原則(Chain

2015 Jan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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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同於一般對於ISO認證的印象，ISO

3

TAF-CNLA-R05

能力試驗活動要求

4

TAF-CNLA-R06

有關量測不確定度之政策

5

TAF-CNLA-R07

對實驗室/檢驗機構主管之要求

持實驗室整體品質的管理性角色外，實際進行

6

TAF-CNLA-R08

對報告簽署人之要求

數位證據處理及技術分析的技術性角色也是成

7

TAF-CNLA-R09

認可實驗室-檢驗機構地址異動
之政策

就實驗室能力的重要環節之一；故人員的持續

8

TAF-CNLA-T11

鑑識科學實驗室認證技術規範

能有效確保數位鑑識實驗室團隊能量的持續運

17025還要求實驗室通過能力試驗的考核，以確
保整體技術水準的品質。因此，團隊中除了維

訓練、經歷、實作檢核與定期的資格認定，都
作及提昇。

樹立遊戲規則：建立數位鑑識標準程序
除了瞭解ISO 17025及其相關資料，以及建置實驗

結語

室環境設施與軟硬體外，如何將ISO 17025的精神

鑑識(Forensic)一詞係形容與法庭相關或運用科

與實務做結合，以設計出適用數位鑑識實驗室管

學方法破案而涉及之事，因鑑識分析的結果對

理與技術制度之四階文件顯得格外重要。

企業或個人的影響都至關重大；因此勤業眾信
以謹小慎微及追求卓越之心態，努力取得ISO

ISO 17025管理面延續著ISO 9000的精神，著
重整個組織架構及管理系統的整體維運，如：
文件管理、設備用品的採購管理、顧客服務管
理、不符合事項的管制、內部稽核、矯正預
防、管理審查等；技術面則看重實驗室的整體
能力及執行過程的正確可靠性，如：方法確
認、設備使用及維護要求、待測件的處理要
求、結果報告的品質要求等。根據ISO 17025要
求建置數位鑑識實驗室文件的過程中，同時須
考量數位鑑識領域的特性，以發展出適用的程
序及標準，作為實驗室遵循的主要依據。

成為對的團隊：提昇整體人員素質

17025實驗室認證的肯定，藉以作為事務所數
位鑑識調查、舞弊調查、鑑識會計與訴訟支援
等服務的高品質後援。一間成功的數位鑑識實
驗室，除了嚴謹程序及遵循ISO 17025相關規範
外，實驗室環境設施與軟硬體的全面建置，以
及所有實驗室成員對數位鑑識領域的專業知識
與技術能力，都是落實ISO 17025實驗室標準
的關鍵因素。有了上述這些關鍵因素的支持，
「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才能持續不斷精
進數位鑑識服務的專業內涵及管理品質，以達
實驗室整體能力的綜效並解決各種問題與挑
戰。在此與讀者們細嚼ISO 17025實驗室建置的
每一段甘苦，希望讓大家對於ISO國際認證有不
同的視野與感受。

在ISO 17025的實驗室規範要求裡，看重的是
「實驗室的能力」，而不是任何單一個體的能
力。基於ISO 17025的特性，實驗室須明確定義
實驗室的組織架構與職掌，設計符合標準要求
的管理性與技術性角色，並確保各種角色充分
了解自己的責任與所需的知識技能，以成為對
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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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擔保品管理3.0，銀行提升
獲利新趨勢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公司 / 鄭興執行副總經理、莊浩智協理、洪逸芯副理

房貸業務後續該如何發展?這是很多金融從業人

• 現有客戶是否還有核貸空間?

員的心聲。臺灣房屋市場多頭走勢已持續近12

• 如何在房貸的紅海市場中，提供客戶差異

年，但是今年以來房地產市場面臨各種考驗，
從房屋供給量大於需求量、主管機關新的房貸
管制措施持續出爐、容積率總量管制、升息訊
息煙囂塵上、總體經濟環境不佳到房地合一稅
制的影響下，房價要持續維持上升的走勢，變
成一個相當困難的任務。依據主管機關統計資
料顯示，在過去8年間，購置住宅的貸款總金額
增加近50%，然而全台不動產貸款戶數卻大減

化的服務?
• 如何降低鑑價及核貸的成本及提升作業
品質?
• 如何及時發現擔保品市價變化，做好貸
後管理?
• 如何提升銀行內部風險衡量能力並設法降
低資本計提?

約20萬戶。從市場的變化可以看出，金融機構
過去的房貸業務成長是建立在全台逐漸墊高之
房價上，若房價成長出現停滯甚至向下修正，
不只會對房貸業務造成嚴重的影響，還可能造
成房貸違約率大幅上升，可回收金額下降，使
金融業的獲利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以房貸
業務為主力的金融機構面臨很大的威脅。

金融業面對這些問題，建議可結合原有之擔保
品資料庫、地理環境資訊資料庫及實價登錄資
訊，建立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來解決，不動產
自動估價系統的應用方式及建置架構，可參考
本文以下說明。

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在金融業的應用
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在金融業的應用範圍
相當廣泛，在討論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的建置
架構前，企業需要依照自身的狀況及策略發展
目標，決定要將該系統利用在哪些面向當中。
Deloitte依據過往服務金融業的經驗，將常見
的效益分成貸放前、貸放中、貸放後三個面向
呈現，在規劃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的建置架構
前，可以從這三個面向來思考企業導入這個系
再加上銀行業自有資本的要求逐年提高，且主
管機關要求不動產授信須提足到1.5％的備抵呆
帳，在業務無法擴大，槓桿比例無法提高的雙
重夾擊下，金融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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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想要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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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放前：
1.快速提供貸款客戶擔保資訊：

2.不動產行情研究分析/潛力客群發掘：

某位科技業總裁曾經說過「在今天的世界，

目前金融業都會參考過去的資訊搭配房市

沒有『大』的打敗『小』的，只有『快』的

相關指標，來概估未來之行情走勢，最後依

打敗『慢』的。」，在這10倍速的IT時代，

據估計結果擬定及執行房貸業務發展策略。

公司的策略正確，已經不是成功的保證，提

但是在大數據時代來臨之後，掌握數據就是

供「客製化」服務的速度與能力，將決定金

掌握商機，金融業需要更多的細緻化的資訊

融產業的地位。

來做商業決策。例如說：從桃園縣的房價指
數來看，可以發現總體的走勢向上，但是若

在導入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前，貸款客戶來
到專員面前，金融機構只能就貸款期間、利
率、成數或寬限期等條件介紹，要實際與客
戶討論個人的理財規劃，需要等到估價中心

細分成不同類型的房屋，就會發現每種房屋
的走勢有漲有跌，若金融機構掌握更多的資
訊，就可以持續監控個別擔保品走勢，對這
些房貸客戶擬定不同的行銷及管理策略。

提供初步的估價結果後才能進行，但是在金
融機構氾濫的台灣，這樣的介紹很難引起客
戶的共鳴。

【舉例說明】
假定企業今年(2015)擬定的發展策略是：篩
選房貸成數低於3成之房貸戶推廣理財型房

在導入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後，就能把握

貸，增加投資誘因，鼓勵客戶額度動用，以

首次與客戶接觸的機會，立刻讓客戶了解擔

提高客戶之貢獻度。假設企業有1,000位客

保品可能的價格區間、每段期間要負擔的金

戶在2009 年向銀行借款，原始的貸放比率

額、薪水是否可以負擔、未來理財的規劃…

大約8成。

等，在第一次接觸話題就圍繞在客戶的「人
生計畫」，拉近與客戶的距離，與其他金融
機構做出區隔。甚至，可以在客戶簽約買房
前就提供客戶理想房價及未來貸款的建議，
或是在理專替客戶規劃投資建議時，協助客
戶分析名下持有之房產價值。

在導入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前，這些客戶在
帳上經過了5年的還款時間，貸放比率(Loanto-Value,簡稱LTV) 大約落在6成。企業搭配房
市指標分析，或許會發現這5年間，雖然全台
房價大約上升了50%，但是這1,000位客戶不
會落在潛在客戶名單當中。

再進一步來看，可以將自動估價系統結合

企業在導入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後，將會發

行動裝置，讓房貸專員在離開營業據點的同

現部分區域的漲幅高於100%。甚至會發現某

時，仍然可以利用估價資訊開發業務。特別

些房子，房價漲幅遠超過100%，銀行若能掌

提醒如果要達成上述目的金融機構除了需具

握這些資訊，就能掌握更多潛在客戶名單，

備自動估價系統外，仍必須搭配資訊安全政

把握行銷的機會。

策一併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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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放中：
1.行動鑑價，提高作業效率及品質：
數位化的時代，金融機構的業務執行也需要
有新的思維。例如：某東南亞的大型銀行，
為了克服鑑價人員差旅費用居高不下的問
題，並提升估價效率。將自動估價系統與行
動裝置做結合，把估價的參考資料(例如：地
籍圖、附近的成交價、預估的房價…等)及鑑
價報告的格式，直接建立在行動裝置上。讓
估價人員可以直接使用行動裝置在現場拍照
並同步撰寫報告，在行動估價完成後即時透
過網路回傳，呈送給主管審核，總部立即審
批，降低資料整理與差旅時間。不僅大幅減
少客戶40%的等待時間，更可以減少資料輸
入次數，大幅降低錯誤率。

差，可以及時發現並進行導正，調整鑑價相
關規範，做到有效的問題偵測與調控。

•貸放後：
1.即時監控擔保品價格變化，做好貸後管理：
目前擔保品的價值多少?金融機構是否掌握足
夠的資訊來面對房地產市場變化的轉折? 這個
問題很多金融機構管理高層都非常關心。目前
大多數金融機構的徵審系統都有設定負擔能力
不足警示欄位，以強化債權保障。警示欄位的
標註依據，可能是聯徵的紀錄、謄本上出現異
常資訊(如：假扣押、信託、地上權設定)、法
院的查封命令或扣押存款通知…等。針對擔保
品價格變化的控制只能透過抽查謄本或是依據
區域(如：中山區、大安區)進行房價分析後，
以大範圍的方式進行風險預警。

在大數據分析的潮流下，風險管理也應該有更
細緻的做法，在國外的大型金融機構，會定期
針對不動產擔保品進行整批重估，換句話說，
擔保品價格變化的風險不只以抽樣的方式進
行，在這些大型的金融機構「樣本=母體」，
每一筆擔保品的價格變化都會被系統化的檢視
及標註，從前無法發現的價格變化，透過逐筆
重估的方式將會發現。舉例來說，區域新增了
2.鑑價標準較有一致性的比較基準：

嫌惡設施，如：加油站，過往只依據區域進行
房價分析，無法發現這個擔保品的價格可能已

目前各金融機構對不動產擔保品的估價，主

經降低。導入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後，可從周

觀因素較重，雖然國內有不動產估價師法、

遭的成交行情推估，不動產擔保品的價格已經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及其他相關的制度規

降低。掌握了這個變化，金融機構就可以採取

章，金融機構內部也會制訂各種擔保品鑑價

必要的管控措施。

規範，仍難以避免鑑價結果的參差不齊，導
致應該放款的額度沒有放款，賺不到利息收
入；不該放款的額度而放款，當房市開始反

2.提升銀行內部風險衡量能力並設法降低資

轉時提早面臨風險。

本計提；
從今年起，銀行的自有資本要求將逐年提高

企業在導入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後，管理
階層針對個別鑑價結果，可以進行較為科學
化與系統化的檢驗；鑑價過程若有任何的偏

2015 Jan

(如下表)，除了自有資本的總額需要足夠之
外，自有資本的組成也有要求。銀行如何有效
達成獲利的目標又同時符合主管機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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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在金融業的建置架構
在釐清金融機構的發展策略並確認不動產自動
估價系統的應用層面之後，接下來才能開始談
整體的建置架構。以下將建置過程中的主要工
作項目簡要分成五點進行說明：
1.資料來源確認/資料清理
2.模型建置 /驗證
3.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平台開發/導入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若銀行能提升內部風險衡
量的能力，則可以申請變更自有資本計提的計
算方式，針對符合自用住宅定義且貸放比率低

4.管理制度建立/修改
5.行動裝置導入估價系統(選擇性導入)

於75%之貸款，風險權數可以從現行的45%降
成35%。若以一個住宅用不動產債權約1,000
億的中型銀行為例，假設自用住宅約佔整體餘
額的40%，近年來房價飆漲，貸放比率已遠低
於75%，所以變更資本計提的計算方式之後，
風險性資產可下降約40億，可額外放款達120
多億，可額外增加利息收入達3-4億。

1.資料來源確認/資料清理
具有良好的資料品質是所有數據分析很重要的
步驟之一，不動產自動估價模型建置也不例
外，為了提高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的準確度，
僅僅使用金融機構原有之擔保品資料庫進行估
價模型設計是不足的，還需要搭配地理環境資
訊資料庫(GIS)及實價登錄資訊，才能設計出合
用的模型。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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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業在做資料清理時會面臨很多難題，其中早

另外，為了確保模型的正確性，需要定期進行模

期的擔保品資料庫資料可能建檔不完整；實價登錄

型的驗證，一般而言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多以命

資訊內容包含很多異常值(例如：親屬件、登記錯

中率(Hit-Rate)或絕對平均百分比誤差(MAPE)為標

誤…等)；另外，為了完整表達一個地區環境的變

準。另外，國內的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針對模型

動，地理環境資訊需要的欄位可能包含上百種，

的建置也有相關的要求，在進行模型開發及驗證

如：加油站、工業區、垃圾場、公園、捷運站出

的時候也需要特別注意。

口、運動中心…等。因此模型開發過程會有大部分
的時間是在檢視並確保資料的品質及正確性，後續
才能進一步進行變數衍生及資料屬性了解。

3.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平台開發/導入
藉由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平台開發，將自動估價
模型導入至平台後，銀行可達到即時掌握擔保品

2.模型建置/驗證

估價情況，並運用至貸前、貸中及貸後各項前述

資料清理完畢後，接下來開始進行模型的建置，此

效益上。

步驟即是將所蒐集的資料及變數進行模型配適，例
如住宅特徵價格模型(housing hedonic price models)，
透過統計迴歸模型可預測出那些變數對於房價具有
較高的解釋力，而模型常使用的變數如：

分析在特定分行之房貸業務績效情況，並設法
找出可進一步開發或銷售之區域以提升業績。

• 地理環境變數：加油站距離、捷運站出口

以下圖為例，可透過系統平台找出適合開發房

距離、生活機能(例如：便利商店數量、公

貸業務的地區及最適合負責開發的分行。甚至

車站數量…等)

瞭解哪些地區的價格波動較大…等，提早預警

• 總體變數：附近成交價
• 建物變數：房間數、樓層

2015 Jan

此外，透過視覺化系統的設計，銀行甚至可以

以降低損失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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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制度建立/修改

5.行動裝置導入估價系統(選擇性導入)

在系統導入之後，為了使管理制度的人、事、

一些國外大型的金融機構，為了使估價模型發

時、地、物名實相符，相應的組織權責、內部

揮最大的綜效，將行動裝置導入於工作流程當

控制辦法、流程、結果分析、驗證方法及管理

中，以期透過行動化服務來使資訊傳遞更為順

報表內容…等制度/規範，都需要跟進修正。

利。另外行動裝置的導入也在客戶服務、內部

57

溝通及公文簽核…等方面都扮演重要的任務，
另外，因估價模型需要使用很多外部的資料
庫，外部資料庫的欄位格式及內容隨時可能異
動，所以在設計管理制度時，需要特別注意模
型維護的權責，須包含定期確認資料來源內容

將模型的效益延伸到貸放前的業務銷售及貸放
中的估價輔助。

結語

的增減及格式的變化，除此之外若資料來源變

在目前變動快速的商業環境中，客戶的需求及

動，模型也需要對應做調整。

企業的競爭也與傳統的模式不同， 透過不動產
自動估價系統，可以幫助金融機構面對市場的
變化，針對擔保品進行差異化管理，面對目標

再進一步來看，若銀行想藉由導入不動產自動

客戶詢問不動產貸款訊息時，可以客製化回答

估價系統，提升內部風險衡量的能力，並據以

客戶的問題。另可透過定期評估不動產價格，

申請變更自有資本計提的計算方式，主管機關

篩選有能力之目標客戶，行銷高利差產品。更

規定需要準備試算結果計算表格及自評檢查表

進一步可參考國外銀行的做法，結合行動裝

兩大類的申請文件，其中自評檢查表內容包

置，提升鑑價作業效率/品質、降低成本。最後

含：評估方法的文件、估計作業規範及作業規

更可藉由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的導入，提升銀

範董事會核准紀錄…等，在實際啟動申請作業

行內部風險衡量能力並設法降低資本計提，將

前，需要再次核對文件的完整性。

節省下來的資本用來替股東創造獲利，有效達
成維持或提高獲利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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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美艷
IFRS專業服務團隊負責人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看時事》
反向收購 財報數字豬羊變色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 江美艷會計師、雷瑛協理

2014年8月報導：「…台灣生技史上首樁引進跨

如果持股相當高，已經可以主導該公司的重大

國資金的美時與艾威群集團私募合併案，日前

決策時，此股權投資案即達「企業合併」，買

獲得主管機關核准，進入實質合併階段，且本

家（此時稱為「收購者」）已可控制該公司。

次合併案是以反向併購會計原則…。」
於企業合併交易下，「收購者」必須將「被收
企業或為了多角化經營、取得新技術，或為了

購者」編入財務報表中合併表達，會計上，

擴大經濟規模、拓張版圖，而進行收購（併

被收購者在收購當日以後成為買家的「子公

購）其他企業的交易。今年製藥業及電子業都

司」，買家就成為被收購者的「母公司」。只

有企業合併之佳話美事，並且是屬於企業合併

是此收購案是屬於「正向收購」還是「反向收

下之「反向收購」交易。

購」呢？

然而，什麼是「反向收購」？對企業的合併財

「正向收購」是A公司取得B公司的股份且持有

務報表產生什麼影響。

股權高並可主導B公司的重大決策，因此收購日
後，A公司成為B公司的母公司，B公司自該日起

一家公司可以透過支付現金、發行新股或交付

併入A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

其他對價的方式，取得另一家公司的股票，若
取得股票所代表的表決權數不多，就是一般單

「反向收購」顧名思義就是原本的收購者其實

純投資。

是被收購者，看似是母公司，其實是子公司。
以剛剛A公司取得B公司的股份為例，如果經過

如果持股較多且可藉由表決權參與另一家公司
的董事會，並進而影響該公司重大決策時，就
成為對該公司具有重大影響的買家（此時稱為
「投資者」）。

2015 Jan

審慎判斷後，各種事實及情況證明B公司原本的
主要股東在收購後，將會成為A公司的主要股
東，B公司原本的主要管理階層，將成為A公司
的主要管理階層。

專家觀點

如此一來，這個企業合併交易，收購者反而是B

讀者可能認為怎麼改變這麼多，我不是投資A公

公司，被收購者才是A公司，雖然形式上A公司

司股票嗎，怎麼「豬羊變色」都變成B公司的財

是上層母公司，但實質上財報必須呈現A公司併

務數字了？

入B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因此，判斷誰是收購

其實，會計講究的是經濟實質，對A公司原股東

者，誰是被收購者，是企業合併交易一開始必

來說，雖然持有的仍是A公司的股票，但此張股

須要釐清的重要議題。

票代表的營運個體已經因為這個反向收購案而

59

有重大的改變。
一般來說，以持股比例大小即足以明確判斷誰
是收購者，但實務上，公司需要透過許多指標

財務報表所要呈現的就是這個重大改變，並且

協助判斷收購者，例如兩家公司的相對規模大

基於比較性，重編前一年度財務報表，使其更

小、對合併後個體相對表決權、誰能夠掌控合

具資訊價值，A公司的投資人才能利用重新表達

併後個體的最高管理階層的組成等等。

的財務資訊，對合併後個體（A+B）進行正確的
分析預測，作出合理的判斷及投資決策。

分析出收購者後，接下來就開始進行企業合併
的會計處理。

(本文已刊登於2014.12.05經濟日報A23經營管理版)

在「正向收購」下， A公司買B公司，於收購
日開始將B公司編入A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因
此，A公司本身資產及負債維持帳面金額繼續處
理，而B公司的資產及負債將以市價（即公允價
值）重新衡量加入於合併財務報表，後續的合
併財務報表中延用A公司的會計政策處理。

相對於「反向收購」，在形式上雖是A公司取得
B公司有控制力的股權，但收購日要進行的會計
處理反而會是：B公司本身資產及負債維持帳面
金額繼續處理，而將A公司的資產及負債以市價
加入於合併財務報表，後續採用B公司的會計政
策處理。

因此，收購日的財報數字大大改變，基於財務
報表的比較性，A公司財務報表的比較資訊也會
重新編製，將只表達B公司前一年度的財務狀況
及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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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雨萍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看時事》
全球大追稅 啟動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郭雨萍會計師、李嘉雯協理

自今年的7月1日起，一般民眾在金融機構新開

跨政府協議(IGA) ，或是將其列為跨政府協議的

戶時或購買金融商品時，會發現需要填寫的欄

實質簽署名單中，包括長期以來被許多個人或

位和提供的必要資訊變多了，不論是對金融從

法人視為免稅天堂之英屬維京群島、百慕達、

業人員或是對一般民眾而言都增加不少困擾，

開曼群島等地區，也包括與台灣經貿關係密切

開立個人帳戶時要聲明自己是不是美國人，而

的香港、新加坡及中國大陸。

開立法人帳戶時，對需要選擇填寫之法人樣態
可能一頭霧水，這些追查目的是配合美國肥咖
法案(FATCA)找出美國稅務居民在這些金融機構
持有的非美國金融資產。

首部曲…FATCA起頭
這僅僅是全球大追稅行動的首部曲，接下來還

而我國也已列示在美國財政部網站公布之模式二
實質簽署跨政府協議的名單中，金管會長官亦於
日前表示政府與美國達成肥咖互惠共識，簽署
「限制性資訊交換協定」，另財政部長官近日也
表示IGA簽署後，政府將努力與美國洽簽全面性
租稅協定，讓我國企業及人民更有保障。

有由G20大國俱樂部領袖加持，OECD發布的
「防範稅基流失與移轉獲利（BEPS）」行動方
案，勢將造成全球追稅時代來臨。

近年來，G5、G8與G20高峰會中，積極地討
論透過國際合作方式，改善現行法律架構下
的相關規定，在此趨勢下，OECD於今年9月起

於數年前美國剛公布FATCA法案時，國際上普遍

至2015年12月間，將在G20國家間分階段執行

反彈聲浪極大，各國政府認為此法案將窒礙難

BEPS 15個行動方案，其中第五個行動方案亦提

行，而我國金融機構也深怕因配合遵循此法案

及關於「資訊自動交換」 (Automatic Exchange

會違反了我國國內法及流失客戶。

of Information, 或稱做AEOI )，目的為建立一個
全新且單一的標準做為國與國間稅務資訊交

然FATCA法案實施時間表雖經歷了數次延期，但

換，並致力減少適用此標準的阻礙，一般稱為

終究於今年7月正式上路，另外自2012年以來，

「Global FATCA」或 「GATCA」。

美國已陸續與超過100個國家╱地區簽訂所謂的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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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換…GATCA續推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並不在前述簽訂MCAA的國

G20於今年9月舉行的「全球稅務透明和資訊交

家之列，而我國與美國簽訂的FATCA跨政府協議

換全球論壇」(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是為模式二，又與依循FATCA模式一跨政府協議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或稱

建置的CRS不同，若我國未來簽訂MCAA，由於

做 Global Forum)中正式公布AEOI的標準Common

FATCA模式二跨政府協議與CRS架構不同，則對

Reporting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Plan (CRS)，其

於我國的金融機構將可能造成再一次對業務、

內容為依據美國FATCA法案模式一跨政府協議，

流程及資訊等的陣痛及衝擊。反之，我國未來

提出全球資訊交換協定草稿。

不簽訂MCAA ，則勢將無法透過CRS架構取得我

61

國公司及稅務居民海外所得資訊。
OECD成員國與G20緊接著在今年10月底於德國
柏林舉行為期兩天的Global Forum，而參與此次

(本文已刊登於2014.12.19經濟日報A22經營管理版)

會議的國家或地區中已有51個國家同時於會中
正式簽署「多邊主管當局協定」（Multilateral
C o m p e t e n t A u t h o r i t y A g re e m e n t ， 或 稱 做
MCAA），協定內容主要說明簽署國家或地區同
意未來將依照CRS進行稅務資訊交換，以防堵跨
國逃漏稅。

截至2014年10月29日前，為遵循GATCA，已有93
個國家與地區的代表已經或同意即將簽署MCAA，
也意味著此93個國家或地區將同意遵循MCAA中有
關資訊自動交換的相關規定，於2017年9月英屬維
京群島、百慕達、開曼群島、盧森堡、英國等58
個國家或地區，及於2018年9月有中國、香港、日
本、新加坡等35個國家或地區將會陸續實施MCAA
並依照CRS進行資訊自動交換 。

前述93個國家或地區中，其中有67國與美國國
稅局正式簽署或視同簽署FATCA模式一跨政府協
議，有七國與美國簽訂FATCA模式二跨政府協
議，另有19國尚未與美國簽訂跨政府協議，而
因為FATCA模式一跨政府協議與GATCA有許多極
為類似的內容，故推估GATCA對已簽訂FATCA模
式一跨政府協議國家的影響較小。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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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祥
總裁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專欄》
移轉訂價 留意三查核指標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陳清祥總裁

近日各大媒體報導某大美商跨國企業因避稅遭

10%，而微軟公司為虧損，顯示與同業公司利

中國大陸稅局追討鉅額稅款，引發各界關注。

潤率之差異係為當地稅局可能關注的一項資

在此案中，該公司遭追討之稅額高達人民幣8.4

訊。若當地公司的平均利潤率明顯低於同業公

億元（約新台幣42億元），其未來每年將為中

司平均利潤率水準，甚至虧損，除非有特殊理

國大陸增加人民幣1億多元（約新台幣5億多

由，通常各國稅局不會同意該結果，進而展開

元）之稅收。

相關調查。
3. 公司營運與市場情況顯著不一致

在該案中因依中美租稅協定已簽署雙邊預

除公司處於營運初期或集團採取滲透市場策

先訂價協議（Advanced Pricing Agreement,

略，否則當地公司之營運結果理論上應與當地

“APA＂）而避免了雙重課稅，惟顯示G20會

市場情況有一定之關聯性。若市場變動不大，

員國除了於2013年宣示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而當地公司之營運突有顯著不一致（如：營收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相

不變或變大但獲利明顯下降）之情形，另若集

關行動方案外，已對國際反避稅展開實際且具

團整體獲利逐年增加且有效稅率卻逐年下降，

高度指標性的行動。

則當地稅局將有高度興趣想要了解當中是否有
移轉訂價的不當安排。

以下歸納三項全球移轉訂價查核趨勢重大指標：
1. 常年虧損
在網路發達資訊取得容易的時代，各國稅局將
可透過公開資訊蒐集資訊。具一定知名度之集
團公司，若集團整體獲利，但當地公司卻連續
發生虧損或幾乎不獲利，則相當容易引起當地
稅局高度懷疑此結果是否合理。

2015 Jan

除此之外，BEPS於今年9月16日公布第13項行動
方案「移轉訂價報告及國別報告之指引」：要
求跨國企業依國別提交跨國交易資訊以對集團
移轉訂價有更高透明度之審視、第8項行動方案
「無形資產移轉訂價指引」：定義無形資產並
提出移轉訂價分析指引，以避免集團透過無形
資產之移轉所造成之稅基侵蝕；以及於11月3日

2. 同業比較

公布第10項行動方案「低附加價值服務」：定

在該案中，當地同業公司平均利潤率超過

義集團內低附加價值服務並提出移轉訂價分析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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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期使降低集團間管理費及總部支出等所造成之
稅基侵蝕。

我們預期各國之稅務機關無論其是否為OECD會員國
皆會將上述行動方案納入各國稅法體系，且最快於明
年將會有數個國家的稅務局將會率先行動。

建議台商公司應即早檢視集團移轉訂價政策及執行成
果。同時我國企業在全球各地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
更要密切注意各國政府針對BEPS公布後所公布之最新
稅務法案或查核方向，以避免已深陷風險而不自知。

此外，企業除了對集團移轉訂價政策之制定及執行應
更謹慎外，更進一步亦可思考是否與稅務機關簽署
APA，就移轉訂價政策及相關稅務爭議先行與稅務機
關溝通並達成協議，以降低查核風險。若是在與我國
簽有租稅協定之國家有營運個體之企業，更可考慮雙
邊APA之簽署以避免重複課稅之情形。

(本文已刊登於2014.12.17經濟日報A17稅務法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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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哲莉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緬甸投資環境剖析(下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

一、緬甸稅制介紹

天或以上，則該外國人將認定為「居住者」，

本文依據納稅主體區分個人及營利事業所得

否則該外國人將視為「非居住者」。若該外國

稅，並介紹其他如營業稅（commercial tax）及

人為依MFIL規定設立之公司員工，則無論其於

目前國際租稅相關規定。緬甸所得稅之課稅年

一課稅年度內之緬甸居住期間長短，皆屬「居

度為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並須於每年6月

住者」。

30日前申報前一年度之所得稅

(2)課稅所得及適用稅率
居住者之薪資所得適用1%至20%之累進稅率，
資本利得適用稅率為10%，專業、經商及財產

1.個人所得稅
居住者需就全球來源所得支付個人所得稅與利
潤稅，非居住者僅需就緬甸來源所得支付所得
稅及利潤稅。所有個人皆須單獨申報所得，無

等所得則為2%至30%之累進稅率，而未揭露來
源之所得為30%。非居住者部分，緬甸來源所
得適用稅率為35%，資本利得則為40%。

合併申報制度。
目前股利無須繳納或扣繳所得稅。另，員工須

(1)居住者定義
若外國人於課稅年度內於緬甸境內居住達 183

外國人身分狀態

所得種類

就其薪資所得提撥2%作為社會保險稅額。

稅率

薪資所得

1%至20%之累進稅率

資本利得

10%

居住者
專業、經商及財產等所得

2%至30%之累進稅率

未揭露來源之所得

30%

緬甸來源所得

35%

資本利得

40%

非居住者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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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利事業所得稅

(3)租稅優惠

一般而言，居住者公司需就其全球來源所得繳

現行政府給予兩種租稅優惠。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惟依MFIL規定設立登記之

一為新設立之中小企業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3

公司，無需就其國外所得繳納所得稅。而非居

年。惟其營收達到5百萬緬元時，優惠即終止。

65

住者公司僅需就其緬甸來源所得課稅。
另一為給與依MFIL設立之公司租稅收減免優
(1)居住者定義

惠。相關優惠如：

依據MCA及MFIL規定設立登記之股份有限公司

(a)任何生產性或服務性企業，從開業的第1年起

或合夥型態公司，屬於居住者公司。外國分公

連續5年免徵所得稅。如對為國家基礎建設等相

司屬於非居住者公司。

關投資案，則可在取得MIC核准後享有較長之稅
收減免，如連續2年出現虧損，虧損發生後的3

(2)課稅所得及稅率

年可使用虧損扣抵；

居住者之全球來源所得適用25%之稅率，資本

(b)如製造產品為外銷，則出口所得利潤可獲得

利得適用(除石油及天然氣公司)稅率為10%。非

至多50%的減徵所得稅；

居住者部分，緬甸來源所得適用稅率為35%，

(c)因企業設立所需而進口的機器、設備及儀器

資本利得則為40%。

等，可減免關稅或其他國內稅或兩種稅收同時
減免；

目前股利無須繳納或扣繳所得稅。另，雇主須

(d)生產供出口之產品，免繳營業稅。

就員工基本薪資提撥3%作為社會保險稅額。

(4)扣繳稅款
公司支付下列款項時，需按居住者及非居住者
適用之稅率扣繳。

外國人身分
狀態

居住者

非居住者

所得種類

稅率

全球來源所得
(包含專業服務、營利事
業、財產交易、其他來源
及未揭露來源等之所得)

25%

資本利得
(除石油及天然氣公司)

10%

緬甸來源所得
(包含專業服務、營利事
業、財產交易、其他來源
及未揭露來源等之所得)

35%

資本利得

40%

款項種類

居住者
公司

非居住者
公司

股利

0%

0%

利息

0%

15%

權利金

15%

20%

國有組織、合作社、合夥、
公司以及依據任何現有法律
規定設立之組織，依合約規
定，就所購買之服務支付之
費用

2%

3.5%

任何外國企業家或外國公司
依合約規定，就國內購買服
務或商品所支付之費用

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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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利匯出相關稅負議題

FEMD)申請盈餘匯出。待緬甸中央銀行核准後，

一般而言，僅有依MFIL規定設立登記，且取得

即可匯出股利並無須繳納其他扣繳稅款。

MIC核發之投資許可證之公司，方得在其完納應
3.營業稅

納相關稅捐後將盈餘匯出緬甸。

營業稅係針對商品與服務所課徵之流轉稅，採
進項及銷項稅額扣抵，涵蓋進口或於境內銷售

如為依MCA規定設立登記之公司或分公司，是否

或勞務。相關商品及適用稅率如A表。

可將盈餘匯出目前尚未有明確規範。目前於緬甸
當地有許多依MCA規定登記之公司，於完成當地

4.租稅協定

審計規定並完納公司所得稅及其他稅捐後，申請

目前已與緬甸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國家為包

盈餘之匯出，然而目前尚未有成功案例。

含英國、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印
尼、印度以及韓國。僅以馬來西亞、新加坡及
盈餘匯出之程序包含於會計年度截止後準備其

泰國為例，列示優惠扣繳稅率如B表。

財務報表供緬甸當地會計師查核簽證，然後申
報其公司所得稅並檢附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

5.反避稅條款

表予IRD。經IRD核發稅單後繳納應納所得稅，

如納稅義務人於緬甸試圖規避稅負，則無核課期

由IRD核發所得稅完稅證明書。再經由認可之

間之適用，有關當局可課以50%之罰鍰。此外，

銀行，檢送完稅證明書及經會計師查核之財

目前緬甸並無移轉訂價之規定、無採用資本稀釋

務報表至緬甸中央銀行之中央銀行外匯管理

原則以及無受控外國公司(CFC)相關規定。

廳(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Department,
※表A
營業稅相關商品及適用稅率

國內生產

進口

出口

米、豆及其他農作物

免稅

到岸價格5%

免稅

肥料、煤及藥物

銷售額5%

到岸價格5%

免稅

濃縮奶、糖果、報紙及期刊

銷售額8-100%

到岸價格8-100%

免稅

水泥、鋼及建材

銷售額5%

※表Ｂ

2015 Jan

租稅協定
列示優惠扣繳稅率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股利

0%

0%

0%

利息

至多10%

銀行及金融機構：至多8%
其他企業：至多10%

至多不超過利息給付總額之10%

權利金

至多10%

至多10%

著作權、文學、藝術相關：5%
管理、顧問相關：10%
其他：15%

技術服務費

至多10%

無相關規定

無相關規定

專家觀點

二、投資緬甸架構

目前已與緬甸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國家為：

目前投資緬甸之投資主要架構有二：

英國、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印

1.投資架構一

67

度、印尼以及韓國。因緬甸近年才開始經濟相
關改革，就租稅規劃之角度而言，尚無特定有

若台灣母公司藉由海外控股公司間接持有緬甸

效率之投資架構。惟若以台灣母公司稅負遞延

公司，需負擔緬甸之25%公司稅，但自緬甸公

效果之考量，則可以海外控股公司間接投資。

司匯出之盈餘無股利扣繳稅款。

2.投資架構二
若台灣母公司藉由海外控股公司直接持有緬甸
公司，需負擔緬甸之25%公司稅，但自緬甸公
司匯出之盈餘無股利扣繳稅款。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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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啟堯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滬港通」對台灣投資人的影響分析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杜啟堯會計師、傅至真協理

一、何謂滬港通?

2.港股通，是指投資者委託中國證券公司，經由

滬港通是指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

上交所設立的證券交易服務公司，向港交所進行

所〞 )和香港聯合交易所(以下簡稱〝港交所〞)

申報，買賣規定範圍內的港交所上市的股票。

允許兩地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司（或經紀
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所上市的股

二、兩岸三地證券市場比較與分析

票，是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1).制度相近: (表二)
在「股票類別」、「上市股票數量」、「交易

滬港通包括滬股通和港股通兩部分: 詳見(表一)
1.滬股通，投資者委託香港經紀商，經由港交
所設立的證券交易服務公司，向上交所進行申
報，買賣規定範圍內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股票；

時間」等多數在制度上設計兩岸三地市場都很
相近，如「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店頭市場
股價指數」、「興櫃市場」等和中國大陸「主
板」、「創業版」等分級也非常類似,因兩岸三
地都是華人市場，台灣投資人市場轉移並不是
太大困難。

(表一)、滬股通及港股通比較

滬股通
(北上，購買上海證交所股票)

港股通
(南下，購買香港證交所股票)

定義(雙向機制)

香港投資人可買A股

大陸投資人可買港股

資金

陸股總額度3,000億元人民幣（每日額
度：130億元人民幣）

港股總額度2,500億元人民幣（每日額
度：105億元人民幣）

交易標的

上證180指數、上證380指數、上海/香港
兩地上市股票

恆生大中型指數成分股、上海/香港兩地
上市股票

可投資個股檔數

568檔

266檔

佔市值比重

90%

82%

資料來源:中國證監會、香港證監會。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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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兩岸三地大陸、香港及台灣股市制度比較

大陸市場

香港市場

台灣市場

主要指數

上證綜指、深圳成指、滬
深300、創業版指數、上證
180、上證380

恒生指數、恒生國企指數、
MSCI中國指數、恒生綜指大
盤指數、恒生綜指中盤指數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台灣店
頭市場股價指數、興櫃市場

交易時間

上午九點半至十一點半，下
午一點至三點

上午九點半至十二點，下午
一點至四點

上午九點至下午一點半

行業分佈

產業較平均,金融和地產多。

金融、能源和電信三大行業占
比較高，醫藥行業個股偏少

電子股比重70%,金融股比重
約8%

含滬深兩市共計約2,500檔

香港掛牌約1,681檔

上市櫃合計約1,500檔

日均交易量
(2013年計算)

上海滬市台幣4867億(人民
幣對台幣4.8倍計算)

台幣6,000億(港幣對台幣3.7
倍計算)

台幣800億

投資者構成

散戶、國內機構投資者、
QFII，散戶占主導

海外和機構投資者占主導

外資37%,其餘為散戶
(2014.10)

受國內政策影響大

受海外市場影響大

比中國大陸自由,但較香港
封閉

交易制度

T+1交易制度
(不可當日沖銷)

T+0交易制度
(可當日沖銷)

T+1交易制度(不可當日沖銷)
融資融券者除外

新股發行

核准制

註冊制

核准制

回購制度

A股市場上是“原則禁止、
例外允許＂

原則上允許公司回購股份

允許公司回購股份(庫藏股
制度)

退市制度

A股市場強制退市制度採用
量化標準，但生效的指標較
少，自主退市制度存在缺失

全球主要證券市場中少有的
採用非量化退市標準的市場

有下市制度

股市單日漲跌幅
限制漲跌幅限制

一般為10%；ST(警示股)為
5%

沒有漲跌幅限制

為7%

投資標的

股票、債券、基金、股指期貨

股票、債券、基金、各種期
貨和期權、權證等

股票、債券、基金、各種期
貨和期權、權證等

融資融券制度

尚未全面開展融資融券業
務，可以融資融券的股票限
制在上交所公佈的名單內

融資融券是市場的自由行為

開放1,200檔股票可以融資
融券

上市股票數量
(2013.12)

資金與流動性

資料來源:台灣證交所、上海證交所、香港證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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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滬港通對於兩岸三地投資人限制和稅制: (表三)

(2)大陸個人投資港股出現獲利者，可享3年

不同的證券交易市場對投資人有不同的限制，

（即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17年11月16

此外所得稅及股息紅利所得交易相關稅負亦

日止）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

會有所差異，按《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3)大陸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

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轉讓差價所得，計入其

［2014］81號和《關於QFII和RQFII取得中國境

收入總額，依法徵收企業所得稅。

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
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

1.所得稅---香港【企業與個人】、大
陸【個人】皆免徵，但大陸【企業】
需徵收。
(1)香港投資者（包括企業與個人）投資上海

2.股息紅利所得---投資A股10%、投資港
股20%，大陸【企業】依法計征企業所
得稅。
(1)香港市場投資者投資上交所上市A股取得股
息紅利所得，按照10％的稅率徵收所得稅。

A股而有獲利者，暫免徵收所得稅。

(表三 )、滬港通對於兩岸三地投資人限制和稅制比較

香港買上證A股

投資人限制

轉讓差價所得稅

稅制

股息紅利所得稅

營業稅

證券（股票）交
易印花稅

2015 Jan

大陸中國買港股

台灣投資人買滬港股

沒有限制

中國機構投資者及符合條件
的個人投資者(在其證券賬
戶及資金帳戶餘額合計不低
於人民幣50萬元)

國內專業投資人（財力在
新台幣3,000萬元以上的自
然人及資產5,000萬元以上
的法人）可透過券商複委
託投資A股

香港企業與個人皆免徵
所得稅

1.【個人投資者】暫免稅--3
年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
2.【企業投資者】課稅--轉讓差價所得，計入其
收入總額，依法徵收企
業所得稅。

香港企業與個人皆由上
市公司按照10%的稅率
代扣所得稅

1.【個人投資者】H股公司
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
所得稅
2.【企業投資者】課稅--計
入其收入總額，依法計徵
企業所得稅。

暫免徵收營業稅

暫免徵收營業稅

香港企業與個人買賣、
繼承、贈與上交所上市
A股，按照中國現行稅
制規定繳納印花稅。

中國投資者通過滬港通買
賣、繼承、贈與聯交所上市
股票，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
現行稅法規定繳納印花稅。

依2014年11月17日報導
財政部高層表示國人買賣
大陸股票獲利不屬於海外
所得，屬財產交易所得，
要併入台灣綜所稅課稅，
2015年起稅率可能調整至
45%。(目前最高40%)

專家觀點

(2)大陸個人從港股取得的股票投資收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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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匯率計算損失

息紅利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企業從港

按照上交所設定的參考匯率計算，中國投資者

股取得的投資收益，應將轉讓差價所得和

在買賣港股股票時首先要承擔最高達到超過5%

分紅所得一併計入企業收入中，繳納企業

的匯率損失，這令許多投資者望而卻步，雖然

所得稅。

上交所澄清參考匯率並非用於實際結算，但造
成了股民的心理影響。

三、滬港通實施後熱情衰退五大原因
滬股通正式交易第一天(2014/11/17,週一)用完
130億元額度，到該週五(2014/11/21)僅用了23
億元，港股通更慘，第一天只用了18億元，週
五更是降低到了1.9億元(僅額度2%)，顯示中國
當前資金短缺的窘況之外，港滬通重滬輕港的
真正本質結果熱情才一週就快速消退。滬港通

第五、股市差異性大
中國大陸投資人不熟悉港股制度，對於港股波
動、交易規則、衍生品體系都並不熟悉的情況
下，限制了大陸投資者投資港股通的熱情。

四、結論--滬港通對台灣投資人的影響

首周交易量沒有出現市場預期的場面，可由以

1. 稅制問題---證所稅的大戶條款未移除

下五大因素說明。

台灣國內專業投資人（財力在新台幣3,000萬元
以上的自然人及資產5,000萬元以上的法人）才
可以買滬港通的股票，投資台股課稅上卻很重,

第一、稅制不對稱

股利所得加課2％補充保費、2015年增加對大

香港投資人購買上證所股票，在稅率上在股息

戶設算所得0.1％證所稅、股利所得稅併入所得

股利課稅已經比中國購買港交所股票優惠太多

課稅，最高稅率可能從40％提高至45％， (根

(上證股息僅課10%，港股股息自然人為20%或

據券商公會報告,從2012年第2季證所稅議題開

法人17%)，而中國企業買港股股票都要列入所

始後，每季交易金額5億元以上投資者，從之前

得稅，顯示政策上非常有利香港投資人(企業和

的平均1,330人，降到平均696人；每季交易金

個人)去買上證的股票。

額1億~5億元的中實戶，也從平均11,076人降至

第二、投資人門檻限制
中國大陸個人投資者投資港股有50萬人民幣的

6,265人)，中實戶退出台灣市場的趨勢似乎相當
明顯，滬港通也許是其中出路之一。

投資門檻，但香港投資人(企業和個人)卻沒有

2. 台灣人民幣資產轉向滬港通

任何限制，構成大陸投資者投資港股的隱形門

以中華民國央行最新的人民幣業務狀況人民幣存

檻，亦即＂中國大陸購買港股限制高＂。

款餘額，已達3005億人民幣(2014.10底)，未來台

第三、從投資者結構

灣人民幣資金也可能成為A股的投資資金來源。

和上海80%交易都是個人投資者相比，而香港
卻有60%交易來自機構投資者，成交多以大型
藍籌股為主差異很大。北上滬股通除了A+H股價
差之外，部分由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事實上新增資金不多，而南下“港股通＂方面
目前單筆成交金額比較小，導致投資者仍處於
觀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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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

一窺公平交易法全面翻修之重點
~兼論公平會管制武器強化與活化應注意事項~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陳紹倫律師

壹、 公 平 交 易 法 施 行
二十年來最大修正

修正要點分述如下：

公平交易法自民國81年施行

十億元不列入獨占事業（現行法第5條之1第2

二十餘年來，隨產業發產以

項），本次修正草案便拿掉這個硬性門檻，改

及世界各國對於競爭法制之

授權公平會可以視經濟發展之情況，調整公告

發展趨勢，我國競爭法制也

獨占事業銷售金額認定之公告門檻(修正草案第

到了必須進行總體檢之階段。有見於此，公平

一、現行法規規定獨占事業銷售金額未達

8條第2項)。

交易委員會本次提出修正草案，參考國際競爭
法趨勢增加諸多新制度，所涉修正條文數目為
歷年修正之最。

二、就事業「結合」部分，事業結合係為追求
規模經濟，91年修法將事業之結合從「事前申
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倘若事

公平交易法規範企業獨占、結合、聯合行為、

業之結合，符合應予申請/報之要件，便須向公

其他可能對市場其他競爭者營業行為之限制競

平會申請/報。只是，91年以前必須經過公平

爭行為，以及廣告不實、禁止散佈損害他人營

會「許可」後事業才可以結合；91年改採「事

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前申報異議制」後，只要公平會在決定期間經

或顯失公平行為，並就主管機關即公平交易委

過，未做成禁止結合之決定，事業便可自行結

員會職權行使為規範。違反公平交易法禁止規

合。本次修正草案，賦予公平會得針對不同行

定所生之責任，包括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責

業，公告結合應予申報銷售金額、計算方式，

任，現行法罰則高達五千萬甚至可處事業銷售

並刪除困擾實務已久，揚棄以市場占有率決定

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公平會更可就事業違

結合門檻之老舊立法（修正草案第11條第1項、

反行為，命令其停止或解除該行為所生之法律

第2項、第6項）。修法理由表示，參酌外國

效果，法律風險極高。事業從事營業活動，不

立法例如美國以及德國均有區分不同行業，訂

免須與其他事業體競爭，如何提升營運利益又

定不同結合申報門檻之彈性規定，避免在特定

能遵循法律，忝為事業不可迴避之重要課題。

產業中，部分事業事實上具獨占、寡占地位，
卻因銷售金額未達結合門檻而無法納入管制，

貳、公平會得因應變遷調整競爭法制內涵

故本次修法授權公平會可以擇定行業分別公告

公平會透過本次修正條文取得許多新的立法授

結合銷售金額之門檻。又公平會關於銷售金額

權，俾在產業及時代變遷巨輪中能即時因應。

之計算方式，亦可視不同產業，擇定應以「全
球」或僅限於國內之銷售金額為併計基礎。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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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本次另授權公平會得視實務需要公

之行為進行調查時，若事業承諾採取具體措施

告「免予事業結合申報」之類型。修正草案理

消除該行為涉有違法之部分，公平會可以中止

由指出，例如控制公司調整其對從屬公司之持

調查，並對事業所為消除違法行為之承諾進行

股方式，這種僅為組織內部之調整，不影響市

監督（修正草案第29條規定）。於事業確實履

場上競爭家數或造成市場力之不當集中，亦即

行承諾，公平會可決定結束對該案件之調查。

不會對市場造成擴大或變動之影響，也就沒有

倘若事業未履行承諾，或之後發生情事變更，

管制的必要（修正草案第12條第6款）。

或事業提供不完整或不真實之資訊予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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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仍可恢復調查。裁處權在中止調查期
三、企業原則上不得為聯合行為，惟公平交易
法考量特定情況下，如果特定聯合行為是有益
於整體經濟或公共利益者，例外得申請公平

間，則依修正草案第29條第4項之規定，時效停
止進行。此項新制使公平會的管制更靈活，擴
大事業得與公平會之協商空間。

會許可後為之。修正草案本次將「服務之提
供」，納入聯合行為的標的，並增訂概括條款

二、有關聯合行為，最難證明的就是聯合行為

「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

之合意，公平會在實務上要取得成立聯合行為

所必要之共同行為」，賦予公平會更彈性之權

合意之直接證據非常困難，100年10月間喧騰一

限，因應現代經濟活動之多樣性考量，審酌產

時的7-11、全家、ＯＫ、萊爾富四大超商現煮

業狀況依法裁量是否開放特定聯合行為。

咖啡漲價案，公平會即因無法證明超商業者間
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敗訴定讞。本次修法，公

參、公平會管制武器強化與活化

平會為解決這個困境，於第14條增訂「聯合行

本次修正草案針對獨占、結合、聯合行為、限

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

制轉售價格等限制競爭行為之違法態樣，乃以

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

事業強大的市場力以及經濟力量為後盾，攫取

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之修正草案，希望能賦

超額利潤限制經濟活動，行為日益大型化、隱

予自身以相當依據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要件之

密化，行政機關若無行政搜索權，相關事證經

權限。然而，本文認為，聯合行為有無具備聯

驗上遭湮滅或隱匿之可能性大幅提高。此項修

合行為之合意這是事實認定問題，需有證據支

正草案大幅提升公平會調查武器，分述如下：

持，修正草案第14條第3項縱然賦予公平會推

一、本次修正草案授予公平會，針對限制競爭
行為，得直接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行
政搜索，針對證據之物進行扣押。此項修正草
案大幅提升公平會調查武器。然而此行政搜索
權之發動，恐有造成被搜索事業產銷及業務機
密洩漏之虞，未來公平會在調查程序中如何發
動以及執行此項行政搜索權，殊值觀察（修正
草案第28條規定）。

定事業間聯合行為合意之權限，但行政法院解
釋上仍有權審查公平會針對聯合行為合意之推
定，是否合於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行政法院
應不受公平會推定之拘束。職此，公平會於本
次修正草案第14條第3項，增訂公平會得推定聯
合行為合意，基於法治國原則與人民權利保障
原則，公平會於作成聯合行為之認定時，仍應
遵循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之原則「行政機關
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
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

本次修法另引進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之中止調

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查制度，當公平會對於事業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之理由告知義務。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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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管制規範之新定義
不實廣告之規範，本次修正更趨完善，使用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並將『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定義為「具
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
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
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以及立法理由所舉
例之事業之身分、資格、營業狀況等，都屬於
具有招徠效果之事項（修正草案第21條第1項、
第2項）

伍、提高裁處罰鍰額度
事業違反濫用獨占地位，違反聯合行為、限制
轉售等限制競爭行為，罰鍰額度提高至1億元，
本次修正草案加碼使用重典，公平會可聲請行
政搜索並可推定聯合行為合意，加上100年所增
訂之寬恕政策（窩裡反條款），公平會就我國
競爭市場之管制勢將更為靈活且深化，企業面
對此波競爭法制修正，更應謹慎遵循，建立良
好企業形象與信譽。

本文之智慧財產權屬於理仁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同意請勿
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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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何因應刑事偵查的衝擊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羅名威律師

回顧2014年台灣所發生的重

段，偵查是由檢察官主導，搭配調查局、警察等

大法律案件，其中不少是知名

單位的協助，分階段展開調查。而受刑事調查的

企業遭受刑事偵查，且涉案原

人，依身份可分為被告、犯罪嫌疑人、關係人以

因並非是公司治理本身違法，

及證人等，其各自的權利義務與法律上地位並不

而是因日常業務或產品衍生的

相同；例如證人並無請求律師陪同應訊的權利。

環保、工安、或食安等問題，

同時隨程序進行，身份可能發生轉換的情形；例

涉及各種相關法令的刑事處罰，所以不分刑責

如一旦檢察官諭知將證人轉成被告，則當事人立

輕重檢察署都可以主動偵辦。

刻就有委任律師辯護的權利。因此企業面對刑事
偵查首先要確定進行調查的單位為何，以及受傳

然而刑事偵辦只要一發動，難免對企業負責人
或高階幹部產生相當程度的人身自由限制，而
刑事偵辦一旦曝光，也會引發媒體與社會大眾
的強力關注，對企業正常運作及形象造成重大

訊之人員以何種身分接受調查，以判斷在應訊過
程中如何適當維護自身權利。

三、以合法適當方式回應檢調偵辦行動

影響。為確保企業營運正常並保障股東權益，

檢方為積極蒐證，偵辦行動令人措手不及是常

一旦遭遇刑事偵辦時，企業宜有以下做法：

態，但對毫無刑事案件經驗的企業及同仁，往
往難以接受。常見檢調對企業進行搜索時，造

一、正視刑事偵辦之衝擊
企業大多對刑事程序感到陌生，甚至有只要繳
交罰金就可結案的誤會。然而刑事程序是以偵
辦犯罪為出發點，檢調可動用包括監聽、搜
索、扣押物品、限制出境，以及向法院聲請押

成員工的恐慌甚至反彈，此時企業宜由專責法
務人員或律師出面應對，確認搜索的合法性與
範圍，避免與執法人員發生不必要的爭執；同
理，公司如遇檢調以函詢或以其他方式要求提
供資料，亦宜在專業律師協助下回應。

等強制措施，不僅對涉案人的人身自由、公司
的正常運作甚至是銀行與客戶的信心都會造成
重大影響，因此企業面對刑事調查，不能掉以

四、做好長期應對準備

輕心，應以危機處理的心態來審慎面對。

刑事偵查程序由檢察官作成起訴、不起訴或緩起
訴之決定後結束。起訴後則需進入法院審理，一
審程序經常要費時一年以上，甚至到2~3年亦非

二、對刑事偵查程序宜有基本瞭解
一般所謂刑事程序主要可分為偵查與審判兩階

罕見。在此漫長期間，企業對於涉案同仁可提供
適當的支持，協助其爭取清白，同時可在業務分
工上適當安排，以利公司正常運作。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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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適時與外界溝通
最後，也是最難拿捏的是企業在刑事調查過程
中如何與外界溝通。企業負責人及同仁，最擔
心外界觀感未審先判、使企業與個人形象受
損，難免希望透過媒體或其他管道向社會大眾
說明。然而，在刑事程序中，當事人最重要的
溝通對象是檢察官與法官，當事人直接將案情
訴諸媒體，容易適得其反，不可不慎。

最後要提醒企業面對刑事偵辦，應保持冷靜沈
著。過程中縱有委屈難過，但只要問心無愧，
在訴訟過程中仍有許多機會可以調查證據還原
真相。如能先有正確基本觀念與作法，可盡量
降低因受刑事偵辦的衝擊，以保障企業、員工
與股東的正當權益。

（作者是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本文僅為作者個人意
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20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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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資正熱！
東京證交所大陣仗來台牽線
勤業眾信專家群剖析台灣企業赴日投、籌資優勢
【2014／12／08，台北訊】日本擁有龐大的資本市

業了解赴日投資及籌資現況，於12月8日主辦「赴

場、健全的產業結構及成熟商業環境，吸引了許多

日投資‧東京證交所上市(JDR)研討會」。邀請到日

歐美企業赴日投資，成為不少世界級頂尖企業的發

本交流協會、勤業眾信日本所、三菱日聯信託銀行

源地。近年來，日本政府大力鼓勵各國企業赴日發

及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東京所之專家群，藉豐富赴

展投資策略，再加上日幣貶值所產生的投資優勢，

日投資輔導經驗，深入剖析在日上市或發行JDR之

來自世界各地的豐沛資金蜂擁流入，儼然成為世界

利基，傾力協助企業靈活運用新籌資管道，為台灣

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資市場之一。日本東京證券交易

企業敞開日本投資大門。

所鎖定台灣企業投資發展潛能，大陣仗來台幫助企

(左起)日本交流協會主任奧山亮、三菱日聯銀行岸本拓之、Deloitte日本所高級經理鈴木浩史、Deloitte日本所會計師加藤博久、勤業眾
信總裁陳清祥、日本交流協會主任小須賀靖子、東京證交所課長小野田融、國際通商律師折原康貴、東京證交所北京代表祿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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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集團總裁陳清祥與會致詞時指出，日本自

日本交流協會經濟部主任小須賀靖子針對「日本

政府一連串經濟刺激方案實施下，低投融資成本的

招商政策及赴日投資產業概況」進行解析；三菱

投資環境備受全球矚目，台商赴日投資、併購不斷

日聯信託銀行Frontier策略企畫部調查員岸本拓

增加，而不動產市場亦日益活絡。勤業眾信結合德

之，則分享「JDR框架的概要及魅力」；而國際通

勤全球(Deloitte Global)的資源，得以協助台灣企業

商法律事務所東京事務所律師折原康貴，最後介

掌握全球重點資本市場的特色及趨勢脈動，亦擁有

紹「日本存託憑證JDR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之相

堅強的專責團隊協助企業了解日本存託憑證(JDR)架

關法令概要」。

構運作方式與優勢，同步剖析相關法令規章，期望
能協助推動台灣資本市場藉由存託憑證達成赴日投
資、併購，並積極走向國際化。

東交所備受讚譽的IPO架構
東京證交所上市推進部課長小野田融，針對「東交
所市場的魅力與特徵」進行介紹。小野田融分析，
相較於全球總體概況，企業在日本上市所需要的籌
備成本費用較低，台資企業若赴日本資本市場發
行JDR，即可擁日本股市活絡、資金周轉率高等優
勢，對於遊戲產業與生技產業都是非常好的發展環
境。除此之外，企業透過JDR進入日本市場，可順
利提高在亞洲區域的市場範圍、提升品牌知名度。
特別是針對在日本已有據點的企業，將有機會藉以
促使本國之原股價格升高；長期來說，也有助日本
投資者更有效率地投資國際性優良企業。

會計師協助企業進入日本資本市場
有鑑於東交所上市成本較低、估值較高之故，近年
來日本IPO市場再度活絡。勤業眾信日本所合夥人
加藤博久指出，藉由跨界整合組織亞洲IPO團隊，
負責提供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等地客戶專業
服務，協助客戶組織專案團隊、了解IPO相關流程
和稅務規劃、設計內控制度和組織重整等。台日兩
地會計師可從中扮演分析和評估的角色，協助企業
更具彈性地進行財務管理規劃。未來，會計師也將
持續積極尋找優質企業進入日本資本市場，更會恪
守本分位投資人進行同業比較及評價，提供經濟發
展的基礎及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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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反避稅浪潮
勤業眾信洞悉移轉訂價新趨勢
【2014／12／09，台北訊】知名跨國企業因避稅遭

勤業眾信稅務部營運長張豐淦致詞時指出，我國移轉

大陸追42億稅額，堪稱中國反避稅第一大案！顯見近

訂價規定已實行多年，各國稅局對移轉訂價查核技術

年來各國對於反避稅的討論亦日益深化，而稅務機關

提升查核也愈趨嚴謹。近來國際上反避稅浪潮不斷，

針對企業跨境交易之查核也愈趨嚴謹。企業面對交易

對於不當跨國避稅之討論及相關措施計畫陸續發佈之

查核往往花費許多時間和資源進行爭議說明，若能更

際，企業若能透過簽署預先訂價協議(Advance Pricing

具體地瞭解稅務機關對於移轉訂價查核的見解，將可

Agreement, APA)，就移轉訂價政策及稅務爭議先行溝

有效降低查核風險。勤業眾信洞燭先機、了解企業所

通，規劃全球投資佈局使集團營運更有效率。而2013

需，於103年12月9日~12日舉辦「勤業眾信稅務論壇–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陸續發表「稅基侵蝕與

移轉訂價新趨勢」研討會，邀請財政部和勤業眾信移

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報告及

轉訂價專家巡迴演出，於台北、高雄、台中、桃園及

15項行動方案後，今年9月16日更如期針對該等行動

新竹舉辦研討會，針對我國移轉訂價專案審查實務及

方案追加了3份報告及4份行動方案草案，在各國稅務

預先訂價協議之趨勢進行說明，會中亦由事務所移轉

局獻出因應行動之際，建議企業應即早規劃、積極面

訂價專家就目前國際上移轉訂價新趨勢進行探討，與

對和評估。

企業面對面分享國際移轉訂價新趨勢！

左起: 勤業眾信稅務部營運長張豐淦、會計師張宗銘、財政部賦稅署科長林燕瑜、勤業眾信移轉訂價負責人
張衛義、會計師陳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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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專案審查重點及預先訂價協議現況

移轉訂價分析時，利潤配置不應只看法律上之登記或合

財政部賦稅署移轉訂價專家林燕瑜科長指出，為精進

約如何規範，而應視各方實際承擔之功能與風險對此無

各區局之查核技術及深度，財政部自103年度起實施查

形資產價值之貢獻程度來分配。

核專案計畫，由各區國稅局逐年各選取2至4件進行專
案查核，並透過經驗分享方式，由各區稅局間彼此支

移轉訂價新思維新策略

援或擔任查核顧問；其中，受控交易申報總金額為轄

目前全球對移轉訂價與關稅之關注度日益提升，企業

內前50%的公司將成為選查目標，並將特別針對應揭

在進行移轉訂價自發調整時，除了所得稅外，亦應

露而漏揭露、未揭露之交易進行調查，例如無形資產

同時考量調整可能對關稅及營業稅之間接稅所造成的

移轉或使用(其查核期間從今年10月起至105年8月止)。

影響。如我國公司調高自國外關係企業之進貨價格，
營業利潤降低使我國所得稅減少，關稅是否將相應調

而截至今年11月底止，我國APA申請件數共為14件
(含3件雙邊APA案件)，其中9件已成功簽署(含1件雙邊
APA案件)。林燕瑜表示目前正在修訂的移轉訂價查核

增？張宗銘提醒我國目前在所得稅及關稅上雖未有所
連結，然企業在評估調整時，仍應分別自移轉訂價與
間接稅角度，交叉評估並驗證其訂價模式之合理性。

準則修正草案，增訂APA預備會議及調整申請流程；
賦稅署亦自4月份起成立BEPS專案小組，由各區國稅

另外，張宗銘亦指出與稅務機關簽署APA，可達到時

局分工針對涉及內地稅法部分之BEPS行動方案進行專

前溝通跨境交易的利潤分配、無形資產的報酬以及對

案研究，將針對各項因應對策或修法意見具可行性者

外支付服務費等內容，可視為節省成本解決方案；同

分階段推動。

時亦可確保企業集團未來的稅負成本，使集團營運資
金可做更有效率的規劃。若是在與我國簽有租稅協定

國際移轉訂價查核新趨勢

之國家有營運個體並從事交易的企業，更可考慮簽署

OECD預計於2015年完成BEPS所有行動方案，各國稅

雙邊APA以避免重複課稅。

務機關已逐漸重視並有所行動。勤業眾信會計師張宗
銘指出，現行與移轉訂價相關的行動方案包括：「第
1項－關於數位經濟面臨的稅收挑戰」、「第8項－無
形資產移轉訂價指引」、「第10項－低附加價值服
務」以及「第13項－移轉訂價報告及國別報告之指
引」，而國別報告之指引要求跨國企業依國別提交詳
細的跨國交易資訊。

因此，在更透明化的文據要求下，張宗銘建議企業須更
注意集團移轉訂價政策的一致性及合理性，評估政策制
定及文據準備是否由分散改為集中的方式，並檢視集團
內部系統(如：ERP系統)是否足以因應蒐集彙整全球營運
個體財務資料之需求。另外，關於無形資產之指引，對
於無形資產之辨認應依經濟實質，且無形資產不一定符
合會計的資產概念，企業須留意雖然在財報或法律登記
上未顯示或辨認出有無形資產，在經濟實質上已構成無
形資產之情況，因而有應收費未收費的情況。而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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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美洲市場 科技新創俱樂部樂成星探
工研院與勤業眾信聯手「美」意推動科技新銳成巨星
【2014／12／12，台北訊】下一個Facebook、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受邀致詞時表示，為促進科技

Google在哪裡？企業推手工研院與企業顧問勤業眾

新創事業與企業界及資本界加速對話，協助槓桿國

信兩權威機構聯手號召各路創業新秀，促成精英科

際市場與資本市場加速成長，勤業眾信積極投入輔

技新創俱樂部(TechVenture Club, TVC)，帶領科技新創

導計畫，希望透過財管諮詢、創櫃輔導、海外市場

事業與企業界及資本投資加速媒合前進美洲市場，

與投資媒合等方式，讓加速發展中的新創產業如虎

以一系列財務管理、稅務法規、經營管理等專業輔

添翼。而由於TVC為櫃買中心核可的推薦單位，因此

導課程，預期將台灣打造成世界首屈一指的科技新

若經TVC審核通過並出具創新創業意見書者，推動登

創培育基地！今(12)勤業眾信與工研院，共同舉辦

創櫃板資本額可不受5000萬元限制，每年募資金額

「2014科技新創事業聯合發表會－冬季場」，安排

亦可不受1500萬限制，募資無上限。現行TVC會員中

TVC與國際創投會晤，鎖定美洲資本市場成功利基，

已有14家企業成功登上創櫃板募資；而自創櫃板開

期待台灣明日科技新銳能夠搶進美洲市場，再度刷

放以來勤業眾信也創造市佔率五成之佳績，未來將

亮台灣科技島招牌。

持續藉由豐富經驗拔擢最具發展潛能的優秀團隊。

勤業眾信與工研院聯手「美」意推動科技新銳成巨星，由熟悉美國市場的勤業眾信全球證券發行服務會計師王
曉琪(左一)主持座談會，與業界分享如何成功進軍美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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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近年來科技產業面臨轉型和升級再造的發

源星生醫科技、博盛半導體、美佳胜科技、視旅科

展，本次「2014科技新創事業聯合發表會－冬季

技、永虹科技、美環太陽能、澤西歌應用材料、百

場」特別囊括來自於資訊與通訊、電子與光電、材

衛生物科技、攜帶Keitai、晶鐳科技、廣欣電能、小

料化工與奈米、機械與系統、生醫與醫材、綠能

綠草、宏鑫光電、安可爾科技、紅陽科技、匯穎科

與環境、科技文創七大類別，結合傳統高科技製

技、鉅富科技、精能醫學、慈佑醫學、BEL-X。

造業和新興科技領域進行成果發表。並邀請到新
日光能源科技副總經理盧瑞明、美國在台協會和
美國商會、VLAB等代表於實務分享座談會進行對談
交流，分析「美國市場經商成功之路」。

極為熟悉美國市場的勤業眾信全球證券發行服務會
計師王曉琪主持座談會後總結，在龐大的運輸成
本、人才外流，導致失業率攀高和銷貨利潤下降的
情況下，美國早已發起「製造業回流」計畫，逐步
重啟美國境內的生產線。重回世界工廠加世界市場
的寶座，最大的誘因當然是距離市場近，得以有效
推展企業發展，持續坐穩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
對科技相關產業而言，應積極投入全球經濟成長最
快速的地區，布局美洲等同為進軍世界的要塞。王
曉琪指出美洲市場雖為相對成熟的市場，但建議台
灣企業仍應積極建立人脈網絡疏通商務關係，並熟
悉投資環境的法規遵循與稅務優惠；同時，若能於
企業內部建立完善的內控制度和人才庫，定能加速
成長、加速新創、加速投資、加速轉型，與新舞臺
展現台灣創業未來的耀眼新動能！

台灣科技新創事業若要具備國際競爭力，必須加速
戰略資本之形成；而戰略資本的加速形成，又有賴
科技新創事業以國際市場為腹地發展，方能強化投
資吸引力。TVC成立以來以技術、創投、財會、管理
四大核心競爭力為主軸設計系列專業課程，積極推
動科技新創資本加速計畫，冬季場20家新創科技菁
英部隊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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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置產＂夯＂ 關鍵大解密
勤業眾信解碼日本不動產市場與投資稅法新趨勢
【2014／12／12，台北訊】知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現況和發展趨勢，以及外國人投資之關鍵法務與稅

以逾498億台幣高額，收購大筆不動產物件，創下日

務議題。

本今年最大不動產交易紀錄！亞洲投資人亦紛紛表
達對日本不動產的高度興趣，新加坡、中國、香港
等地外資已陸續收購日本國內大型商辦。日本不動
產後市持續看好，對於海外買家備具吸引力！顯見
在日本政府一連串經濟刺激方案實施下，經濟局勢
逐步復甦，其高流動性、低融資成本的投資環境，
加上2020年東京申奧成功訊息及日幣貶值的激勵效
應，帶領日本不動產市場日益活絡，一掃金融風暴
陰霾，再度受全球投資者高度矚目。有鑑於此，勤
業眾信財務顧問團隊特別邀請勤業眾信日本所不動
產諮詢財務、稅務專家來台，分享日本不動產市場

德勤財務顧問總經理范有偉致詞時指出，日本擁有健
全的產業結構及成熟商業環境，吸引了許多企業赴日
投資，成為不少世界級頂尖企業的發源地。近期，在
日幣匯率所產生的優勢下，海外投資者在低利率下得
以獲得固定收益。再加上目前國內房價居高不下，龐
大的投資資金逐漸有游向海外不動產的趨勢，但范有
偉提醒決定投入不動產市場前，應仔細地研究當地匯
率、利率變化、稅負規定，並根據當地市場的供需情
形和發展前景仔細評估、慎選標的。

(左起)勤業眾信日本所不動產服務中野裕史資深顧問、K&L Gates 法律事務所津曲貴裕合夥人、德勤財務顧問范有偉總經理、勤業
眾信日本所稅務諮詢服務金洋浩合夥人、勤業眾信日本所不動產服務小山內裕樹副總經理、德勤財務顧問近藤晴彥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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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雷曼兄弟事件之後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
的GDP成長率衰退至負成長的局面，不過最近已改善至
小幅正成長的狀況。儘管相較於其他國家，日本的經濟
成長仍處於相對偏低的水準，但整體經濟狀況可謂已經
穩定下來。勤業眾信日本所不動產服務副總小山內弘樹
針對日本不動產市場之現狀與展望，以及安倍經濟學所
帶來之效應與影響進行分享時表示，根據2025年各大都
市預測顯示，東京無論在人口或名目GDP方面均將超越
紐約，處於相當高的水準。日本的商用不動市場規模為
亞洲最大，因此在跨國布局投資不動之際，是一個不容
忽略的市場之一。

勤業眾信日本所稅務諮詢服務會計師金洋浩分析日本不
動產投資現況時表示，日本金融機構的放款態度，自
2012年12月起開始恢復雷曼兄弟事件後久違的正向水
準。在日本央行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金融機構正使出
全力積極爭取房貸客戶，對不動公司的放款態度已出現
寬鬆的跡象，也因此投資資金正加速流向不動市場。在
融資環境的改善背景下，包括海外在內的許多投資人正
積極取得東京的不動產，導致各種類不動產的Cap Rate
正急速下滑。此外，受到Cap Rate下滑的影響，投資東
京以外地方物件的投資人亦正在增加，預期此一趨勢將
會持續下去。金洋浩建議投資人應瞭解各地區的特徵，
並謹慎檢討欲投資的不動產種類、設定投資金額以及投
資報酬和選定最佳節稅結構。

本次研討會也邀請到高蓋茨法律事務所(K&L Gates)專家津
曲貴裕律師，針對「日本不動產投資法務―各投資結構
之比較檢討」進行解說。勤業眾信結合德勤全球(Deloitte
Global)資源，得以協助企業掌握全球重點資本市場的特色
及趨勢脈動，亦擁有實力堅強的專家團隊協助企業了解各
國經濟發展趨勢與優勢，同步剖析相關法令規章，期望協
助推動台灣企業積極走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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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法規
◢ 修正櫃買中心「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外國發行人股票第一上櫃申請書」、「興櫃股票
櫃檯買賣申請書」，暨前開申請書件記錄表(103.11.24 證櫃審字第10301018741號)
◢ 修正本公司「營業細則」及「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
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暨增訂「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103.11.26臺證治理字第1030024645號)
◢ 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相關條文(103.11.28金管證投
字第1030048271號)
◢ 修正櫃買中心「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103.12.9 證櫃輔字第1030033275號)
◢ 配合櫃買中心將「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上櫃公司重大
訊息說明記者會作業程序 」整併為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管理規章，修改相關法規
(103.12.16 證櫃監字第10300337542號)
◢ 櫃買中心修正「集團企業申請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第1點等相關規章條文及相關書件
(103.12.18證櫃審字第10300343281號)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
請至勤業眾信首頁
www.deloitte.com.tw
下載全彩完整電子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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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放寬期貨經理事業或他業兼營者，接受全權委託期貨交易總金額不受不得超過其淨值10倍限
制。(103.11.24金管證期字第1030043147號)
◢ 核釋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及第22-4條第1項第3款所稱其他金融機構(103.11.24
金管證券字第1030042872號)
◢ 預告修正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證券商
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管理辦法、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證
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部分條文。(103.11.24金管證券字第1030048429號)
◢ 增加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之業務範圍(103.11.26金管證期字第1030045436號)
◢ 修正國人投資個別境外基金之金額比率及境外基金投資我國證券市場比率(103.11.26金管證
投字第1030043688號)
◢ 有關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令(103.11.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43690號)
◢ 證券期貨局發布有關廢止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補充規定之令(103.12.10 金管證審字第
1030049895號)
◢ 放寬投信事業人員因繼承等原因取得之股票，於基金投資該股票期間不得賣出之限制。
(103.12.12 金管證投字第1030042708號)
◢ 核准證券商得辦理自行買賣及受託買賣黃金現貨交易業務(103.12.17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445831號)
◢ 核准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得經營黃金現貨交易給付結算及帳簿劃撥業務(103.12.17 金管證投字
第10300445832號)
◢ 調整期貨商受託買賣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自103年10月1日起上市之期貨交易契約，
應提撥保護基金之金額。(103.12.18金管證交字第10300493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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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管理法規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銀行局http://law.banking.gov.tw/Chi/Default.asp）
◢ 銀行法施行細則第4條解釋令(103.11.20金管銀法字第10300258130號)
◢ 預告「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2條、第6條、第10條及第3條附件修正草案(103.12.9 金管
銀國字第10300323750號)
◢ 修正「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103.12.01金管銀外字第10350004320號)
◢ 為強化本國銀行不動產貸款風險承擔能力，不動產貸款備抵呆帳提存比率應至少達1.5％，
◢ 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103.12.11金管銀國字第10300329440號)
◢ 廢止「個人購車及購屋貸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個人購車及購屋貸款定型化契約不
得記載事項」(103.12.15金管銀合字第10330003900號)，個人購車及購屋貸款定型化契約範
本」，自104年8月12日停止適用。(103.12.15 金管銀合字第10330003901號)
◢ 修正「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第六部分槓桿比率之計算及第七
部分表1-A1、表7-A及表7-A1(103.12.16 金管銀法字第10310007220號)
◢ 修正「金融機構保管箱出租定型化契約範本」(103.12.17 金管銀合字第10300334701號)
◢ 修正「金融機構保管箱出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103.12.17 金管銀合字第10300334700號)
◢ 預告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103.12.17 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5890號)
◢ 預告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法」 (103.12.17
金管銀票字第10340004750號)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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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保險局http://www.ib.gov.tw/ch/home.jsp?id=37&parentpath=0,3）
◢ 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會計處理及業務財務資料陳報辦法」部分條文及第4條附件
(103.12.18金管保產字第10302529351號)
◢ 修正「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保險業監管及接管辦法」部分
條文(103.11.26金管保財字第10302510451號)
◢ 預告修正「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18條草案(103.12.05金管保財字第
10302511182號)
◢ 有關「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第15條第9項規定之解釋令(103.12.10 金管保壽字第
10302553001號)
◢ 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監理報表」 (103.12.18金管保產字第10302529701號)

2015 Jan

法規輯要

89

稅務法規
◢ 核釋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上市櫃、興櫃公司，以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之課稅規定(財政部
1031201台財稅字第10304030470號令)
一、自102年起，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處理會計事項，其以股份為
對價進行合併，存續公司因合併發行新股之股份對價價值，應以董事會決議日確定換股
比例之股份對價價值認定。其每股價值，屬上市或上櫃股票者，以董事會決議日之收盤
價為準，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屬興櫃股票者，
以董事會決議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為準，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
價格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
二、合併消滅公司應於合併基準日按前揭因合併所發行股份對價之價值，依本部97年10月17
日台財稅字第09704552910號令第一點、第三點及97年12月8日台財稅字第09700312710
號令規定計算其股東之股利所得（投資收益），依規定課徵所得稅。

三、合併存續公司於合併基準日之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於收購日（取得控制
日）之公允價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其併購成本，採一階段合併
者，應以合併時所支付股份對價之價值為併購成本；採分階段合併者，應以各次收購股
權之實際取得價格，加計最後合併階段所支付股份對價之價值為併購成本。
◢ 核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之1第1項及第2項所稱「智慧財產權」 (經濟部1031202台財稅
字第10304605790號令)
為促進個人或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成果相關智慧財產的流通與應用，誘發智慧財產權人積極轉讓
權利以協助我國產業提升產品質量、技術創新與服務內容的量能；同時，鼓勵我國中小企業導
入外部資源強化自身創新研發的動力，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
「智慧財產權」，係指由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所產生財產上價值，並由法律所創設之權利者
（現行包含但不限於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與植物品種權
等）。同時，為符合時代保護所需，日後透過法律創設保護之相關智慧財產權，亦屬之。

◢ 個人投資人於被投資公司辦理減資彌補虧損後，出售剩餘持股，其每股成本計算規定(財政
部1031203台財稅字第10304638380號令)
一、個人投資人於被投資公司辦理減資彌補虧損後，出售剩餘持股，依101年8月8日修正前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或所得稅法第14條之2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損益時，其每股成本
應以實際取得成本除以減資後剩餘股數計算。

二、前點所稱實際取得成本，依101年8月8日修正前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授權訂定有價
證券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查核辦法第13條規定，採個別辨認法者，應以按該法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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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之該股票減資前一日持有股數之總成本計算；依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
得額查核辦法第13條及所得稅法第14條之2規定，採加權平均法者，應以該股票減資前
一日持有股數，乘以按該法計算之該日每股平均成本計算。

三、廢止本部97年8月20日台財稅字第09704073000號函。
◢ 核釋油電混合動力車認屬電動車輛減半徵收貨物稅之認定標準(財政部1031204台財稅字第
10304651500號令)
一、符合下列各項標準之油電混合動力車，始有貨物稅條例第12條第4項電動車輛減半徵收
貨物稅規定之適用：
（一）完稅價格在新臺幣100萬元以下。
（二）排氣量在3,000立方公分以下。
（三）油耗值達19公里／公升。
（四）碳排放量在120公克／公里以下。
二、廢止本部98年2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804506870號令。

◢ 一百零四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財政部1031210台財稅字第10304655960號公告)
一、104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每人全年新臺幣（下同）85,000元；納稅義務人及其配
偶年滿70歲者，暨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70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每
人每年127,500元。
二、104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90,000元；有配偶者扣除
180,000元。
三、104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128,000元為限。
四、104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128,000元。
五、104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如下：
（一）全年綜合所得淨額在520,000元以下者，課徵5%。
（二）超過520,000元至1,170,000元者，課徵26,000元，加超過520,000元部分之12%。
（三）超過1,170,000元至2,350,000元者，課徵104,000元，加超過1,170,000元部分之20%。
（四）超過2,350,000元至4,400,000元者，課徵340,000元，加超過2,350,000元部分之30%。
（五）超過4,400,000元至10,000,000元者，課徵955,000元，加超過4,400,000元部分之40%。
（六）超過10,000,000元者，課徵3,195,000元，加超過10,000,000元部分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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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財政部1031218台財稅字第
10304621090號令)
一、自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項授權訂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定，採用經該會認可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
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
額，減除同條項各款後之餘額計算之。

二、營利事業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期初保留盈餘淨減少數，致採用當年度之帳載
累積未分配盈餘產生借方餘額（累積虧損），其以當年度稅後盈餘實際彌補該借方餘額
之數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三、營利事業101會計年度結束日前尚未完工之建屋預售工程，已依商業會計法規定按完工
比例法認列工程利益，且已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者，102年度及以後年度因採用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應於該工程完工年度認列全部工程利益，於計算完工年度應計入未分配
盈餘之工程利益時，其屬前述採完工比例法認列且已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工程利
益部分，免計入完工年度之未分配盈餘。

◢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輸入貨物，如屬應課徵平衡稅、反傾銷稅或額外關稅者，免徵上開特
別關稅，惟前揭貨物或以其產製之產品輸入課稅區時，應課徵之(財政部1031229台財稅字第
1031016599號令)
自國外進儲自由港區事業之自用機器、設備及供營運貨物，免徵平衡稅、反傾銷稅或額外關
稅。但其輸往課稅區時，如該貨物屬應課徵平衡稅、反傾銷稅或額外關稅者，除依現行規定
辦理稅費課徵外，應另就該自用機器、設備、供營運貨物或以其產製之產品實際使用之原進
儲自由港區供營運貨物課徵平衡稅、反傾銷稅或額外關稅。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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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公司法解釋令 公司法第128條之1
◢ 單一法人公司仍必須遵循公司法第170條第2項規定，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董
事會，承認有關會計表冊。
按公司法第128條之1規定：「政府或法人股東1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之股
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復按公司法第170條第2項規定：
「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
是以，單一法人公司仍須依照公司法第170條第2項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
董事會，俾承認有關會計表冊。
（103.12.05 經商字第10302145450號）

經濟部令
◢ 說明：修正「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並定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十日施行
（經濟部103.12.10經商字第10300711770號函）

行政院令：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對照表於10/9預
告修正有檢附)
◢ 說明：修正發布第 12、18、21、22、26、37、40、47、65 條條文
（行政院103.12.11院臺法字第 1030155687 號令）

公司法解釋令 公司法第192條之1
◢ 公司採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召開股東會時，如同時列有董監事選舉議案及修正章程變更
董監事人數議案，新修章程於下一次股東會進行改選或補選時適用本部94年11月30日經商字
第09402426290號令：「公司召開股東會，如同時列有董監事選舉議案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
事人數議案時，董監事應選名額，應依下列情形判斷：（一）公司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或第
216條之1規定，採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不問是否依同法第177條之1規定，採行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均以公告時已生效章程之董監事人數為準。……」所謂「修正章程變更
董監事人數議案」之「變更」，包含增加及減少董監事人數之情形。至於股東會新修正通過
之章程(變更董監事人數)，應於下一次股東會進行改選或補選時，始有適用。
（經濟部103.12.09經商字第103021461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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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法
◢ 關於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稅收政策有關問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64號
有效性：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 2014-11-14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72&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 關於完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
文號：財稅2014年59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1-12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60&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 海關總署公告2014年第83號（關於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間保稅貨物結轉管理的公告）
文號：海關總署公告2014年83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1-19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87&class1=4&class2=18&class3=50&class4=95
◢ 浙江省國家稅務局關於進一步加強跨境稅源管理的若干意見
文號：無發文字號2014年X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1-28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79&class1=11&class2=40&class3=149&class4=0
◢ 關於印發《東莞市“機器換人＂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
文號：東府辦2014年77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1-21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75&class1=2&class2=0&class3=0&class4=0

中國稅法完整內容請參考勤業眾信躍馬中原Go China網站
http://www.gochina.com.tw/e-paper.php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
請至勤業眾信首頁
www.deloitte.com.tw
下載全彩完整電子版通訊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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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事曆

11月財稅行事曆
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申報證券主管機關行事曆一覽表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2

五

1

有價證券上市費(含初次上市及每年年費；目前暫免收取公司債上市費)。
註：初次上市時及其後每年一月底前。

1

每月5日前申報所發行之國內海外有價證券（含轉換(附認股權、交換)公司債、特別股、新
股(認購)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員工認股權憑證等）之前月異動情
形及辦理上市普通股股數維護。

2

海外股票流通情形或海外存託憑證申請兌回股票或海外公司債申請轉換或行使認股權之關
係人及累計申請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超過該次海外有價證券發行總額達10%以上股東之
姓名、國籍及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等資料。
註：每月5日前申報上月底之資料。

1

1.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業額資訊，投控公司及金控公司尚須代符合標準之子公司申報月
營業額資訊。
2.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

2

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3

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後主辦證
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以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方式，合併外國公司、受讓外國公司股份，或依法
律規定收購或分割外國公司後主辦證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註：完成登記後一年內每季結束後10日內。

4

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國內、外經理人及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認購認股權之情形。
註：1.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前季資訊。
2.未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者請設定「免申報」。

5

募集發行或私募國內公司債應於每月結束後10日內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6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六個月內之存續期間，
應於每月10日內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
式之支應償還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7

私募有價證券於股款(價款)收足後，申報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8

1.前年董事及監察人酬金資訊之員工紅利實際
配發數之第二階段申報作業：於每年1月10日前申報前年度（例：97年1月申報95年度之資
訊）之董事因兼任員工所獲派員工紅利之實際配發數。
2.如於去年7月10日前已申報董監酬金資訊為
實際數之公司，本項「實際數申報作業」則毋須辦理。

9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資料

5

10

2015 Jan

一

申

報

事

項

六

財稅行事曆

日

15

20

31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1

去年度已執行及未執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
註：年度終了後15日內。

2

去年度及截至去年底國內、外取得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姓名、取得
認股權憑證及認購彙總情形，暨除前開人員外，去年度及截至去年底國內、外取得認股權
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工認股權人之姓名、取得認股權憑證及認購彙總情形。
註：年度終了後15日內。

3

內部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4

1.前各次發行之轉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2.前各次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以新股或股款繳納憑證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註：應於交付股票當季結束後15日內公告。

5

1.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之主要現職、主要經歷及其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資訊。
2.全體董事、監察人出席董事會及進修情形。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異動資訊。

6

上市公司申報前一年度為其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狀況

1

海外股票流通情形或海外存託憑證申請兌回股票或海外公司債申請轉換或行使認股權之關
係人及累計申請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超過該次海外有價證券發行總額達10%以上股東之
姓名、國籍及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等資料。
註：每月20日前申報截至當月15日止之資料。

2

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表（自願性申報）。
註：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1

已公開上一年度完整式財務預測者，應於年度終了後1個月內申報自結損益達成情形。

2

1.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資料。
2.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進修情形。

3

經理人配發員工紅利情形。

4

會計主管前一年度進修情形。

5

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次月底前申報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與關係人間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應收款項
及應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6

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7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應
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資料。

四

二

六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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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事曆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2

五

1

繳納股票上櫃費（含初次上櫃及固定年費）。
註：每年開始1個月內。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上月底之異
動情形。
註：每月5日前。

2

每月5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
利證書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1

申報每月營運情形（含營業收入金額、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及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表採自願申報）。

2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3

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海外公司債、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股票計畫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及預定效益達成情形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4

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經理人及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認購認股權之情形。
註：1.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前季資訊。
2.未發行認股權或有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惟當季無認購情形者請設定「免申報」。

5

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後主辦證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註：完成登記後一年內每季結束後10日內。

6

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每月10日前。

7

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8

董事及監察人酬金實際數資訊申報
1.前年董事及監察人酬金資訊之員工紅利實際配發數之第二階段申報作業：於每年1月10日
前申報前年度（例：103年1月申報101年度之資訊）之董事因兼任員工所獲派員工紅利之實
際配發數。
2.如於去年7月10日前已申報董監酬金資訊為實際數之公司，本項「實際數申報作業」則毋
須辦理。
本中心將於1月底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再次揭露第二階段之前年董監酬金支領情形。

5

10

一

六

申

報

事

項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債信資訊
公司債支應償債款項資訊－
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
10日內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式之支應
償還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例在104 /01 /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1)。

15

2015 Jan

四

1

年度已執行及未執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
註：年度終了後15日內

2

1.前各次發行之轉換、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2.前各次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以新股或股款繳納憑證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註：應於交付股票當季結束後15日內公告。

3

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情形申報作業(例104年1月15日申報，其資料年度請輸入103)

財稅行事曆

日

15

20

31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97

項

4

內部人及其關係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5

獨立董監事之現職、主要經歷及其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異動資料暨全體董事、監察人出
席董事會及進修情形。
每月15日前申報前一月份異動資訊。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當月15日之
異動情形。
註：每月20日前。

1

財務資料申報作業。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2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財務資訊。
公司債財務資訊－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另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
自結數資料(例在103 /12/ 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311，其內容為103年11月底之自結財務
數據資訊)。

3

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每月底前申報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
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4

上一年度財務預測自結損益達成情形
註：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適用已公告完整式財務預測之上櫃公司）

5

當年度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資料申報

6

經理人配發員工紅利情形資料

四

二

六

會計主管前一年度進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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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事曆

(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2

五

1

繳納股票上櫃費。
註：每年1月底前。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上月底之異
動情形。
註：每月5日前。

2

發行國內海外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債、特別股等）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情形。
註：每月5日前。

1

召開股東會日期事前登記作業。
註:年度第2個營業日起至3/15

1

申報每月營運情形（含每月營業收入金額、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處理）。
註：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訊。

2

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海外公司債、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股票計畫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3

發行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於債信專區申報前一季底公司自結之財務資訊。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5

6

10

一

二

六

4

申

報

事

項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應定期申報財務及債信資訊。
註：
公司債財務資訊－
1.自公司債發行日起至到期日間之存續期間，應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上一季自結數資
料，另於申報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時，同時申報實際數資料。
2.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
份自結數資料。
公司債支應償債款項資訊－
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六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
月10日前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式之支
應償還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15

四

1

內部人及其關係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20

二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本月15日之
異動情形。
註：每月20日前。

1

當年度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資料

2

上一年度財務預測自結損益達成情形。
註：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適用公告完整式財務預測之興櫃公司）。

31

六

會計主管前一年度進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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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日

10

星
期

六

項
次

申

1

每月營業額
一、金融保險事業：
1.營業收入額。
2.營業費用額。
二、其餘各公開發行公司
1.開立發票金額。（採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得免申報開立發票金額）
2.營業收入額。（採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將改為申報合併營業收入）

2

每月背書保證金額、每月資金貸放金額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金額

3

1.公開發行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海外公司債、海外存
託憑證及海外股票計畫、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報

事

項

公開發行公司之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應洽請原主辦
證券承銷商就合併、受讓他公司股份等事項對外國發行人財務、業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出具評估意見。並於發行新股完成登記後一年內，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指定資訊申
報網站。

15

5

公開發行公司應將資金運用計畫、資金運用情形表及資金運用計畫變更時及嗣後，應洽請
原證券承銷商對資金執行進度及未支用資金用途之合理性出具評估意見，於每季結束後10
日內，輸入指定資訊申報網站。

1

股權、質權變動
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股東（簡稱公司內部人）之持股變動情形與股票質權
之設定及解除情形。
（申報對象包括：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之股東，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
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另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及金控子公司內部人，包括其
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者亦適用。）

四
公開發行公司前各次發行之轉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公告增
資發行新股情形。

20

31

二

六

3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附認股權特別股公告前一季受理前開有
價證券持有人請求轉換或認股並以新股交付，而新增發行之股票數額，於指定資訊申報網
站傳輸

1

公開發行公司有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暨其所表彰有價證券流通餘額報表、海外公司債異動情
形報表、，應於每月20日及終了5日內輸入本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並中央銀行申報。

1

1.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資料。
2.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進修情形。

2

公開發行公司當年度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資料申報(例：104年1月底前應申報104年
度現有內部稽核人員及職務代理人資料，103年度離職人員不需申報)。
公開發行公司申報會計主管前一年度進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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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事曆

(外國企業來台申請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2

五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於每年1月底前繳有價證券上市(櫃)費。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之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
於每月結束後5日內申報截至上月底止之異動情形或流通餘額並向中央銀行申報。

5

申

報

事

項

一
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5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
司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員工認股權憑證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運情形：
1.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應申報上月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衍生性商品交易情形及上
月份合併營業收入額。

1

2.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重要子公司」者尚應代其「重要子公司」申報上述營收、背書保
證、資金貸放資訊。
3.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申報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4.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應代所有「未於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含國內及海外子公司）」申
報其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

10

2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終了10日內向中央銀行申報「外國發行人於國
內股票流通情形月報表」、「外國發行人於國內債券流通情形月報表」；第二上市(櫃) 每月
終了10日內向中央銀行申報「臺灣存託憑證流通及兌回情形月報表」，並輸入金管會指定
資訊申報網站。

3

1.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辦理國內(外)之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
憑證計畫及資金運用情形者，應於每季結束後10內輸入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計畫及資金
運用情形季報表，應按季洽請原主辦證券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對資金執行進度、未支用資
金處理合理性及是否涉及計畫變更出具評估意見，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觀測站。
2.第二上市(櫃)公司除以其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股
票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者外，應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現金增資或參與發行臺灣
存託憑證計畫及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4

第一上市(櫃)公司及外國興櫃公司應於國內(外)之現金增資、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或募集
公司債計畫變更時及嗣後洽請原主辦證券承銷商對資金執行進度、未支用資金用途合理性
出具評估意見，並輸入觀測站。但第二上市（櫃）公司以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參與發行
臺灣存託憑證者，不在此限。

5

第一上市(櫃)公司合併或受讓國內(外)之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進行收購或分割而發行新股、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等，應洽請原主辦證券承銷商就合併、受讓他公司股份等事項對外國發行人
財務、業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出具評估意見。並於發行新股完成登記後一年內，於每季結束
後10日內，輸入觀測站。

6

第一上市(櫃)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海外公司債、海外存
託憑證及海外股票計畫、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7

第一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者，應按季洽請原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對資金執行
進度、未支用資金處理狀況之合理性及是否涉及計畫變更出具評估意見，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

六

第二上市(櫃)公司於國內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
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10日內申報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法，暨支應償債
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9

2015 Jan

私募有價證券者(含私募公司債)應於每月10日前定期向金管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傳輸更新發行
餘額相關資料。私募海外有價證券者，尚應將前開輸入資料之畫面格式函報中央銀行外匯局。

財稅行事曆

日

15

20

31

星
期

項
次

六

報

事

項

1

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15日前應輸入有關上月份之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
10%股東[簡稱公司內部人(包含其關係人(註))]之持股變動情形與股票質權之設定及解除情形。
註: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2

第一上市(櫃)公司公告前各次發行之轉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
而新增發行之股票數額，於當季結束後15日內，輸入本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於
每月20日及終了5日內於本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分別輸入截至當月15日止之流通及兌回情
形流通餘額報表等，並應向中央銀行申報其流通餘額。

1

第一上市(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次月底前申報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與關係人間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應收款項
及應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2

第一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3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
結數資料。

4

第一上市(櫃)申報會計主管姓名及前一年度進修情形。

四

二

申

101

第一上市(櫃)申報內部稽核人員之姓名、年齡、學歷、經歷、服務年資及所受訓練等資料。
並申報職務代理人資料及其進修情形。
6

第一上市(櫃)公司申報上一年度完整式財務預測自結損益達成情形。
註：已公開上年度財務預測者，應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申報。

7

第一上市(櫃)公司經理人配發員工紅利情形。

註：請參考下列資料來源
1.上市有價證券發行人應辦業務事項一覽表103.11.05
2.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3.07.16
3.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3.12.04
4.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 102.09.09
5.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應公告及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102.03.06
6.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103.11.26
7.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103.12.04
8.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10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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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

103年12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103年12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10日截止。

3.

103年11及12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兼營營業人報繳最後一
期（本期）營業稅時，應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稅額申報；若採直接扣抵法之兼營
營業人，達須經會計師或稅務代理人查核簽證標準者，應經會計師或稅務代理人查核簽
證。

4.

103年11及12月份印花稅總繳15日截止。

5.

103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所
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報月底截止。

日

2015 Jan

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103年12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2. 103年12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3. 103年11及12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含兼營營業人年度不得扣抵
比例調整）報繳本日開始。
4. 103年11及12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開始。
5. 103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
、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
申報本日開始。

1

四

10

六

15

四

1. 103年11月及12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含兼營營業人年度不得扣
抵比例調整）報繳本日截止。
2. 103年11及12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截止。

31

六

1. 103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
、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
申報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2月2日）

1. 103年12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1月12日）
2. 103年12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1月12日）

勤業眾信講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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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講座出版

勤業眾信 104 年 1-2 月份專題講座
~本公司通過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TTQS 訓練品質系統」評鑑，授課品質最有保證~
代號

日期

時間

HC01-1

1/7(三)

09:30-16:30

JAN01

1/12(一)

09:00-16:00

IF13-08

1/13(二)

09:00-12:00

IF13-09

1/13(二)

13:30-16:30

JAN02

1/14(三)

09:00-16:00

NOV16

1/14(三)

課 程 名 稱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講師

時數/
VIP 扣點

費用

周志盛

6/8

4,800

多角貿易營業稅外銷適用零稅率實務解析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FRS 2 股份基礎給付
IFRS 5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AS 17 租賃
資本支出評估與財務報表相關投資報酬解析

國稅局

6/8

4,800

吳怡君

3 / 5.5

3,000
【無折扣】

許秀明

3 / 5.5

3,000
【無折扣】

彭浩忠

6/8

4,800

09:00-16:00

財務分析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侯秉忠

6/8

4,800

周志盛

6/8

4,800

曾開源

3/5

巫

鑫

6/ 5.5

3,000
客戶
3,000
非客戶
4,000

6/8

4,800

勞動契約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HC01-2

1/14(三)

09:30-16:30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薪資管理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NOV07

1/16(五)

13:30-16:30

內線交易實務案例暨相關法律責任

NOV09

1/16(五)

09:00-16:00

【超值回饋】實施 IFRSs 架構下之我國所得稅會計

JAN03

1/19(一)

09:00-16:00

產品製造成本計算與生產績效分析實務

彭浩忠

JAN04
JAN05

1/19(一)
1/19(一)

13:30-16:30

跨國投資租稅規劃暨我國反避稅制度最新發展

徐有德

3/5

3,000

09:00-16:00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實務解析

巫

鑫

6 / 10

6,000

JAN06

09:30-16:30
09:00-16:00

活用財報分析提升企業經營績效

黃美玲

6/8

4,800

JAN07

1/20(二)
1/20(二)

成本分析與削減成本具體方案運用

李進成

6/8

4,800

JAN16

1/20(二)

13:30-16:30

兩岸三地台籍人員個人稅務管理實務

陳欣旋

3/5

3,000

NOV05

1/21(三)
1/21(三)

13:30-16:30
09:00-16:00

結帳合併報導流程優化實務
IFRS 時代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編製暨會計處理

張琦琤

3/5

3,000

蔡俊明

6/8

4,800

JAN09
JAN18

1/21(三)

09:00-16:00

企業資金規劃與長短期調度實務

1/21(三)

09:00-16:00

心智圖-職場筆記術實務應用班

李進成
胡雅茹

6/8
6/8

4,800
4,800

HC01-3

1/21(三)

09:30-16:30

周志盛

6/8

4,800

IF13-10

1/22(四)

09:00-16:30

陳麗琦

6 / 11

6,000
【無折扣】

JAN10

1/22(四)

13:30-16:30

徐潔茹

3/5

3,000

JAN11

1/22(四)

09:00-16:00

柳廣明

6/8

4,800

JAN12

1/22(四)

09:00-17:00

洪老師

7 / 12

7,000

JAN08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職業災害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FRS 9 金融資產分類及衡量
IAS 39 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
IAS 32 金融工具：表達
IFRS 7 金融工具：揭露
IFRS 13 公允價值衡量(金融工具相關規定)
企業營運必備的風險管理機制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10 以上版本)
運用多層次樞紐分析，有效提昇財務報表管理效率
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簡介暨
與現行商會法規、會計準則之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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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13
JAN19

1/23(五)

董事會及股東會之規劃與運作實務

陳錦旋

4 /6.5

4,000

最新修正員工各種假別處理及規章制訂實務解析

楊淑如

6/8

4,800

稅捐稽徵法實務應用解析

國稅局

6/8

4,800

兩岸跨境交易稅負新挑戰

林信佑

3/5

3,000

09:00-17:00

IFRSs 2010 年與 2013 年正體中文版差異分析

洪老師

14 / 24

14,000

13:30-17:30

JAN14

1/23(五)
1/26(一)

09:00-16:00
09:00-16:00

JAN17

1/26(一)

13:30-16:30

NOV01

1/26(一)&
1/27(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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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02

1/27(二)

09:00-16:00

IFRS 觀念架構收入之認列與衡量

蔡俊明

6/8

4,800

JAN15

1/27(二)

09:00-16:00

票據交易陷阱預防暨債權確保實務

劉孟錦

6/8

4,800

NOV13

1/27(二)

09:00-16:00

採購議價策略及談判要領運用實務

姜正偉

6/8

4,800

HC01-4

1/28(三)

09:30-16:30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解僱、資遣、調動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周志盛

6/8

4,800

FEB05

2/6(五)

09:00-16:00

楊淑如

6/8

4,800

IF13-11

2/10(二)

黃海悅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3-12

2/10(二)

李紹平

3 / 5.5

3,000
【無折扣】

FEB01

2/10(二)

投保單位、保險對象有效節省二代健保及勞保保費規劃
實務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09:00-12:00
IAS 19 員工福利
IAS 7 現金流量表
~台北場~第十三期
13:30-16:30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FRS 3 企業合併
09:00-16:00
IFRS 時代如何運用四大財務報表以提昇競爭力

蔡俊明

6/8

4,800

DEC17

2/11(三)

09:00-16:00

企業成本分析與有效控制實務

戴冠程

6/8

4,800

DEC14

2/11(三)

09:00-16:00

強化企業契約核心能力與關鍵條款實務

姜正偉

6/8

4,800

DEC19

2/11(三)

張淵智
李進成

4,800

2/12(四)

兩岸反避稅法令之解析與影響
運用管理會計協助企業有效經營

6/8

FEB02

09:00-16:00
09:00-16:00

6/8

4,800

巫

鑫

6 / 12

7,000

FEB03

2/12(四)

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09:00-16:00 贈送《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公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
責任》書籍乙套
09:00-16:00
企業現金流量預測與營運風險管理

蔡篤村

6/8

4,800

DEC05

2/13(五)

09:30-16:30

會計人員必備之核心職能與相關能力

黃美玲

6/8

4,800

DEC13

2/13(五)

13:30-16:30

適用 2013 版 IFRS 對退休金精算的影響

葉崇琦

3/5

3,000

DEC18

2/13(五)

09:00-17:00

最新 IFRS 9 金融工具之會計處理

洪老師

7 / 12

7,000

DEC10

2/25(三)

13:30-16:30

財報弊案與財會人員法律責任探討

曾開源

3/5

3,000

FEB04

2/25(三)

09:00-16:00

營業稅違章行政救濟之爭議與規定解析

國稅局

6/8

4,800

DEC16

2/12(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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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專 案 儲 值 點 數 權 益 與 優 惠
一次購買並完成付款手續，節省日後作業成本，並大幅降低企業
整體訓練費用。
專案點數在期限屆滿前使用完畢再續購者，將視同勤業眾信簽證
客戶予以優惠。
客戶享有勤業眾信所舉辦之課程、活動優先通知權益，並不定期
針對 VIP 客戶推出專屬課程優惠、福利活動專案。
參加本特惠專案者，可於專案點數內依需求報名本公司課程。
報名後如需取消課程，必須於開課前兩天通知本公司，若未事先
告知者，將抵扣一點之點數。
如遇點數用完需補差額者，每一點以 600 元計。
特惠專案有效期間為自簽約日起 1 年，如超過使用期限，將換算
剩餘點數之現金價值後使用，恕不再享有 VIP 優惠。

報
課程代號
(非上課日期)

課程日期
參加者姓名
(月/日)

公司抬頭
發票抬頭
聯絡人
公司地址

部門&職稱

發票格式

□□□

名

類別

總點數

總費用

每點費用

簽證

A

50

26,000

520

客戶

B

100

48,000

480

非

A

50

28,000

560

客戶

B

100

52,000

520

●有意願購買 VIP 儲值點數，請來電索取申請單。
●服務專線：(02)2545-9988 分機 3824 郭小姐

傳真報名: (02)2546-8665

表

 http://www.dttus.com.tw

電話(分機)

手機

(

)

09___-__________

(

)

09___-_________

(

)

09___-_________

□三聯：統一編號 ___________
□二聯 (個人)

E–mail

電話/分機
( )

E–mail
傳真 (

)

1. 為維護課程品質，本公司保有基本開課人數之權利。
注意事項

2. 請以收到上課通知為繳費依據，未達基本開班人數，將延期或取消該課程。
3. 開課標準將於上課前 3~5 天寄發電子通知信，告知課程是否開課成功及繳費注意事項。
4.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益，恕不提供講義電子檔，上課時間不得錄音、錄影。

□現場付費 □即期支票 □櫃檯匯款)
付款方式

1. 抬頭/戶名：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銀行名稱：玉山商業銀行 ，分行：營業部 ，帳號：0015-435-108125
3. 支票掛號郵寄：1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3 樓 會計部收
4. 繳納後請將您所寄繳支票或匯款收據影本(填寫課程代號、公司抬頭、學員姓名、電話)傳真至本公司確認

參加類別

□非客戶(3 堂課以上者 9 折)
<折扣不適用於特殊課程>
全天課程有提供午餐：
□本所簽證客戶(9 折)，會計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
一般葷食 □素食，姓名_______________
□使用 VIP 儲值點數，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單堂課、課程禮卷…..等) 不需要準備午餐

您從何處得知此課程資訊：
電子報同意書
<此欄請務必填寫>
□1.DM □2.勤業眾信通訊 □3.dttus 學習網
凡報名本公司課程者，我們將持續寄送 E-DM 訊息(課程/出版品)
□4.朋友介紹 □5.電子報 □6.中小網大□7.內科網站 □同意,請為我加入
□同意,定期已收到/已訂閱 □不同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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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簽證客戶九折；同一月份三人以上或報名同月份三堂課以上者九折(費用含講義、文具、餐點及營業稅等)。
本公司課程已獲內部稽核協會持續進修時數、終身學習護照、會計師持續進修時數單位認可登錄進修時數。
上課地點：新領域教育訓練中心—鄰近台北火車站 (上課地點、樓層，以課程前3~5天的上課通知為準)
傳真報名表後請來電確認：(02)2545-9988轉3824 Shena、1187 Flora、3980 Betty
當您回傳報名表時，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充分了解勤業眾信講座出版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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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目簡介
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公
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責任
編著：巫鑫 會計師
出版日：2014年3月
定價：1,000元

IGAAP 2013：
IFRS全方位深入解析
編著：江美艷
勤業眾信IFRS專業服務團隊

~加贈附冊~

出版日：2013年10月

新修正法規對民國103年股東會
及董事會之影響及注意事項

共一~三冊，每冊定價：1,000元

內容重點：
1.擴大範圍至所有上市櫃公司強制須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
運作實務。
2.要求資本額100億元以上以及20億元以上的上市櫃公司，應
分階段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運作實務。
3.要求資本額50億元以上暨股東人數一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
司，強制須採電子方式為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電子
投票運作實務。
4.分配IFRSs財務報表元年，如何編製IFRSs架構下盈餘分配表。

內容完整涵括IASB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IFRIC)
迄今已發布並生效之所有準則及解釋，並將艱澀的原文規
定，轉化為標準之中文會計用語。除附列IASB準則釋例外，
為加速初學者之了解，更進一步增加許多解釋範例及Deloitte
觀點說明。
各章節最後均附有IASB對各該準則未來發展之介紹，以
便讀者掌握各準則最新動態；對歷次各準則版本修正重點，
文中亦有說明。是以讀者可以鑑往知來，持續跟進學習而不
混淆，可謂目前坊間兼具即時性、完整性、專業性及實用性
的最佳會計參考用書。

證管法令全書(第十二版)

稅務法令全書(第十二版)

出版日：2014年3月
定價：800元

出版日：2014年3月
定價：800元

本書內容涵蓋基本法規、財務報告編製相關法規、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相關法規、上市/上櫃相關法規、公開發行相關
法規…等諸多重要證管法令，係目前證管法規最新最完整之工
具書，此書採聖經紙印刷，輕巧耐用，是方便隨身攜帶的口袋
書，更是相關專業工作人員以及事務所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必
要參考工具書。

訂
公司抬頭：

購

本書內容涵蓋所得稅法、產業創新條例、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稅捐稽徵法、遺贈稅法…等諸多重要稅務法令，
係目前稅務法規最新最完整之工具書，此書採聖經紙印刷，輕
巧耐用，是方便隨身攜帶的口袋書，更是相關稅務工作人員以
及事務所專業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必要參考工具書。

備註欄：

單

※取書方式：郵資由訂購人負擔

統一編號：

※消費滿2500元，即可免郵資！
1.□自取《來電預約自取日期、時間》

收 件 人：

發票格式：□三聯

2.□限掛《中午前完成匯款，隔日書籍即
可送達(例假日、外縣市及偏遠地區除外)》

□二聯(個人)

※訂購書籍者，請於匯款後將收據連同訂
購單回傳至本公司

寄書地址：

電話：(

)

分機

傳真：(

)
銀行戶名：

e-mail：
書 名
NEW~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公司治理
之董監事職權與責任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

優惠價

每冊郵資

1000

900

80

NEW~iGAAP 2013：IFRS全方位深入解析

1000

NEW~證管法令全書(十二版)

800
800

NEW~稅務法令全書(十二版)

700
(優惠2015.01.31止)

640
640

數量

匯款帳號：0015-435-108125

小計

匯款銀行/分行：玉山商業銀行/營業部
電話：(02)2545-9988 分機3980 杜小姐
傳真：(02)2546-8665

40

地址：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3樓

40
40
總 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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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www.deloitte.com.tw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Deloitte & Touche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Deloitte & Touche Consulting Co.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Deloitte & Touche Tax
Consulting Co., Ltd.
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Deloitte & Touche
Financial Advisory Co.

台北

台南

10596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2樓

70051 台南市永福路一段189號13樓

Tel ：+886 (2) 2545-9988

Tel ：+886 (6) 213-9988

Fax ：+886 (2) 4051-6888

Fax：+886 (6) 405-5699

新竹

高雄

30078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展業一路2號6樓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88號3樓

Tel ：+886 (3) 578-0899

Tel ：+886 (7) 530-1888

Fax：+886 (3) 405-5999

Fax：+886 (7) 405-5799

台中
40354 台中市臺灣大道二段218號27樓
Tel ：+886 (4) 2328-0055
Fax：+886 (4) 4055-9888

Taiwanese Service Group
大陸台商(專業)服務團隊
200002 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30樓
Tel ：86 21 6141 8888
Fax：86 21 6335 0003

關於德勤全球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稱德勤有限公司
("DTTL"))，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會員所。每一個會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之法律實體。德勤有限公司
（亦稱"德勤全球"）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請參閱 www.deloitte.com/about 中有關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會
員所法律結構的詳細描述。

德勤為各行各業之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企業風險、管理顧問及財務顧問服務。德勤聯盟遍
及全球逾150個國家，憑藉其世界一流和優質專業服務，為客戶提供應對其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之深入見
解。德勤約200,000 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越，樹立典範。

關於台灣勤業眾信
勤業眾信係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 Touche)及其關係機構，為德勤有限公司(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之會員。集團成員包括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勤業眾信以卓越的客戶服務、優秀的人才、完善的訓練及嚴謹的查核於業界有著良好聲譽。透過德勤有限
公司之資源，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務，包括赴海外上市或籌集資金、海外企業回台掛牌、IFRS導入服務、
中國大陸投資等。

關於本出版品
本出版物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德勤有限公司、會員所及其關聯機構(統稱"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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