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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潮流下之企業風險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三層架構TP文據中將揭露比以往TP報告更多的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於2013年

財務、稅務及營運等訊息，使得集團資訊透明

2月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化。除此之外，BEPS第12項行動方案要求企業

Profit Shifting，BEPS）報告，並於同年7月發布該

在一定條件下揭露集團所採用之積極租稅規劃

報告之15項行動方案，其主要目的在於消除各國

（Aggressive Tax Planning Arrangements），並

稅制的隔閡，避免跨國企業利用各國稅制的差異

研議透過租稅協定的資訊交換機制取得相關資

進行不適當的租稅規劃，將利潤移轉至集團成員

料，將導致集團的稅務資訊暴露。

所在低稅率或是免稅國家而導致雙重不課稅之結
果，以及將以往較不明確的議題提出具體的定義
及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TP）方法建議，並
要求增加跨國企業之資訊透明度，以判定集團成
員實質營運與其利潤分配的合理性。無論是否身
為OECD會員國，BEPS行動方案已成為各國稅務機
關聚焦的重點，世界各國已陸續開始研擬修法草
案，勢必會為跨國企業的經營模式以及稅務規劃
帶來莫大的挑戰。

可能面臨的風險
本文從下列四個面向出發，提出在BEPS潮流下，
企業可能面臨到的風險：

二、TP稅務遵循成本遽增
由於BEPS第13項行動方案要求集團必須提供TP
三層架構文據，另BEPS強調TP的結果應與集團
成員所創造的價值相匹配，集團成員的實質
營運與利潤分配的結果應具一致性。如：BEPS
第8項行動方案已明確定義集團的無形資產，
另提出建議之TP分析方法，納入雙向檢測法之
概念，將取代過去僅以一種TP方法進行分析；
BEPS第10項行動方案亦提及以利潤分割法作為
集團供應鏈利潤分析之建議方案。集團必須耗
費更多時間、金錢、人力以及資源來蒐集TP文
據所需的資訊，因此集團TP稅務遵循成本將大
幅提高。

一、集團資訊透明化

三、跨國網路交易風險提高

在BEPS第13項行動方案中提到，跨國企業應

隨著網路普及化，電子商務及數位經濟等新興

提交三層架構之TP文據，除了集團各成員與關

商業領域日益盛行，世界各地的跨國集團皆掀

係企業間受控交易之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

起跨境網路交易的浪潮，以往針對此領域的稅

外，還須另行提供以集團整體角度所編製的全

收及課稅權不明確且具有爭議，BEPS第1號行

球檔案（Master File），以及集團按國家別提

動方案則對數位經濟所面臨的稅收挑戰詳細

供詳細各營運個體財務狀況及營運資訊之國別

闡述，目前已有些國家的稅務機關針對跨國網

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集團在這

路交易之營業稅（Value-Added Tax，VAT）、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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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稅款（Withhold ing Tax）以及常設機構

範更為嚴格，此方案將擴大CFC定義，如：合

（Permanent Establishment，PE）等議題準備進

夥組織、信託及常設機構等非公司組織/實體，

行修法，使得跨國企業於進行網路交易時稅負

另建議以母公司所在國之法定稅率之75%或更

風險提高。

低來定義何者為低稅率國家。此外，BEPS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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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針對企業濫用租稅協定的情況予以限

四、集團租稅規劃空間銳減
以往集團可以利用各國稅制的差異安排租稅規
劃，OECD提出了數項BEPS行動方案，縮減集團
租稅規劃的空間。舉例來說，由於各國稅務機
關的看法不同，BEPS第4項行動方案針對集團
內部利用資金借貸之利息費用以及其他財務費
用，造成稅基侵蝕的情形予以消除。另，BEPS
第3項行動方案將使外國受控公司（CFC）的規

制。未來企業進行任何形態之租稅規劃都將受
到稅務機關嚴格檢視，使得集團租稅規劃的空
間銳減。

財政部的觀點
我國財政部於2015年3月分別召開BEPS第1、2及
13項行動方案研討會，討論BEPS相關規範及我
國稅法之未來修改方向。

BEPS第13項行動方案「TP文據及國別報告指導原則」（以下簡稱TP文據指導原則）
1.

TP文據的三層架構

財政部擬參考TP文據指導原則之規範設計TP文據三層架構
（全球檔案、當地國檔案及國別報告）

2.

避風港法則的檢討

根據現行避風港法則，符合一定條件之營利事業得免編製當
地國檔案，但對於全球檔案及國別報告則無此規定，財政部
正針對TP文據三層架構研擬新避風港法則

3.

是否將國別報告納入結算申報書

我國現行結算申報書已涵蓋國別報告部分資料，財政部研擬是
否修改現行結算申報書格式，將國別報告納入結算申報書中

4.

罰則

為確保納稅義務人有效落實備妥TP文據要求，財政部擬將全
球檔案及國別報告納入TP查準之罰則中

BEPS第1項行動方案「解決數位經濟時代之租稅挑戰」
1.

2.

營業稅

所得稅

•

檢討進口低價貨物營業稅之免稅門檻。

•

要求非居住者供應商於所得來源地辦理營業登記。

•

解決網路交易造成我國所得稅稅基流失問題。

•

建立電子交易之扣繳稅款制度之可行性。

•

引進頻寬稅或位元稅之可能性。

BEPS第2項行動方案「消除混合錯配安排之影響」

1.

國內法

說明運用混合金融工具、混合個體、或具有雙重居住者身分
之個體等安排，而產生一方可作費用扣除，另一方不計入所
得（D/NI）、或雙重扣除（DD）等錯配結果之情形，並進一
步針對各種情形提出國內法之設計建議與因應規則。

2.

租稅協定

針對租稅協定如何修訂，可有助於消除混合錯配結果提出建
議，並說明國內法與租稅協定間如何交互影響。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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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衝擊評估工具

• 營運模式面：包含與數位經濟、高風險TP交

有鑑於此，Deloitte Global發展出BEPS衝擊評

易、集團PE情形、無形資產相關之TP、風險

估工具，透過問卷評估BEPS行動方案對企業

與資本TP以及防止租稅協定濫用議題相關之

各方面所帶來之潛在影響，並產生熱圖（Heat

行動方案。

Map），協助企業了解自身的風險，以找出因

• 財務面：集團利用各國稅制差異的混合錯
配、CFC以及利息費用減除等方式進行租稅

應之道。

規劃的空間可能會被限縮。
• 法令遵循面：與稅務機關之爭端的解決方

BEPS衝擊評估工具包含下列二項：

1.BEPS總體衝擊評估：著重於15項行動
方案對集團各方面帶來之整體影響，分
成以下領域評估企業之潛在衝擊：

法、準備TP文據以及積極稅務規劃的揭露對
集團造成的衝擊。
• 財政法規面：主要為政府財政法規修改後對
集團的影響，包含BEPS資料的蒐集、有害的
稅收實務作法及多邊工具。

圖 1 BEPS 總體衝擊評估熱圖
圖1 BEPS總體衝擊評估熱圖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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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別報告評估：著重於集團因BEPS行
動方案中與TP議題相關的要求而增加的
負擔（包含資料蒐集成本以及資訊揭露
的衝擊），讓集團更清楚了解為遵循
BEPS對於TP文據的要求所需做的準備：
• TP文據：了解集團內部現有資源對於準備新
增的TP文據是否造成巨大衝擊。
• 國別報告範本：為編製國別報告應調節各國
財稅相關法令差異所需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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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規模及複雜程度：當集團規模越大，組
織架構複雜程度越高時，企業準備新增的TP
文據成本將大幅提升。
• 成本及資源：集團依據新準則準備TP文據
時，所需投入之成本、人力、資源以及時間
等，是否對集團造成影響。
• 商業敏感度：TP文據需揭露之資訊增加，其
中可能包含具高敏感度的資訊，是否可能造
成洩漏商業機密的問題。

圖2國別報告評估熱圖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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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BEPS潮流已成國際趨勢，銳不可擋，我國雖非屬OECD會員國，與我國貿易頻繁的國家已緊鑼
密鼓展開修法準備，我國財政部也舉辦多場研討會探討BEPS帶來的影響，並研擬未來修法的
方向。因此，我們建議集團應從下列觀點為之因應：
集團內部

2015 May

集團外部

重新檢視集團組織及交易架構

持續追蹤BEPS行動方案的最新發展

盤點集團租稅規劃及租稅優惠適用情況

掌握我國BEPS立法動態

重新思考集團TP文據策略

了解各國BEPS修法進度

資訊系統測試

諮詢專業且有經驗的稅務顧問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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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三方支付談企業如何面對數
位商業的發展與挑戰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柯志賢會計師、陳惠明會計師、企業風險服務部門萬幼筠營運長

從2014年開始，第三方支付的議題炒熱整個虛

不同方向，數位環境將使得商業活動的整合性

擬金融商務發展，九月底行政院加速通過「電

更強，跨界與跨業的發展更多元。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的制定，立法院也於今
年一月三讀通過完成立法，整個過程對於我們

因此，電子支付業者在面對未來的商業模式，

的啟示是，法律(行政管理)面對科技發展與新

會由代收代付、儲值、無實質交易資金移轉

型態的商業變化時，若以舊有的思考模式，無

(P2P)、線上線下虛實整合(O2O)與跨境商務等各

法達到管理成效與符合產業期待。有鑑於此，

式業務型態，將支付以金流的角色配搭各種跨

行政院於去年12月通過「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

業發展的機會，把金流、資訊流、物流等商業

適規劃方案」並啟用vTaiwan.tw平台，希望能

元素整合，以發揮商業模式的最大效益，由於

更深入的理解未來可能的應用模式與挑戰，以

虛擬實體環境與科技應用多元，業者必須要縝

做好數位商業衍生的管理與輔導發展工作。因

密地進行商業模式分析與價值定位，以落實成

此，第三方支付可說是數位商業發展的序曲，

具體實施的策略與經營要件，這些商業模式分

從與消費者最直接相關的金融支付觸點開始，

析除了考量市場發展與業者的核心能力外，也

利用科技串聯線下線上活動與實體虛擬環境。

須同時針對法規遵循、財務稅務與營運管理等

未來，數位商業模式創新將持續實現在網路金

方向進行評估，才能有效地將商業模式規劃與

融、智慧城市、物聯網應用、網路開放資料等

市場
分析

企
業
願
景

企
業
定
位

行業
法規

財稅
分析

經營模式
業務組合
核心能力

能力
分析

企
業
策
略
範
例

品牌與社群管理
提升客戶關係

(
)

企
業
策
略
規
劃
分
析
架
構

實踐。

多業態發展整合

企
業
經
營
元
素

控管
模式

組織
架構

人力
資本

財務
結構

業務
流程

資訊
服務

企業
法規

設備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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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在法律遵循面向的考量

於申請許可時，提醒公司不得有累積虧損，且

第三方支付專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通

於準備送件資料時，除公司自行編製部分外，

過後，業者在進行業務時，將有法可循，並協

尚須取得經會計師認證文件有以下三項：

助業者從各種方向檢視從業相關的各種狀況，

(1)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

從政府監理的角度出發，主管機關將電子支付
機構視為金融產業，因此對於從安全控管(含身
分認證)、反洗錢、內稽內控與業務管理等，都
大幅增強了管理強度，同時在涉及客戶資料與
消費者保護議題時，由於電子支付機構為金融
服務業，應遵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而業者也

之預算評估；
(2)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交易之結算及清算機制說
明；
(3)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
證契約或其範本。

應該要強化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遵循，上述
種種遵法要求，都是業者在思考承辦第三方支

另於取得許可後六個月內，申請核發營業執照

付相關業務時需要納入考量的重點。

時須檢具會計師資本繳足查核報告書。

此外，在商業模式發展上，《電子支付機構管

二、電子支付機構營運階段：

理條例》規範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代收代付、

取得營業執照後，未來公司定期執行事項分別為：

儲值、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以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其中，規範「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之目的是保留主管機關
開放其他相關支付服務之空間，以因應未來業
務的可能發展及鼓勵業者積極創新。然而，由
於實體與虛擬環境的應用界線逐漸模糊使得服

(1)每季：對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
額，併同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
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並於每季
終了後一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

務模式不易明確定義，業者在發展商業模式時
(如遊戲點數、電子禮券、紅利積點、折價券的

(2)每半年：對於支付款項之動用、代理收付及儲

可能應用，甚至是其他網路金融服務)，應該要

值款項之運用、運用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或其

考量欲發展的商業模式所可能涉及的法律內涵

他收益計提比率及運用支付款項購買金融商品

(如電子禮券應遵循「零售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

之評價，應於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充分理解

將會計師查核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商業模型的遵法情形，並將其服務的範疇與影
響(尤其是業務風險如洗錢、套現或詐欺等)盡可
能的明確定義，與主管機關溝通其實作的可能

另提醒公司關於儲值款項之運用比率不得逾
百分之六十，且運用支付款項所得之孳息或

方法與模式，以達到監管與創新的雙贏。

其他收益，回饋使用者或其他主管機關規定
用途使用之計提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

第三方支付在財務會計面向的考量
就目前已知之母子法內容，針對未來有興趣申
請電子支付機構之公司，在申請許可及營運階
段就財務會計相關注意事項彙列如下:

一、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申請許可階段：

2015 May

(3)每年：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編製
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或
製作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財務文件，及出具
上一年度內部控制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封面故事

此外，其他財務會計應注意事項茲列如下:

對實際提供服務金額開立發票，免除營業稅重

(1)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相關處

複課徵之情事發生。申言之，財政部係比照

理：依母法規定，未來營運後若累積虧損逾

101年10月15日台財稅字第10100186270號令，

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

營業人經營信用卡收單業務向特約商店收取轉

及虧損原因，函報主管機關。

付各發卡機構手續費報繳營業稅規定之精神，

13

在一定前提下，業者可就實際提供服務加值金
額開立發票，以解決重複課徵營業稅問題，惟
(2)電子支付機構不得鼓勵會員儲值：未來若申

第三方支付業者之競爭環境與信用卡業不同，

請成功取得牌照後，不得以任何方式鼓勵會

其代收付手續費費率亦非一致，因此不論在合

員儲值，惟若提供誘因而讓會員消費，則相

約中載明或於發票備註欄註明之做法，實務上

關會計處理應依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13號客

仍有窒礙難行之處，建議為能更促進該產業發

戶忠誠計畫之規定進行。

展，財政部能以更宏觀的角度，針對營利事業
取得銀行非專屬本業仍適用5%營業稅的銷售憑

第三方支付在稅務管理面向的考量

證能有一套完善合理之扣抵機制。

在金流支付模式型態趨於多元化下，消費者已
不必然需透過如信用卡、轉帳等銀行機制進行
付款，惟在目前銀行機制普及化下，除非電子
支付機構能有如便利超商等實體通路，否則實
際上在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時，銀行仍扮演重
要參與者的角色，也因交易流程中有了銀行這
類型非加值營業人的參與，第三方支付業務稅
務管理面向以營業稅首當其衝，舉例而言，電
子支付機構在從事代理收付業務時，如消費者
是以信用卡下，則自商家所賺取之交易手續費

此外，未來電子支付機構（含代收轉付業者）
從事跨境代理收付業務時，其所收付予境外第
三方支付機構之交易手續費，其所衍生營業稅
零稅率及免稅適用，以及所得稅有關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之認定亦亟待財政部能研議相關明確
合理之規定，以便納稅義務人有所遵循。

第三方支付在營運管理面向的考量

收入需再轉付予銀行服務費用，惟因銀行屬非

電子支付業者在面對未來的商業模式，除了要

加值型營業人，收取該服務費用並不開立加值

遵循法規要求與進行財務稅務規劃外，在在商

型發票，也因此原本商家與銀行間之交易，因

業模式落實到企業營運模式時，業者需要注意

增加了電子支付機構中間階段的服務加值，而

下列規劃重點:

額外增加商家原本銀行端服務加值之營業稅負

一、客戶、通路與產品: 須考量其產品定位與其

擔，如有電子支付機構吸收，在競爭激烈的薄

所專注的客群，將透過那些平台、社群或

利環境，將明顯不利於該產業的發展。

其他虛擬或實體通路吸引客群，如何利用
營運資料的分析，在既有產品與服務上持

針對上述營業稅議題無店面零售公會所屬之電

續創新加值。

子支付委員會成員邀請財政部賦稅署、銀行公

二、業務流程: 須考量因應新型的商業模式，目

會、經濟部商業司及業者進行討論，會中財政

前的業務流程與角色權責需要進行哪些變

部雖釋放善意認為第三方支付業者，如能與收

化?尤其是新興科技導入與虛實整合情境整

款方（商家）合約中有載明手續費中包含銀行

合，將顛覆很多既定的服務流程，如何有

服務手續費代收付之行為，或可以在發票備註

效規劃流程活動並提升效率，是營運發展

欄中載明代銀行體系收付的金額，業者則可針

的重點。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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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科技: 支付業者首重的是安全，除了符

展。同時因為商業模式的多元，增加許多

合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

跨業整合的可能性，業者也需要思考委外

作業基準外，也必須利用資訊科技持續掌

與合作管理等議題。

控營運風險(如洗錢詐欺、資料保密與隱私
防護)並強化安控能量，此外，支付業者也
須持續思考如何導入新技術來協助實現商
業模式，增加客戶黏性。

五、公司治理與內部控管:除了因應法規要求
外，支付業者也需要持續強化其內部控制
與風險管理的能力，新型商業會帶來嶄新
的效益但也伴隨著未知的風險，支付業者

四、組織與人員:因應未來的營運需要，需思考
組織架構與人員能力，有計劃地培養與發

除了強化內部管理機制外，也需要持續強
化風險管理的能力。

營運模式涵蓋層面
客戶

對
應
的
內
部
管
理
與
控
管
機
制

通路
產品

業務流程

資訊技術

組織結構
人員能力

.
©2015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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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能的發展與結語

位發展趨勢，把支付嵌入未來網路金融(如

誠如前文所言，第三方支付只是整個數位商業

P2P貸款與群眾募資)與物聯網(如穿戴設備

發展的序曲，除了目前常談到的線上線下虛實

結合支付功能)的發展中，跟同業與異業持

整合(O2O)、跨境商務與數據分析外，未來業者

續競合。

15

勢必遇到更多的發展機遇與挑戰，以下是勤業
眾信預見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與挑戰:

三、 配合科技的發展，業者會持續採用新型科
技(如各式的身分辨識技術)使支付方式更便

一、 由於網路環境與行動裝置已經改變消費習

捷有效，以期支付活動能與消費者的生活

慣，支付業者將與線上線下的商家緊密連

習慣融合，同時支付業者也會持續發展資

動，依據消費者的行為軌跡，利用掃碼或

訊安全(交易安全)的相關服務，並適度地向

其他資訊科技讓消費者的購物車無所不在

消費者收取費用。

(儲存消費機會)，支付功能簡易內嵌並隨時
連動，擴大消費場景。此外，業者也會依

四、 未來支付的功能將會被大量應用，配合

據個別行業的需要，把支付功能專業化與

網路金融的持續發展，P2P(Peer to Peer)貸

行業化。

款、群眾募資已經是可以見到的下一步，
未來支付業者必須針對網路金融可能產生
的風險進行分析，並配合計量模型與統計

二、 數位經濟的發展將會配合虛擬世界與物聯

分析技術，以有效地進行控管。

網呈現倍速發展，支付業者將緊緊跟隨數

從基礎支付功能發展專業服務功能
行業別
業支付
領域

支付延
伸的應
用功能

在數位經濟的發展上持續競合
網路金融
持續發展

在消費循環
裡讓支付無
所不在

支付API(生態系)

基礎支付功能(占份額)

從安全與便捷的角度提升科技應用

支付與物聯網結合
支付隨著
智能設備
將無所不
在，達到
個性化

電子支付
產業
網路金融風險控制計量化

聲紋
虹膜
指紋

人臉

科技提升支付便捷
1

支付業者因應業
務發展需要，提
供資安服務以保
障交易安全

網路金融衍伸出來的資金、交易與
信用風險需要建模分析與管理
.
©2015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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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深入解析-國內消息

財政部3月召開BEPS研討會對第
一、二及十三項行動方案進行討論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BEPS Action 13 移轉訂價文據》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改TP查準，未來納稅義務人將備妥全球檔案、

已於2014年9月16日公布了

國別報告及當地國檔案。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第
13項行動方案成果報告「移
轉訂價文據及國別報告指導

另外，其他相關討論議題包括：

原則」(以下簡稱TP文據指導

1.誰應備妥全球檔案及國別報告?集團母公司在

原則)，揭示全球檔案、國別報告及當地國檔案

台灣之營利事業且規模達一定程度以上應備

三層架構文據。

妥全球檔案及國別報告，而外商在台子/分公
司擬應考量集團母公司當地國是否立法要求
準備全球檔案及國別報告，財政部正蒐集各

為符合國際潮流並因應TP文據指導原則規範，

方意見研議中。

我國財政部爰於2015年3月12日召開BEPS第13項
行動方案研討會，邀請各大事務所、學者及五
區國稅局等產、官、學界代表，共同討論現行
移轉訂價文據規範之未來發展方向。

2.集團成員的定義：TP文據指導原則對於集團企
業成員之認定標準並無明確規範，與我國TP
查準規定之控制及從屬關係不同，針對全球

移轉訂價文據的三層架構
我國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

檔案及國別報告應採用何種認定標準，財政
部尚未定案。

核準則(以下簡稱TP查準)規定已包含全球檔案及
當地國檔案之部分內容，營所稅結算申報書第

3.應備妥移轉訂價文據之期限：目前我國規定應

21頁亦涵蓋國別報告部分資料，惟我國之規定

於結算申報時備妥當地國報告，但是由於各

與TP文據指導原則間仍有部分差異需要修改或

國關係企業之會計年度截止日可能不同，我

補充。財政部擬參考TP文據指導原則之規範修

國結算申報截止時其他國家之財報可能尚未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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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因此，財政部傾向給予全球檔案及國

罰則

別報告較長的期限，可能參考TP文據指導原

為確保納稅義務人有效落實備妥移轉訂價文據

則規定，延長至該公司會計年度結束日後12

要求，財政部擬將全球檔案及國別報告納入TP

個月內提交。

查準之罰則中。惟TP文據指導原則已說明稅務

17

機關不得逕以國別報告做為營利事業移轉訂價

避風港法則的檢討

之調整依據，因此，是否將全球檔案及國別報

根據現行避風港法則，符合一定條件之營利事

告納入罰則目前尚不明確。

業得免編製當地國檔案，但對於全球檔案及國
別報告則無此規定，財政部草擬三個方案進行
討論。與會者建議針對全球檔案及國別報告訂
定一個或個別避風港法則，且應明確定義報告
製作人，同時設定集團營收門檻，搭配國內受
控交易達到一定金額，或交易類型及交易國別
達到一定標準。當地國檔案則維持目前水準。

是否將國別報告納入結算申報書
依TP文據指導原則國別報告係以表格化方式呈
現，我國現行結算申報書已涵蓋國別報告部分
資料，財政部研擬是否修改現行結算申報書格

綜上，目前財政部就上述BEPS第13項行動方案
成果報告之建議方案尚處研議階段，但可相較
確定的是未來納稅義務人將被要求備妥全球檔
案、國別報告及當地國檔案，包括全球關係企
業地理位置、經營狀況、無形資產以及集團移
轉訂價政策等。實務上，目前財政部針對TP專
審案件均要求企業提供上開資料，此一趨勢已
是無可避免且刻不容緩，企業應及早檢視集團
移轉訂價政策是否合理，並確認公司之會計資
訊系統能及時且正確的提供全球關係企業的財
務資料，以因應未來的挑戰。

式，將國別報告納入結算申報書中。惟因結算
申報書資訊揭露有即時性及完整性的問題，若
將國別報告納入結算申報書中，未來稅簽會計
師將難以驗證資料正確性。

《BEPS Action 1解決數位經濟時代
之租稅挑戰》
林宜信會計師、胡雅晴經理

OECD於BEPS第1項行動方案

月23日召開研討會邀集相關單位進行討論，茲

《解決數位經濟時代之租稅

就當日討論議題及財政部目前見解，按營業稅

挑戰》之成果報告中初步提

及所得稅分述如下：

出解決數位經濟BEPS之可能
方案，財政部已於2015年3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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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財政部目前見解

1.進口低價貨物營業稅免稅門檻之檢討

目前各國對於進口低價貨物營業稅免稅之門檻不盡相
同，台灣目前門檻為新台幣3,000元，並不算高，為兼顧
通關效率與稽徵成本擬維持現行作法，但將適度修正門
檻之適用條件，以減少高價低報、化整為零之情形。

2.要求非居住者供應商於所得來源地辦理
營業登記之可行性

銷售貨物交易，擬維持現狀，即進口營業稅由海關代
徵；銷售勞務交易，如買受人為營業人時，則由買受人
申報購買國外勞務之營業稅；如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
應規範非居住者供應商辦理營業登記及報繳營業稅。

1.解決網路交易造成我國所得稅稅基流失
問題

擬就下述二方案徵詢各方意見：
(1)參考OECD建議，將從事完全無紙化數位活動且具有數位
交易存在之外國企業視為在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
(2)配合營業稅強制外國網路業者應於所得來源地辦理營業
登記及報繳政策，建立稅務代理人制度，併同處理所得稅
報繳問題。

2.建立電子交易之扣繳稅款制度之可行性

僅徵詢各方意見，尚未定案。

3.引進頻寬稅或位元稅之可能性

僅徵詢各方意見，尚未定案。

營
業
稅

所
得
稅

針對上開討論議題與財政部見解，就其中要求非

商是否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判斷責任，恐衍

居住者供應商於所得來源地辦理營業登記、建立

生其他爭議。

電子交易之扣繳稅款制度及引進頻寬稅或位元稅
制度所可能引發之爭議及困難，說明如下：

3.引進頻寬稅或位元稅制度:
針對年度頻寬使用量超過一定門檻以上予以課

1.要求非居住者供應商於所得來源地辦理營業登記:

稅，輔以採結算申報時可予以扣抵之規定，將

就銷售勞務交易，若僅要求買受人為非營業人

不失為維持稅收之措施，似可再考慮其可行

之情形下始有辦理營業登記之必要，將因買受

性；惟就設定頻寬使用門檻及判定頻寬使用量

人身分屬營業人或非營業人而致該等供應商適

與稅捐核課之成本效益如何兼顧，恐需進一步

用不同課稅原則之爭議，且造成其稅務遵循成

衡量。

本；另非居住者供應商是否應辦理在台營業登
記，與其是否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而須申報繳
納所得稅，係屬二事，不應構成連動關係。

綜上，目前財政部就上述BEPS第1項行動方案成
果報告之建議方案雖尚處研議階段而未定案，
惟仍應持續觀察財政部是否就進口免稅門檻之

2.建立電子交易之扣繳稅款制度:

適用條件提出修正及相關國內法之修法方向

因金融機構或電信業者於交易中僅經手金流，

後，再作因應。

如要求其於支付非居住者供應商款項時扣繳稅
款，對其責成扣繳義務，似不符比例原則；且
亦賦予金融機構或電信業者須就非居住者供應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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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Action 2消除混合錯配安排之影響》
袁金蘭會計師、李惠先副總經理

有鑑於部份跨國企業利用各

據悉，我國財政部針對前述BEPS第2項行動方

國稅制差異進行稅務規劃，

案，已積極投入研究並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其

產生一筆費用可重複於不同

亦刻正針對該行動計畫中所提出之國內法修正

國家扣除、或是支付方可扣

建議審慎研擬中。因此，我國稅務法規是否將

除但收取方不計入所得之混

因應BEPS第2項行動方案而進行修正、暨其修

合錯配現象，而造成整體稅

正方向與可能之影響，尚須密切觀察。然而，

負之減少，OECD爰於2014年9月發布BEPS第2項

由於防止刻意避稅規劃所造成之稅基侵蝕與利

行動方案「消除混合錯配安排之影響」成果報

潤移轉、避免稅務優惠濫用等，本為OECD所有

告，提供各國政府修訂國內稅法及國際稅制之

行動計畫之基本精神，預計世界各國之稅務法

參考依據，財政部已於2015年3月25日邀集相關

規、租稅協定、資訊交換等機制，將呼應此基

單位召開研討會進行討論。

本精神及OECD行動計畫之建議予以調整，建議
納稅義務人除密切觀望我國及集團所涉國家之

該BEPS第2項行動方案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
部份為國內法之設計建議、第二部份為針對租
稅協定相關議題之建議。第一部份的內容主要
係透過各種釋例，呈現並說明運用混合金融工

法令修正以外，宜適時檢視集團架構、交易安
排及相關稅負處理，尤其須避免無經濟實質之
集團個體交易安排，以為必要之因應並降低租
稅風險。

具、混合個體、或具有雙重居住者身分之個體
等安排，而產生一方可作費用扣除，另一方不
計入所得(D/NI)、或雙重扣除(DD)等錯配結果之
情形，並進一步針對各種情形提出國內法之設
計建議與因應規則；該行動計畫建議之主要規
則，通常是否准支付方列報扣除，次要(防禦性)
規則才是要求收取方須計入其所得，且大多係
針對關係企業、同一控制集團、以及刻意安排
的情況，始為建議規則之適用範圍。至於該行
動計畫的第二部份，則是針對租稅協定如何修
訂，可有助於消除混合錯配結果，提出建議，
並說明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間如何交互影響，
該行動計畫認為光靠租稅協定之修正並無法有
效解決混合錯配的問題，因為縱使在不依靠租
稅協定的情況下，仍可透過刻意之安排而產生
混合錯配情形，因此國內法的設計與修訂實屬
重要。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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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銘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BEPS深入解析-國際動態

國際動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西班牙發佈新的移轉訂價資訊揭露法案

transactions)，相關收購或撤資(acquisition

西班牙財政部近期將此項建議納入該國公司所

and divestment)；

得稅法中，分別敘述如下:

3.集團組織發展策略與擁有之無形資產；

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

4.集團融資方式，包括與非關係企業間貸款

西班牙財政部規定當集團母公司註冊於西班

之融資安排；

牙，且集團營收在7億5仟萬歐元以上者，需

5.辦別集團中哪些企業執行融資功能，包括

繳交國別報告給西班牙稅局，以利稅局能通盤

上述成員依據哪些國法律成立及其實際管

了解集團在各個國家的營運活動及稅負繳納情

理所在地；

形，茲解釋國別報告內容如下:

6.針對特別區域，企業須列舉及簡短述敘可

1.收入（含受控交易及非受控交易）；

應用的單邊預先訂價協議與其他所得分配

2.稅前淨利；

相關的稅務解釋函令。

3.所得稅費用(含扣繳稅款)；
4.當年度應付所得稅(含扣繳稅款)；

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

5.資本與少數股權投資；

此次西班牙財政部新增法案也增加下列資訊在

6.員工人數；
7.有形資產及不動產投資；
8.全球各國家企業與常設機構名單，以及所
執行之主要營運活動；
9.其他相關資訊。

當地國檔案中:
1.集團組織管理策略；
2.集團組織的商業活動與調整政策之描述以
及集團無形資產移轉；
3.主要競爭者；
4.所有單邊、雙邊與多邊預先訂價協議或其
他稅務函令；

全球檔案（Master File）
1.集團全球營運活動；
2.集團組織重組交易(restructuring

2015 May

5.財務報告中因移轉訂價政策所調整之財務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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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南韓及南非之非居住者數位經濟供應商應進行營業稅(VAT)登記
BEPS第1項行動方案將數位經濟商品與服務之發生地由供應地改為接受地，要求非居住者供應商在消
費者所在地進行營業稅登記，計算並繳納營業稅。

日本
實施日期:2015年10月1日。
登記要求:B2C(企業對客戶)的交易才要求進行登記，沒有最低限額之規範。
法規要求:若非居住者供應商需要登記但未進行登記，就日本而言目前沒有任何適當執行機制。
當地代理人:需任命當地代理人進行營業稅申報。
B2B/B2C分類：根據提供服務的性質或者合約條款來區分B2B(企業對企業)與B2C。如提供商業軟體服
務是屬於B2B；線上新聞的訂閱則屬於B2C，外國供應商有責任自行分類。

南韓
實施日期:2015年7月1日。
登記要求:非居住者供應商首次向韓國提供數位經濟商品或者服務(B2B或B2C)時就要進行登記，沒有最
低限額之規範。
法規要求:登記之後，非居住者供應商將有責任對B2B或B2C下提供商品或服務申報營業稅，而目前韓
國沒有對非居住者供應商開具發票之要求。
當地代理人:無規定
目的地原則:非居住者供應商需能夠透過消費者的信用卡與銀行帳戶詳細資訊來識別消費者是否在南
韓使用服務。

南非
實施日期:2014年6月1日。
登記要求:在南非的數位經濟商品或服務金額大於每月四千美元，則非居住者供應商就要進行營業稅
登記，其B2B或B2C所供應的金額都要計算在內。
法規要求:登記之後，非居住者供應商就要遵守南非營業稅要求，如開立發票、營業稅申報及向南非
稅局支付營業稅稅款。
當地代理人:非居住者供應商無需指定當地代理人
目的地原則:外國供應商需能夠在以下三項條件，並滿足其中二項條件來判斷其消費者是否在南非使
用服務:
1.消費者係為南非稅收居住者；
2.支付款項來源係從南非銀行帳戶；
3.帳單地址或實際地址在南非。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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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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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稅務新動向 - 英國 /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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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譯

英國

近期判例
HMRC會重新檢視英國第一級法庭(UK First-tier

稅務機關對於總公司增值稅扣抵方式提
出質疑

Tribunal, 以下簡稱FTT)近期對於Norseman Gold Plc
與African Consolidated Resources Plc的兩個判決。

近期幾個重大案件發展影響英國稅務及海
關總署(HM Revenue & Customs , 以下簡稱
「HMRC」)對於英國總公司提供服務予其所屬
關係企業，其相關成本費用所產生之進項稅額
是否可以扣抵銷項稅額提出質疑。HMRC主動檢
視增值稅扣抵之安排，尤其是在採礦業，預期
未來亦將檢視其他產業。

這兩個案件都涉及英國總公司提供其集團子公
司管理服務之合約是否能有效地佐證其確實曾
經提供子公司管理服務之事證。若是，則總公
司服務成本之進項稅額可以扣抵。FTT綜合下列
因素，認為總公司難以證實其確實提供子公司
相關管理服務：

總公司增值稅扣抵

• 缺乏管理服務合約或其不夠充份；

許多總公司主要功能在於提供服務予其集團關

• 管理服務合約提及之服務是否已確實提供；

係企業。就增值稅之角度而言，「服務之提

• 對於服務提供後何時須支付款項及/或所提供

供」本質上被視為一種應稅交易，總公司有權
將因提供服務予關係企業所產生相關費用而支
付之增值稅(進項稅額)用以扣抵其銷項稅額。更
有甚者，許多英國總公司隸屬於增值稅集團之

服務之確切性質均含糊不清；
• 對於所提供管理服務之價值與所支付服務費用
之價值缺乏清楚的關聯。

一員，而這些集團其他成員本身係從事增值稅
應稅交易。因此，即使總公司本身所從事之交

FTT認定這兩案之英國總公司皆不能證實其提供

易非為增值稅認定的銷售活動，進項稅額仍可

服務予子公司，因而不符合增值稅目的，故相

能全額扣抵。HMRC質疑上述扣抵方式，並主動

關進項稅額無法扣抵。

檢視在過去四年(於核課期間內)發生增值稅超額
扣抵之公司。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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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判例是在2013年關於英國上訴法院

如提供服務予非關係企業時準備相對充足之證

(Court of Appeal)對於BAA Limited的判決。在此判

明文件或是收取相當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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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上訴法院認為此公司成立之原因係為了進
行併購，該公司產生進項稅額之期間，本身未從
事任何經濟活動，同期間亦無提供管理服務，而
且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此公司未來會有提供管理
服務的意圖。因此，該公司所負擔之進項稅額被
視為從事非商業活動(也就是消極性的投資控股)
之相關成本，因此其增值稅不可扣抵。

雖然此類案件仍持續在訴訟過程中(例如在
Norseman Gold乙案，納稅義務人提起上訴)，未
有定案，然HMRC已經著手調查許多總公司之增
值稅扣抵安排，並且對於增值稅超額扣抵做出
核定。HMRC預期在核課期間內執行上述調查將

總公司應採取行動並備妥清楚之文件資料以佐證
增值稅之扣抵，並應藉此機會檢視集團內部之長
期服務合約(包括：檢視集團架構、總公司本身
之成本、以及提供給集團子公司之服務)，以讓
HMRC否准Norseman Gold Plc與African Consolidated
Resources Plc兩案所持之理由不復存在。

對於目前有風險的公司，應決定其未來增值稅
之扣抵方式以及評估過去已扣抵增值稅之風
險。若情況允許，公司應在HMRC提出質疑前，
及早檢視並調整相關作法以降低增值稅風險。

增加超過200萬英鎊之增值稅稅收。
雖然目前僅有HMRC提出此項質疑，然公司應

「成本組成」的概念

考慮其控股公司在各歐盟國家之增值稅扣抵情

即使管理服務已確實提供且有已簽署之管理服

況，以因應可能之衝擊。

務合約佐證，HMRC仍會著眼於管理服務成本
產生之進項稅額與其銷項稅額相比是否相對過

德國

高。若總公司提供管理服務所發生之成本並不
認定該成本所產生之進項稅額不能扣抵(因為該

地方稅務法院判決確定集團內組織重組
豁免不動產轉讓稅

成本與應課稅項目無直接相關)。因此，公司若

2014年5月7日，杜塞道夫(Düsseldorf)稅務法院

有下列風險因素，則可能引起HMRC之調查：

判決，若集團內子公司係於組織重組過程中成

• 英國增值稅大部分由總公司支付，相對較低之

立，因而無法滿足組織重組前之五年持有期規

能構成「成本組成(cost component)」，HMRC將

相關成本轉嫁至集團其他子公司；或
• 總公司認列提供集團其他子公司之服務成本，相
關服務成本並未轉嫁向集團所有子公司收取。

有以上風險因素的公司應考量其目前及過去四
年的增值稅扣抵情況。

定，在此情況下，因組織重組而產生之不動產
轉讓交易，仍可適用集團內重組豁免不動產轉
讓稅(real estate transfer tax, RETT)之規定。

一般而言，若甲方於首次收購交易或合併股權
交易而導致直接或間接持有至少95%乙公司/合
夥組織之股權，而乙公司/合夥組織本身持有

降低風險之可能方案
許多總公司提供服務予其集團子公司時，並非

不動產，則此項股權交易將需課徵不動產轉讓
稅。因此，集團內股權轉換或重組亦可能課徵
不動產轉讓稅。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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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組織重組若符合以下條件，則可豁免課徵不

雖然杜塞道夫稅務法院對於集團重組豁免不動

動產轉讓稅：

產轉讓稅之規定做出對納稅義務人有利之判

•依德國企業重組稅法(Germany´s

決，且預期此舉可能為企業重組帶來更多的彈

Reorganization Tax Code)中之特定條款(例如：

性。然而，稅務當局可能對此判決不服，繼而

合併、反向合併或分割)或其他歐盟/歐洲經濟

向聯邦稅務法院提出上訴，納稅義務人仍須觀

區國家之類似規範進行交易，或依德國公司法

察此案後續發展。

及其他歐盟/歐洲經濟區國家之類似規範進行
交易則可適用豁免規定；但其他類型之交易
(例如：直接出售集團內之股份) 則不適用；
• 組織重組涉及具控制力之實體和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95%股權之子公司；
• 執行組織重組前，被轉讓企業之95%股權已直
接或間接被持有五年，重組後之未來五年該股
權亦仍會持續被持有。

由於稅務當局限縮解釋重組前及重組後五年持
有期之規定，因此，在過去僅有少數案例可適
用不動產轉讓稅豁免之規定。

此案緣由在於某一有限責任公司(GmbH)將其事
業單位(包括不動產)分割至一新設子公司，該新
設子公司並發行新股給該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對
價，在案件尚未送達杜塞道夫法院前，稅局認
為因該子公司於重組過程中成立，故此案並不
滿足重組前該子公司股權被持有五年之條件，
因而須課徵不動產轉讓稅。

稅務法院否決稅局之立場，並判決若該子公司
於重組過程中成立，企業重組前之五年持有期
不須滿足。此判決與過去紐倫堡(Nürnberg)之
當地稅務法院之判決一致。雖然紐倫堡案件之
情況為該子公司成立於重組前五年，與此案不
同，但當時法院仍質疑稅局對於集團內重組之
不動產轉讓稅豁免規定所作之限縮解釋。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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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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 2015年稅務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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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稅務居民之定義

韓國國會於2014年12月2 日通過幾項2015年稅

若個人於韓國居留達12個月，即視為稅務居民

務法令修正案。以下是有關個人所得稅之稅法

（嚴格來說，係以連續兩個稅務年度是否居留

修正之摘要。

超過365天計算）。此外，若該個人依據相關資
訊確定將在韓國居留達12個月，則自其入境韓

針對外國人個人所得稅之單一稅率優惠

國起即被視為稅務居民。舉例而言，若聘僱契

根據稅務優惠限制法案（Tax Incentives Limitation

約已明確指出在韓應聘期間為12個月或以上，

Law；TILL）規定，外國人計算勞力所得之應納

則該外籍員工應自應聘起始日視為稅務居民。

稅額時，可選擇單一稅率或累進稅率。若選擇

自2015年1月1日起，前述稅務居民定義之居留

單一稅率，則無扣除額、所得免稅額或是稅額

期間自12個月調降至183天。

扣抵之適用。擬適用前述三項者，則須選擇累
進稅率算，其稅率自6%至38%（若加計當地附

重點提醒

加稅則為6.6%至41.8%)。

此修改法案並未帶來實質性影響，因個人所得

自2014年1月1日生效之相關規定如下：

稅法（Individual Income Tax Law；IITL）第３條
規定，若外籍稅務居民於過去10年內在韓國居

1.單一稅率優惠僅可適用於外籍員工於韓國聘雇

留期間少於5年，則境外來源所得僅就匯入韓國

日起算之五年內。

或於韓國支付之款項課稅（常見於短期外籍稅

2.若外籍員工與其雇主具有特殊關係，則該優惠

務居民狀況）。因此，來韓之外籍員工若被視

無法適用。特殊關係係指該員工或其家庭成員

為短期外籍稅務居民，於多數情況下，僅就韓

（如配偶、堂表兄弟姐妹或近親）對於公司管

國來源所得課稅，此部分與韓國非稅務居民之

理階層具直接或間接控制力。

處理方式相同。

自2015年1月1日生效之相關規定如下：
1.單一稅率優惠將展延至2016年12月31日。
2.若為符合營運總部資格之公司，可永久適用
該優惠。條件為該跨國企業之營運總部設立於
韓國境內並提供核心業務相關支援，如經營管

此外，韓國非稅務居民僅可扣除納稅義務人之
個人免稅額，不可適用其他扣除額，然而韓國
稅務居民（包含短期外籍稅務居民）可使用所
有扣除額項目。

理、商業策略及研發等。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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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Your Customer
應用數據分析提升客戶服務中心價值
化被動為主動，利用大數據提升服務效率及完善顧客體驗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公司 / 鄭興執行副總經理、莊浩智協理、戴為森顧問

客戶服務中心是顧客尋求協助的主要管道，

建立數據導向的服務模式

多數企業往往相當重視客服中心的服務品

部分客服中心開始建立數據分析團隊，以科

質，因而客服人員與顧客互動過程中，會

學化的數據制定出更有效益之分析及決策，

留下各種不同的顧客服務資訊來作為改善服

例如：結合業務部門之顧客資訊將顧客分

務水準及處理效率之依據。例如：透過系統

群，找出優質潛在顧客進而提供優先進線服

紀錄回應時間、來電放棄率及顧客問題類型

務，避免因客服人員忙線而流失重要顧客；

等，這些資訊的確有助於維持客服中心的品

或是整合外部社群媒體動態，預測來電量及

質，對於前端業務也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

來電放棄率以優化客服人員之排班模式，避

色。但是，在變化越來越快且劇烈的智慧時

免人力配置不足或過多之情形發生。

代，顧客會透過各種服務通路與企業互動，
客服中心不能僅被動地處理及記錄問題，必
須要主動整合不同的數據來源，包含內部結
構化的顧客資訊、非結構化的申訴紀錄、客
服人員記錄的處理歷程及外部社群媒體或論
壇等資訊，結合數據分析模型，透析顧客行
為模式並傾聽顧客心聲，轉型為數據導向之
客服中心，才能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價值。

客戶服務中心之發展趨勢
目前大多數客服中心仍維持傳統服務模式，

強化不同通路之顧客體驗
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網路及智慧型裝置的
普及化，顧客服務的管道不再受限於客服中
心，隨之而來的是更多元的顧客接觸點(touch
point)及大量的顧客互動機會，因此居於領先
地位之客服中心亦逐漸重視不同通路間之服
務品質，希望透過數據分析之方式，將實體
及數位服務進行有效的整合，洞悉顧客在各
種通路之行為模式，進而打造具一致性的完
美顧客體驗。

對於企業內部數據整合及分析尚未有明確
的方向，但數據分析是一股擋不住的趨勢
浪潮，企業必須意識到客服中心轉型的必要
性。就目前市場情況來看，客服中心之發展
有以下三大趨勢：

投資資訊技術
在雲端科技的發展下，企業對於數據管理及
分析的成本顯著地降低，且複雜的數據分析
可以變得更快且即時，對於重視服務即時性
卻資源有限的客服中心來說，投資意願也隨
著成本降低而逐漸上升。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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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數據導向的客服中心

理過去輔導企業優化客服中心的經驗，我們

順應前述之發展趨勢，客服中心未來應從數

發現居於領先地位之客服中心在數據蒐集、

據出發，事前以數據建構服務流程，事中以

數據整合、數據分析及視覺化分析決策等四

數據改善服務效率，事後以數據管理服務品

個重要面向皆具有相當之成熟度，以下就此

質，但實際上如何打造數據導向之客服中

四個面向作一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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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整合：

之價值，對於行銷部門來說，可透過顧客價值之

過去整合資訊系統或相關技術之投入成本過

計算進而找出目標客群，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

高，內部之資訊往往散落在各部門，客服中心

潤，同樣地，對於客服部門來說，計算顧客價值

也難以整合並應用於更細部之數據分析，而整

能夠排定服務之優先順序，避免既有重要顧客或

合數據平台是成熟的客服中心必備條件，整合

潛在優質顧客進線客服時無法得到應有之服務，

數據平台不但是客服人員了解顧客現況的關

降低顧客流失率進而提升企業獲利。

鍵，亦是數據分析的基礎建設之一，近年來在
雲端計算的發展及儲存設備之進步下，企業對

- 顧客心聲(Voice of Customer/Complaint Analytics)

於數據整合及管理的成本大大的降低，因此傳

顧客心聲分析之目的在於了解顧客正面/負面

統客服中心能夠在有限之資源下，輕易地將內

感受及想法，透過文字探勘(Text Mining)之方

部數據整合成單一系統，甚至兼容外部數據，

式，解析社群媒體資訊、網頁留言、電訪紀

作為數據分析之基礎。

錄、顧客回饋意見，甚至利用語音辨識技術，
將客服人員與顧客互動過程之記錄轉換為文字

數據分析：

資訊，辨識改善機會點並主動回饋分析結果作

居於領先地位之客服中心大多具有成熟之數據

為其他單位之參考，全面改善顧客體驗，更甚

分析團隊，結合內外部數據，發展出具有應用

者可建立即時預警評分機制，避免問題擴大造

價值且切合管理營運目標之分析模型，解決營

成商譽損失。

運上實際遇到之難題。實務上，客服中心面對
大多屬服務面之議題，Deloitte建議可從以下數

-預測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

據分析應用方向著手：

預測分析之應用方式較為廣泛，舉例來說，一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2.
3.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Select ’OK’

般客服中心會依據各時段之歷史來電量及放棄
- 顧客價值分析(Customer Value Analytics)

率作為安排班次之標準，但來電量波動幅度
大，僅透過簡易的來電量報表並無法有效評估

顧客價值分析之目的在於預測顧客能為公司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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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顧問
服務專欄

各時段所需人力，造成人力閒置或無法負荷之

必備條件之一。客服中心數據量往往相當龐大，

情形，若能夠辨識影響來電量或放棄率之關鍵

建立數據分析模型也相對複雜，如何和視覺化分

內/外部因素，建立預測模型，模擬各情境下

析報表相輔相成，展現數據分析最大的價值，是

之來電情形，便能有效地解決客服中心人力調

數據分析團隊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

29

整彈性不足之問題，顯著降低放棄率，提升顧
客滿意度。

結語
總的來說，數據分析必定是客服中心未來之重

-其他數據分析應用包含
• 服務品質分析(Quality Assurance Analytics) - 透
過內外部資訊建立各單位之服務評分制度
• 系統使用率分析(Desktop Analytics) – 評估

點發展項目，但須考量的是，建立數據導向之
客服中心並非一蹴可幾，必須深謀遠慮地從數
據蒐集、數據整合、數據分析及決策流程中思
考，才能逐步琢磨出適合自己企業的數據分析
模式。

各項客服系統之效度，消弭不必要之成本
支出
• IVR語音互動系統分析(IVR Analytics) – 透過
數據分析動態調整IVR架構以提升分流效果

大數據時代，也讓各行各業發現許多數據分析
帶來的新機會，企業必須正視客服中心之重要
地位，從過去被動的後援角色，走向主動整合
分析之數據導向客服中心，強化企業與顧客間

視覺化分析決策

連結、提升服務效率及顧客滿意度，如此企業

將結果做有效化的圖像呈現，讓高階管理者一目

才能在現今競爭激烈的微利市場突圍而出，立

瞭然並分析重點，也是成熟數據導向之客服中心

於不敗之地。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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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賴永發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看時事》
證所稅申報 留意成本舉證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賴永發會計師

自農曆春節以來，歐美股市續創新高，台股也

股票(承銷認購取得1萬股以下除外)，公司掛牌

逼近萬點大關，報章雜誌的標題寫著「史上最

後於集中交易市場將其掛牌前取得之股票出售

強的資金潮來了」，熱錢在各金融市場流動，

者，皆須申報證所稅。舉例說明如下:

據統計過去幾年來，投資股票的報酬率遠高於

假設王小明經由朋友介紹於100年度以每股20元

債券及定存。據報載近期許多股票投資人接獲

購買一家未上市(櫃)A公司股票5萬股，合計100

各地國稅局發出之102年度證所稅申報通知函，

萬元，A公司於101年度興櫃，王小明認為其前

要求納稅義務人於十日內辦理申報。一般投資

景可期，繼續加碼於101年6月於興櫃市場以每

人直覺反應，證所稅不是只對首次上市(櫃)之原

股35元之價格購買2萬股，合計70萬元，A公司

始股東及所謂「大戶投資人」課稅，對於一般

於102年2月上市，上市後王小明繼續於102年6

投資人於交易市場買賣股票為何要申報證所稅?

月以每股40元購買3萬股，合計120萬元，102年
10月A公司股價漲至每股50元時，王小明將其中

個人證所稅自102年1月1日起開徵，除「未上

5萬股出售，合計取得價款250萬元。

市(櫃)股票」由以往課徵最低稅負改為課徵證所
稅外，對於部分上市(櫃)及興櫃股票也列入課稅

依上例，由於A公司係於102年1月1日以後掛牌上

範圍，包括:(1) 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

市之公司，王小明出售之5萬股，依稅法之規定以

10萬股以上者。(2) 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

先進先出法認定，係出售上市前取得之股份，係

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但不包括屬101

屬證所稅課稅範圍，其交易所得計算如下:

年12月31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以及個
人每年所持有該年度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
股票，屬承銷取得數量在1萬股以下)。

因此，一般投資人若單純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
股票，其交易所得是不需申報證所稅，惟若一
年度內有出售興櫃股票10萬股(100張)以上或曾
經持有102年1月1日以後掛牌上市(櫃)之公司

2015 May

證券交易所得=售價250萬元-成本145萬元
(註)=105萬元。

證所稅額=105萬元*7.5%=7.875萬元(證所稅稅
率為15%，出售持有一年以上之股票稅率降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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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出售成本之舉證，一般於集中交易市場購
買之上市(櫃)或興櫃股票，由於透過券商交易完
成，成本資料可由券商取得，惟對於未上市(櫃)
股票之取得，時常未保留相關憑證(包括資金付
款證明及證券交易稅單等)。上例中，若王小明
無法舉證自朋友購入之5萬股之取得成本，國
稅局得以股票售價之50%，即125萬元核定所得
額，如此將較實際之所得額105萬元為高。

證所稅係採核實申報制(107年實施之大戶條款
兼採扣繳制除外)，納稅義務人年度中有屬課稅
範圍之證券交易所得，需於隔年5月自行申報納
稅，102年度由於考量證所稅首次實施，因此通
知輔導納稅義務人補申報，以後年度投資人漏
未申報除補稅外，尚會被課處罰款，無法主張
不懂法令而免除，不可不慎!

註:成本依稅法規定採加權平均法計算，加權平均每
股成本=(100萬元+70萬元+120萬元)/(5萬股+2萬股+3
萬股)=29元，出售成本=5萬股*29元=145萬元。
(本文已刊登於2015.03.27經濟日報A22經營管理版)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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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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周董古堡婚禮 看客製化合約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朱應舞協理

羊年真是喜氣洋洋!日前演藝界有件大喜事，就

依最新國際會計準則註之規定，企業應在將所

是身價有夠高的音樂才子周杰倫(周董)和澳臺韓

承諾之資產(商品或服務)移轉給客戶而滿足履約

混血昆凌在英國某小鎮教堂舉行婚禮。從曝光的

義務時認列收入。「移轉」，是指客戶取得資

短片，看到新娘穿著美麗白紗，由父親牽引著走

產的「控制」，即有能力防止他人使用這項資

上紅毯，一旁受邀的五十名親友之祝福聲，加上

產及取得其效益。「履約義務」是指合約中答

當地20人組成之管弦樂團演奏著周董親自編寫

應移轉給客戶資產的承諾。而「滿足」履約義

的音樂，柔美中帶磅礡，像極了王子與公主的婚

務有兩種，一是「隨時間認列」(類似以往之完

禮，羨煞了許多已婚和未婚的男女。

工百分比法)，一是隨「某一特定時點認列」(類
似以往之商品銷售)，企業須進行判斷，以決定

就在影片曝光12小時內，有超過126萬人次

收入認列之時點。

的點閱。這場傳說耗資2,300萬的世紀古堡婚
禮，從租借教堂、現場佈置、邀請卡設計、演

一般來說，在符合下列條件至少一項時，可判

奏的音樂，到新娘要價不菲的歐洲復古蕾絲禮

斷係「隨時間經過滿足履約義務」且以類似完

服和鑽飾等，都是為這對新人特別量身訂作，

工百分比法認列收入：

匠心獨具，可稱得上是獨一無二的「客製化
(Customized)」婚禮。

一、隨著企業的履約，客戶同時取得並耗用到效
益。（例：某企業依約提供清潔打掃服務，

什麼是「客製化」?客製化就是因應客戶個別

隨著清潔工序依序進行，公司的員工就能逐

特殊需求而特別製作。近些年，許多企業為創

漸享受到窗明几淨、空氣清新的好處）

造營收，從以往統一大量生產標準化商品的模
式，轉向生產「客製化」合約。究竟企業對於
客製化與非客製化合約收入認列是否不同？投
資人該了解哪些呢？

2015 May

二、隨企業履約製造一項在製資產之同時，客
戶即取得控制。(例：幫客戶在客戶自有土
地上興建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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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履約的結果(無論是商品或勞務)，除對
此客戶外，並無法創造具有其他用途之資
產，且企業對已完成履約之款項具有可收
回的權利。

拿周董的婚禮來說，周董和昆凌赴德國天鵝堡
等地拍攝的婚紗照，絕不可能做為你婚禮上婚
紗照(因為男女主角不同)，昆凌後背心型鏤空特
製白紗，也不可能成為你的婚紗(因為你和女主
角三圍和喜好可能不同，要穿也可能需要重大
的修改)。所以，婚紗攝影及白紗製作廠商，將
該婚紗照與白紗銷售與他人殊不可能，符合了
上述「隨時間經過滿足履約義務」第三點前段
所提「未創造具有其他用途之資產」。又若，
周董在婚禮籌備過程中若因好萊塢大製片商突
然再次邀約拍攝影集等因素，而須將婚禮後延
並終止相關籌備事宜，婚禮配合廠商也應有權
依合約條款，向周董取得至少能補償截至當時
已投入成本加一合理利潤之金額，即符合上述
第三點後段所提「對已完成履約之款項具有可
收回的權利」。據此，該客製化合約，應屬
「隨時間經過滿足履約義務」，並按完工百分
比認列收入。

若判斷非屬「隨時間經過」認列，則屬於「某
一時點」於完全滿足履約時才能認列收入。因
此，收入認列之時間先後，於履約期間較長
時，對企業各期營收勢必有顯著的影響，閱讀
財報者可就產業異同性，深入了解這個滋養企
業生存的心臟-收入。

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將於2017年1月1日
生效，我國何時開始適用，尚待金管會決定。

(本文已刊登於2015.04.03經濟日報A16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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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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變股東 留才留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王茹慧經理

我國教育普及，人才素質佳，但由於薪資競爭

能以此方式獎酬員工，且員工可能領完股票就

力低落，造成人才外流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隨

跳巢到別家公司，故可能無法有效達成留住人

著景氣復甦，調高伙食費免稅額、政府是否應

才之目的。

透過幫公務人員加薪來激勵民間企業為員工調
高薪資、抑或是否要透過「加薪四法」來強制

2.員工認股權

規範企業有盈餘應分紅給員工，又成了外界討

為了避免員工領取獎金後馬上跳巢，許多公司

論焦點。除了加薪、發放獎金外，為維持競爭

透過給與員工認股權的方式來激勵員工。所謂

力，企業往往希望在獎酬員工的同時，同時能

的員工認股權，是指員工可以在一定期間內以

達成留住人才的效果。因此，企業常常透過

「約定認購價格」認購「特定數量」公司之股

「讓員工當股東」的方式來激勵員工。常見的

份的權利。公司給與員工認股權時，可能會跟

方式包括：

員工約定要達成特定條件，（例如服務滿一定
年限，或公司之盈餘目標需達到特定指標），

1.員工分紅配股

員工才能獲得該認股的權利。公司績效好，股

公司依照公司法在進行盈餘分配時，可能決定

票價值就愈高，員工能用較低的約定價格認

以發放股票的方式取代發放現金給員工。依公

購，產生較高的個人股票獲利，因此較能激勵

司法規定，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

員工努力衝刺業績；反之一旦公司的股價低於

由於員工分紅係依公司章程所訂一定比率提

認股權的約定認購價格，則認股權憑證形同廢

列，為定額的概念。當公司決定以股票方式發

紙，可就讓員工捶心肝了。會計上，由於給與

放員工分紅時，在會計上會將此定額依照股東

員工認股權的目的是為了換取員工提供勞務，

會決議日前一日的收盤價或市價，來反推計算

因此公司必須要在給與員工認股權時，計算所

應發放的股數。由於員工分紅係因員工提供勞

給與的員工認股權之市價，並估計員工可能的

務給公司而換取的報酬，因此我國在97年後開

服務情況（例如是否符合服務滿一定年限），

始將員工分紅認列為費用，而造成公司減少以

在約定之服務期間內平均認列薪酬費用，以及

這種方式來獎勵員工。由於公司必須有盈餘才

相對認列資本公積。

2014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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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制型股票
一旦公司股價下跌低於約定認購價格，則員工
所取得的認股權價值形同廢紙，對員工就不再
有任何激勵效果。因此，參考美國制度，我
國在101年開放公司發行限制型股票來獎酬員
工。限制型股票跟員工認股權的不同點在於，
員工一開始就可以取得股票，但被限制一定年
限不得轉讓。由於主管機關對於員工取得限制
型股票可享有的權利，給與企業相當的彈性來
規畫，因此公司可自行研擬相關辦法，決定員
工在完成約定的服務年限前，是否可享有盈餘
分配權及表決權等。會計處理上與員工認股權
類似，公司必須在員工服務期間認列費用及資
本公積，不同的是，由於公司一開始就發放股
票，因此公司財務報表上會表達出股本已流通
在外。投資人閱讀財務報表時可了解公司所發
放的限制型股票是否有投票權、股利抑或其他
權利。

讓員工當股東的方式來獎勵員工，可增加員工
對公司的向心力。投資人或可透過了解公司對
員工獎酬制度的規畫，間接了解該公司之勞資
關係。能夠留住人才的公司，未來前途自然不
可限量。

(本文已刊登於2015.04.17經濟日報A22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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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彬
主持律師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律師看時事》
盤點競業規範 保護營業祕密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林瑞彬主持律師

近來新聞報導一再出現企業營業秘密外洩的相關

為客戶名單是公司的重要秘密，但據媒體報導，

司法案件，眾所周知，商業機密就是企業命脈，

本法之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被問到此問題

無論大小企業，一個企業秘密外洩幾乎可以使企

時表示，＂實務上仍須由法院依個案情況予以認

業的競爭優勢喪失殆盡。企業如何防止營業秘密

定，沒有一定之標準，但依據實務見解，建議公

外洩？又如何運用目前的法令保障自己的權益？

司可以針對這類資訊進行整理、分析，以提升這

實為企業最需注意的課題。

類資訊的獨特性，並應建立並落實一套可行的營
業秘密管理機制，如此可以增加法院確認這些資

營業秘密法修正案已經在103年2月1日施行，增
訂刑事責任，侵害營業秘密者，刑期最高到10
年，罰金則到5千萬元，如果所得利益超過5千萬
元，罰金更可達5億元，而且不僅是洩漏企業秘
密的人，甚至對惡意挖角的企業主，都可視同侵
害營業秘密者予以處罰。

訊為營業秘密的機率＂。其實以白話文來說明，
就是企業仍應將其客戶名單進行盤點分析，對於
已不是秘密的客戶名單 (如新聞或公開資料已知
者)或不具經濟價值(如已無契約關係者)，應將其
排除，對於其他應秘密的客戶名單，則應採取有
效的保護措施(放在全體員工可以取得的地方就
不是)，複雜吧!由此可知，一個企業在提起營業
秘密保護的訴訟前，自己要先做好多少盤點及管

然而企業是否因由營業秘密法的修正就可高枕無

理規章的制定工作及相關教育訓練，否則，賠了

憂?以後懷疑員工或前員工洩密就可直接提告?甚

夫人(訴訟告不贏)又折兵(律師費)的機會多些。

至可以讓挖角的企業主去坐牢?顯然不是，直接
講結論，如果沒有建立有效的營業秘密管理制
度，非但無法遏阻自己的營業祕密被洩漏，甚至
可能因單純的聘僱有經驗員工，而讓自己身陷囹
圄?危言聳聽?請讀者看下去。

其次，企業在求才時，經常樂意錄取有同業經驗
的員工，而如該員工為求表現或省事，將過去工
作經驗所獲得之營業秘密運用其新工作中，其
雇主如對新雇主提告，將使新雇主遭受無妄之
災，因此筆者建議企業需馬上設計一套＂反向保

首先，請各位找到營業秘密法第2條，對於不具

護＂措施，也就是在僱用有經驗員工時，讓該員

秘密性，不具經濟價值或未採取保護措施之企業

工在就職前瞭解本企業不欲使用其他企業的營業

資訊，法律是不保護的，舉例而言，公司當然認

秘密並有效舉證及稽核，否則當營業秘密法第13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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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成為競爭對手的商戰工具

工作必須有效落實應無疑義，而遵法的目的絕不

時，恐怕企業主的壓力會很大。

是只是配合前開主管機關的要求，如能採取有效

37

的管理方法論，使企業能在員工的共同參與及專
筆者在協助企業處理營業秘密問題時，企業常拿
出一張行之多年的員工聘僱合約，除了宣示員工
應盡保密義務外，就是一條競業禁止條款，要求
簽約的員工於離職後不得至本企業業務範圍內之
企業工作等等，卻不知行政院勞委會早已於89年
8月21日做出解釋，歸納法院見解訂出＂競業禁
止合法性五大衡量原則＂，即：
1.企業或僱主須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之保護利
益存在。

業顧問的協助下，適切的分析出應保護的營業秘
密及企業中心價值，也同時訂定出合乎法律實務
見解的營業秘密管理規範及競業禁止契約，將使
善意的員工不致不慎觸法，也能有效嚇阻對惡意
的員工使其不敢違法，更避免企業主因招聘有經
驗的員工竟不幸觸法，深信必然是企業維持穩定
且永續經營的當急之務。

(本文已刊登於2015.04.09經濟日報A21經營管理版)

2.勞工在原僱主之事業應有一定之職務或地位。
3.對勞工就業之對象、期間、區域或職業活
動範圍，應有合理之範疇。
4.應有補償勞工因競業禁止損失之措施。
5.離職勞工之競業行為，是否具有背信或違
反誠信原則之事實。

企業的競業禁止條款是否符合這五大原則?相信
不用律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企業要如何配合。

最後，須提醒一下新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
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已自104年1月1日開始
實施。「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上市
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均已於103年
11月7日起施行。前開規範均一再強調企業應建
置智慧財產保護作業準則，也要求簽證會計師應
對於保護資產安全的內部控制制度完成專審。如
前所述，營業秘密如未做好保護工作，幾乎可以
使企業的競爭優勢喪失殆盡，如此還能奢談企業
的資產已屬安全?

故企業對營業秘密法及競業禁止相關規範的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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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報稅季-報稅一點靈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莊瑜敏會計師、吳懷真協理

五月個人綜合所得稅報稅季節即將到來，大多數人

扣除額）後，計算稅額。惟夫妻及其他受扶養親

可能已非第一年報稅，加上近年來已經有多數人以

屬仍須共用27萬元儲蓄投資扣除額。若夫或妻及

國稅局提供之電子申報系統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受扶養親屬利息所得合計數未超過27萬元，則各

大家對於如何申報綜合所得稅應已有基本了解。不

自減除沒有影響，但若兩人利息所得合計超過27

過今年報稅時仍有些新的規定與以往年度不同，本

萬元，應由分開計稅之他方及受扶養親屬，於限

文謹就今年申報103年度之綜合所得稅與以往年度

額內之利息所得先予減除；減除後還有餘額時，

不同之處，如夫妻分開計稅、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

再由分開計算稅額者由儲蓄投資扣除額之餘額內

所得以及最低稅負之規定提醒注意。

減除，一個家庭最多減除27萬元。

一、夫妻各類所得分開計稅

由於各種家庭收入種類及狀況不同，可先用三種

以往年度，除夫妻之薪資所得可以選擇分開計稅

方式試算，再選擇最省稅的方式申報。若係透過

外，夫妻之非薪資所得仍需合併計稅，造成已婚

國稅局提供之電子申報系統申報，電子申報系統

者因所得合併計算後所適用之累進稅率上升，產

可自動計算出三種不同計稅方式的稅負供參考。

生與單身者稅捐負擔之差異，形同對婚姻之懲
罰。此一規定，經大法官會議於101年1月20日
解釋該規定違憲後，財政部已修訂所得稅法，自

另，自103年度起，因感情不睦或婚姻暴力等

103年度起，夫妻之各類所得均可分開計稅。因

因素分居之夫妻，可依不同之分居原因，備妥

此，自103年度起，夫妻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有

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法院裁定書或保護令影本

三種方式可以選擇：1.全部所得合併計算；2.薪

等），各自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若無法取

資所得分開計算；3.各類所得（含薪資所得及非

得上述相關文件，但亦因分居，而無法知悉對

薪資所得等）分開計算。雖夫妻可自行選擇將其

方之所得情形時，則須於申報書上註明已分居字

所得完全分開計算稅額以達節稅效益，惟夫妻仍

樣，由國稅局自行歸戶課稅。

需用同一張申報書合併報稅。

二、出售房屋所得
選擇第3種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的夫妻，夫或妻分
開計算稅額者，可先減除專屬於個人之免稅額及
扣除額（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

2015 May

出售不動產除土地部分需繳納土地增值稅外，屬
房屋部分之所得也需要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計
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方式有三種：1.核實認定
法:即以房屋之賣價扣除房屋之買價及相關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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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費用後申報所得；2.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法:財

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交

政部每年會就因無法取得買賣交易相關資料之情

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扣除額超過基本稅額申報的

形，公布計算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

門檻時，須申報基本所得額。

依財政部公布之「103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

配合物價指數調整，103年度個人免辦理所得基

交易所得計算規定」，103年度之豪宅標準較102

本稅額申報的門檻由600萬調整為670萬;另免予

年略為下修，出售台北市7000萬(102度為8,000萬

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的保險死亡給付金額，由

元)、新北市6000萬(102度為8,000萬元) 及其餘地

3000萬調整為3330萬。

39

區4000萬(102度為5,000萬元)以上者，均屬豪宅
課稅之範圍。以台北市為例，103年出售房地總
價達7000萬者，賣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若無法證
明原始取得成本，需以總成交價，按出售時房屋
評定現值占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和的比例
計算收入，再以15%列為財產交易所得。

「基本稅額」的計算方式是以基本所得額
減除670萬元之免稅額乘以稅率20%，若
「基本稅額」低於或等於綜合所得淨額按綜
合所得稅稅率(綜合所得稅之累進稅率計分
5%,12%,20%,30%,40%)計算出來「一般所得稅
額」，則只須繳納綜所稅即可；反之，若「基本

若不符上述豪宅標準者，則得以房屋評定現值按

稅額」高於「一般所得稅額」，除了須繳納綜所

財政部公布之標準率計算出售房屋之所得。103

稅外，還須就兩者差額（可減除海外已納稅額的

年度之標準率，除了台北市維持48％、42％最高

扣抵金額），再繳納最低稅負。由於最低稅負和

標準外，其他五都幾乎全面提高。例如，新北市

綜合所得稅是兩者擇高課稅，因此可自行試算是

之板橋、新店、永和等區，標準率從33％提高到

否需繳納最低稅負。

36％；桃園市桃園、中壢、八德等區從20％提高
到25％，台中市西屯區從24％提升到26％，台南

(本文連載於聯合財經網。)

市提高為8％到17％等7級距；高雄部分提高，並
分為8％到24％等8級距。。

另，若是出售預售屋而非成屋，因係在未取得房
地所有權前出售，屬於「權利」移轉，非屬「不
動產」產權移轉，所賺取之價差，要按實際獲利
去申報納稅，不能以房屋之評定現值按財政部頒
定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計算所得納稅。

三、最低稅負（所得基本稅額）
為了讓因享受各項租稅減免而完全免稅或稅負很
低之納稅人，對稅收有基本貢獻，財政部自95
年開始實施最低稅負制。個人綜合所得淨額加計
海外所得及港澳所得（未達100萬元者，免予計
入），特定保險給付（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同一人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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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

公司法新修草案重點概觀
理仁法律事務所

我國公司法自公布施行以來，歷經23次修正，

眼於企業併購法第4條已就「併購」細分為「合

最近一次修正在民國102年1月30日。為建構適

併、收購、分割及股權轉換」，故應一併納入

合國際投資之環境，並強化公司治理制度之長

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所列例示條款內，更將

遠發展以及營造良好之企業經營環境，行政院

「須經公司法特別決議始能通過之事項」皆列

乃草擬公司法修正案，並於去年1月10日函送立

入為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由，以免掛一漏

法院審議，該修正案總計新增1條、刪除5條、

萬或造成適用上之扞格。

修正35條，合計41條，目前仍由立法院審議
中。針對修正案之條文內容，亦有部分立委提
出不同之提案，以下介紹仍以行政院提案之版
本為主，並輔以立委提案之版本作為補充，就
較為重要之六項變革，簡介如下：

一、公司減資及申請停止公開發行之議
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另，立法委員賴士葆等24位立委提案之版本
為：「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
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劃底線部分為立委提案所新增內容），

本次擬修正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行政院提案

在行政院版本所新增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

之版本為：「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

發行」基礎上，更新增：董事競業許可（公司

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公司解散、

法第209條第2項）、盈餘轉增資（公司法第

合併、分割或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應在

240條第1項）、公積轉增資（公司法第241條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劃

第1項）、公司解散等對公司或股東之權益有重

底線部分為本次修正新增內容），修正緣由乃

大影響之事項；前揭事項依照現行證券交易法

鑑於減資涉及股東權益甚鉅，且於授權資本制

第26條之1，固屬於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

下股份可分次發行，減資大多係減實收資本

明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者，然而

額，通常並不涉及變更章程，故原條文縱然有

由於在現行法制下，僅適用於公開發行股票公

「變更章程」此一事由，仍無法完整涵蓋減資

司，不適用一般股份有限公司，這樣的差別對

之情況；另，申請停止公開發行亦屬影響股東

待正當性並不足夠，因此為維護股東權益、防

權益之事，爰一併增列為股東會召集通知應列

止取巧，提案立委認為應於公司法當中一併加

舉事項，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規範。另為避免實務與學說對於召集通知之

立法委員蕭美琴等22位立委則就公司法第172

記載方式莫衷一是，乃於條文中明確規範召集

條第5項之修正案，提出不同之版本，主要乃著

事由除應列舉前開事由外，更應「說明其主要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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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以做為股東判斷其是否出席股東會之參

（二）新增公司法第235條之1規定，即「加薪

考，俾利維護股東知的權利，同時強調股東會

條款」

在公司治理的功能。

立法委員羅淑蕾等18人基本上肯認上開行政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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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版本，亦即刪除現行公司法第235條第2項

二、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公司，股東會議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且該次董、監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

至第4項，俾使我國公司法得與國際接軌；然而

考量到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況之定額或比率，合理分配公司利益，一次性分

因未在股東會現場，無法就臨時動議表示意

派員工之酬勞，且得以發行新股或現金之方式為

見，倘若以臨時動議通過議案，對此類股東之

之，惟應由董事會以特別決議通過，嗣後並報告

保護似有不周，行政院乃提案修正公司法第177

股東會以兼顧股東權益，以期在激勵員工士氣與

條之1第2項，明文規定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吸引資金兩者間，謀得平衡。

考量到留住人才對於企業經營的重要性，為了降
低刪除員工分紅制度之衝擊，認為應新增第235
條之1規定，公司應於章程明訂以當年度獲利狀

使表決權之公司，該次股東會議案應於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另外，考量
到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該次股
東會如果有董事、監察人之選舉議案，若同時
採行候選人提名制較易推動，爰於第177之1條
第3項一併增訂：「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採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該次股東會有董
事、監察人選舉議案者，應依第192條之1及第
216條之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三、刪除員工分紅之規定，並另行增訂
分配員工酬勞之規定
（一）為因應員工分紅費用化之國際趨勢，及
配合商業會計法之規範—股息及紅利之分派
（即盈餘分配）性質上屬於股東權益—行政院
提案爰刪除現行公司法第235條第2項至第4項
之規定，使員工不再列於盈餘分派之對象。修
正的理由是，公司獎勵員工的方式甚多，諸
如：發放獎金、員工庫藏股（公司法第167條之
1）、員工認股權憑證（第167條之2）、限制
型股票（第267條）等，皆可達到獎勵員工之目
的。並配合修正公司法第240條第3項，刪除公
司得以發放新股或現金予員工之方式來分配公
司盈餘之規定。

另，立法委員賴士葆等18人，亦認為應減緩公
司無法以分紅方式獎勵員工之衝擊，故以行政
院草案之版本為基礎，復於第235條第2項新
增：公司章程應明訂以年度盈餘之一定比率，
「增加」員工之酬勞，使企業在有盈餘的情況
下，適時將成果與員工分享，以合理分配公司
利益、並提昇公司員工報酬水平。

四、公開發行公司得授權董事會決議，
於每半年度之期中分派盈餘
為強化股東投資效益，行政院乃參酌日本公司
法第454條之規定，提案新增公司法第240條之
1，於第1項中明訂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為每
半會計年度之期中盈餘分派，亦即一年可以分
派兩次盈餘，並得於章程訂明授權董事會決議
辦理。此外，復參酌日本公司法，規定董事會
應於決議日或翌日，於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公
告盈餘分派之相關內容。有鑑於期中分派盈餘
之決議影響股東權益甚鉅，有即時告知股東之
必要性，爰參酌證券交易法第178條第1項第4
款、第179條之規定，於本次新增之公司法第
240條之1第5項中明訂，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未
依本規定辦理公告者，得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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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
司內部特定文件

結語

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並提高股東

行政院提供之草案版本亦提出許多不同之版本

蒐集不法證據之能力，尤其是關係人交易之利

建議，目前仍由立法院審議中，後續發展值得

益輸送的蒐證，行政院乃參考證券交易法第38

關注。

條之1第2項之立法例，提案修正公司法第245
條，明訂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
其必要性」後，聲請檢查人檢查公司內部文
件，且檢查客體之範圍除了現行法之「公司業
務帳目、財產情形」外，更擴大到包含「特定
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皆得予以檢查。

六、公開發行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
為因應企業留才之需，本次修法擬於公司法第
267條新增第10項，明訂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
於章程訂明其發行之員工限制型股票，發放對
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2015 May

本次公司法修正有大幅度之變革，各立委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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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心法－企業面對併購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陳泰明資深顧問

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移動，企業

在各部門調集人才來臨時性編組處理併購事

競爭也日復一日激烈，企業的

宜。然則併購有其專業，姑不論臨時編組人員

成長也需隨著加快腳步。企業

得花時間摸索恐事倍功半，更可能因欠缺經驗

併購已漸成為企業加速成長的

及專業而帶來原不必要的風險。是以內部團隊

重要選項。但「併購」對大多

輔以外部有經驗的專業團隊通常是較佳的併購

數企業而言終非像經營本業，

組合。

開發產品，搶攻市場般之「常態」業務，故在
面對「併購」時不妨參考下述一些基本作為：

四、對目標公司查核的重要與必要
「查核」(Due Diligence) 係指對公司進行「體

一、釐清動機，確定目的

檢」，以了解公司營運，發現可能的問題並降

企業為何要作這一次併購？出發點為何？是要

低可能的風險。從積極面而言透過查核方才能

取得公司欠缺的技術，要進入新的市場或是要

計算併購後的效果；從消極面而言，及早發現

消滅競爭敵手甚或只是為了要提昇營業額。有

問題方能及早處理。從另一面而言查核也代表

了出發的動機，就要描繪併購後的企業藍圖，

著公司創造併購可能的綜效同時也在降低風險

精算效益及成本，看如何達到設算的目的。

保障股東權益。

二、慎選目標：
併購的目標難在「看上眼的未必要賣，買的到的

五、併購對價是聚焦之所在，但非唯一
決定因素

卻看不上眼」。很多企業會說人家經營的好為何

不可諱言，企業在併購談判中經常聚焦在交易

要賣，經營不好的你也不敢接。但是現實上目標

價格。所謂合理價格通常只是「你情我願」的

公司要出售的原因千緯萬端，且經常與經營成果

結果，但如何達到你情我願則是一番辛苦的歷

不成正比。重點是在尋找目標時應該依公司需求

程。價格誠然是併購過程核心之所在，但千萬

與企業文化設定篩選標準。至於對方如無意願，

不應將「三千寵愛集於一身」而忘卻了併購的

「非合意併購」是否可成為選項之一，因涉及較

目標及所要達到的綜效。

為複雜的分析，容後有機會再談。

六、過渡時期，建立共識
三、組織有經驗的團隊

併購雙方自簽訂合約後到併購完成（Closing）

「併購」如不是企業的常態行為，自然少見常

前，因現實因素（如法定程序的進行，雙方組

設的內部組織及人員專責其事。因此常見的是

織的融合等）通常會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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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期間買方常因尚未「正名」而未能「名正言
順」地堂堂入室，而賣方也在混沌未清之際。但
偏偏此時卻是雙方接觸穩定民心的關鍵時刻。是
以雙方在併購簽約時即應將此一過渡時間的處理
模式建立共識，依共識而行。

七、併購幕下，比賽開始
併購交易完成後，參與的演員自舞台退場，真正
屬於企業的比賽才開始。企業既借助併購來面對
競爭，併購後的組織調整，雙方文化的融合及綜
效的展開皆應在併購前即列入計畫並在併購後定
期評估及調整，以期能達到併購的目的與效果。

八、併購的退場機制及糾紛處理
併購究竟是一條只去不回的單行道抑或應設有迴
轉路徑或有不同看法，有時應視具體個案條件而
論。但從另一面而言，併購係面對相對人之交
易，如同任何其它商業交易一般，自免不了也會
有糾紛發生。但如何在併購中防微杜漸減低糾紛
的發生，而在發生時有一套機制來處理糾紛，自
是面對併購應當有的作為。

(作者陳泰明是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本文僅為作者
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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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動產商機多頭綻放
德勤財顧剖析歐洲各國海外投資布局趨勢
【2015／04／02，台北訊】香港首富李嘉誠正逐步

經濟體仍然是可以極力發掘投資機會的地區。法人

地將公司資產投資重心轉移至歐洲，3年累計海外

投資可以考慮歐洲商業辦公室(Office)、零售通路店

併購金額高達1445億港元；美國投資大師巴菲特亦

面(Retail)、倉儲(Logistic)等潛力之星。包含了新加

收購了包括德國最大摩托車用品配件零售商等歐洲

坡、中國等外資已陸續購置了歐洲各地之大型商

資產，激勵全球對投資歐洲的高度興趣。受惠於歐

辦，預期主要市場的房屋空置率將下降，市中心商

元量化寬鬆政策以及亞洲投資人的青睞，歐洲不動

辦與零售房地產的租金收益也將提升。 此外，憑

產市場可望自歐債危機的谷底翻揚而成為國際投資

藉著古老的歷史建築及浪漫的人文風采，歐洲在旅

的熱點。有鑑於此，德勤財務顧問特別邀請到來自

遊市場穩定地位也陸續吸引來自國際的大筆資金投

德國、法國、荷蘭、義大利、西班牙等地資深不動

入成長快速的旅館行業(Hospitality)。飯店、觀光業

產財務諮詢顧問，就當地不動產市場現況、發展趨

者及台灣缺乏投資機會的建築業，也可評估跨入歐

勢，以及投資關鍵稅務議題進行探討。

洲的旅館行業以期待亞洲旅客赴歐洲旅遊需求日益
增加的觀光商機。

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仲華開場致
詞時指出，近年來歐洲各政府透過投資移民政策鼓

本次研討會由來自西歐、中歐、南歐主要國家不動

勵赴歐洲投資不動產，吸引了大批亞洲投資人到歐

產資深財務諮詢顧問，分享2015年各國投資現況、

洲置產。而對台灣的法人機構來說，歐洲這個龐大

趨勢與新契機。

(左起)德勤財務顧問公司莊鼎暘經理、徐仲華副總經理、及Deloitte不動產資深財務諮詢顧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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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蘭

四、義大利

相較於2013年，2014年荷蘭投資性不動產交易金

為降低高額公債義大利政府正積極釋出非核心類不

額增加了80%，其中有65%的資金來自外國投資

動產，2015年至2017年間將有20檔固定資本額的

者，商辦主要獲得德國投資者青睞；然而，面對供

基金要關閉或償清，預計將創造一波投資機會；因

不應求的市場現況2015年雖難以再次達此榮景，

此，投資者正期盼以低價買進，商務活動類不動產

但來自亞洲地區的多樣化的基金策略，仍有機會增

及旅館類尤其受歡迎，Outlet、購物中心等零售通

加對荷蘭地區的投資配額，例如倉儲用地仍廣受喜

路店面價格預計2015年回升。而憑藉著悠久的文

愛。而零售通路店面於今年一月份起因交易空缺

化和交通便利的歷史名勝古蹟，義大利每年吸引超

率達7.5%，對整體物件價值產生負面影響。新進

過5,000萬觀光人次，高度需求下顯示旅館類不動

軍荷蘭的住宅類最大投資者為Round Hill Capital和

產的國際化管理模式略顯不足。

Patrizia，為住宅類投資物件興起了一波不可逆的趨
勢。而為因應預計五年後達40萬人次的觀光風潮，

五、德國

荷蘭紛將過時、閒置的商辦改建為旅館，阿姆斯特

研究顯示柏林、漢堡和慕尼黑地區的商辦是目前德

丹和機場地區最吸金。

國最具吸引力的投資，但2015年龐大的買方需求
也可能壓縮淨利。相較之下，投資者對於位屬二級

二、西班牙

城市的大型零售批發店和停車場興趣有顯著提升；

西班牙是全球第三大觀光聖地，每年吸引超過六千

如同法國的現況，電子商務的興盛直接影響企業對

萬旅遊人潮，因此旅館類不動產吸引來自國內外各

不動產的需求型態，在此變革下未開發區的農業用

地的資金注入，西班牙也名符其實地成為歐洲最

地或荒地需求將逐漸減少；反之，2015年起曾經

具投資機會的市場。2014年倉儲用地為西班牙不

開發為工商用地但已遭棄置的地區，則因符合電子

動產交易量成長最多的部分，相較於2013年成長

商務企業欲整頓供應鏈的需求，成為下一波投資重

率高達544%；商辦占了非住宅類不動產四成的交

點。至於旅館類則因規模大的物件稀少，限縮了市

易量，以馬德里和巴塞隆納為主要成交城市；零售

場總體成交量和成交價，但外界仍預期2015年大

通路店面類自2007年起持續保持交易額最高的紀

型旅館將為德國創造超過30億歐元的投資交易。

錄；近年來有鑑於高品質倉儲用地物件數量不足，
但在此極熱的市場需求中，展現高度興趣的法人買

六、中歐

家持續釋出投資意願。

2014年捷克不動產投資雖創下最具熱潮效應的紀
錄，但相較於西歐國家仍有顯著的成長空間，但銀

三、法國

行業正積極以低利率放款吸引錢潮。其中，住宅用

受惠於法國不動產市場的良好聲譽，巴黎投資吸引

地需求主要仍集中於首都布拉格，導致布拉格空地

力名列前茅，成為倫敦地區外歐洲第二大投資市

率逐步下降。而受惠於布拉格－上海直航班機的設

場；2014年商辦交易量成長了48%，2015年可望

立，中國為捷克帶來前所未有的觀光熱潮，五星級

維持穩定，賣方也願意降價以因應資產管理需求。

飯店平均住房率達七成以上。至於波蘭則以首都華

然而，景氣蕭條產生的失業率以及網路化競爭壓

沙為商辦和零售通路店面熱門銷售點，穩定的經濟

力，直接地影響了零售通路店面及工廠類不動產銷

成長率以及較低的投資風險，2015年持續吸引來

售狀況。雖然如此，由於法國勇奪全球觀光勝地第

自英國、美國、德國和西班牙的投資者。

一名寶座，旅館類物件為滿足強烈的需求前景備受
好評，也因此國際投資者譽法國為＂Safe Heaven＂
(投資避風港)之美名。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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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服務連鎖總部突破3,000家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呼籲
台商 IPO籌資應把握甜蜜點
【2015／04／15，台北訊】櫃買中心積極在兩岸尋

示台灣的資本市場具有高本益比、高殖利率、流動

找優質企業赴台掛牌，日前李賢總經理率隊登陸

性佳、高透明度、易二次籌資等5大優勢，是兩岸

招商，鼓勵台商或陸資持股30%以內之外資企業赴

企業選擇上市以及投資人的首選。櫃買中心李賢

台IPO。同時聯袂經濟部商業司、台經院、勤業眾

總經理表示，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目的就是為了擴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國泰證券、理律法律事務所

大市場占有率，打造全球化國際領導品牌，方能逐

等超強專家卡司陣容，一同赴上海發掘連鎖服務業

鹿大中華市場、進軍國際舞台，朝企業永續經營的

優質企業，力邀赴台掛牌籌資！

目標大步邁進。

歐元QE及日圓寬鬆熱錢發威，外資匯入台灣資金不

台經院副所長蘇美惠指出，不管是全球的250大零

斷加碼，股市指數也連創新高，多頭盤堅，在在顯

售業抑或200大連鎖加盟總銷售額，明顯持續快速

(左起)勤業眾信會計師杜啟堯、櫃買中心經理陳麗清、上海市台協連鎖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文宗、六角國際董事長王耀輝、總裁勤業
眾信陳清祥、F東凌總經理許復進、櫃買中心總經理李賢、勤業眾信會計師洪國田、勤業眾信會計師柯志賢、台經院副所長蘇美惠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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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其中生活服務業佔47%最高、餐飲服務業佔

F東凌(黃色小鴨) 總經理許復進現場分享上櫃經驗，

41%次之，全球消費力道強勁；而台灣連鎖總部

他說上市櫃最重要也最困難的部分就是下定決心已

2014年起已突破3000家大關，一般零售業佔36%

及取得股東和家族一致的共識，上櫃過程雖然非常

最高、餐飲服務業33%次之，而餐飲業者近五成表

痛苦，但上櫃至今三年多，永續經營的決心讓營收

態持續展店計劃，服務業成長態勢積極緊追全球水

一路攀高，穩佔市場領導品牌，也因為公司一切已

準，實力不容小覷。蘇美惠建議，台灣服務業轉骨

制度化讓管理越來越輕鬆，回想當時的決定換來甜

可調整步伐持續加強國際拓展、行銷推廣、商情掌

美果實，深覺非常值得。許復進強調生活服務業台

握、以及創新建體，四帖藥方可助攻台灣連鎖總部

商在大陸經營想要成功，必須讓公司商品成為品

全球化布局及達成策略目標！

牌、擁有實體通路、建置虛擬通路，擁有競爭力才
能朝永續發展邁進！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陳清祥表示，檢視
2010年至今數據顯示已有超過40家服務業成功在台灣

出身科技業的六角國際(日出茶太)董事長王耀輝暢

資本市場掛牌籌資，績效卓越有目共睹，截至三月底

談成功掛牌經驗及寶貴實務分享時表示，經營企業

服務業上市櫃公司共計187家，其中勤業眾信市佔率

取勝於科學化、標準化和制度化，目前集團橫跨四

高達34%；服務業興櫃共計24家企業，勤業眾信市佔

大洲已授權27個國家和地區，便是六角國際一直

率更是超過50%。台灣服務業IPO已然逐步達到群聚

不斷優化管理能力的豐碩成果。而人才便是管理最

效應的市場優勢，傲視亞洲資本市場。加以，台灣資

核心的關鍵，因此公司IPO籌資便是讓公司資金豐

本市場上市時程及成本皆具高度競爭力，外資投入比

沛、穩健發展、求才留才的最佳途徑。王耀輝指

率高，市場對新掛牌投資意願高，這些優勢讓台灣成

出，餐飲服務業要能順利IPO，必須確實做到制度

為亞洲服務業進入資本市場的首選。

化、文件統一及組織再造，慎選代理商素質及注重
教育訓練，慎選監督供應商及分散風險、確保食品

上海市台協連鎖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文宗指出，中
國大陸經營企業的環境日益嚴峻，台商無商不
「艱」，近來電子商務崛起讓很多台商被打趴，因
此台商應把科技化和國際化視為轉型經營急起直追
的首要之務，並且借勢、借智、借利，用此三借在
中國大陸達到三創-創業、創價、創富，才能因勢
利導，永續經營!

2015 May

安全等，掌握此四大要素，便能十拿九穩順利成功
IPO。

法規輯要

49

證券管理法規
◢ 櫃買中心修正金融債券櫃檯買賣申請書及金融債券櫃檯買賣申報書(104.3.23證櫃債字第
1040400114號)
◢ 上櫃公司與其他上市（櫃）（含第一上市（櫃）公司）進行併購、私募、公開收購排除停
止買賣規定(104.3.24證櫃監字第10400058901號)
◢ 修正「上市／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104.3.27臺證治理字第
1040005449號; 104.4.2證櫃監字第10400067621號)
◢ 櫃買中心更正「創櫃板管理辦法」誤植項目(104.3.31 證櫃新字第10411000771號)
◢ 櫃買中心修正「證券市場不法案件檢舉獎勵辦法」檢舉案件範圍(104.4.2 證櫃交字第
10400073921號)
◢ 103年度對國內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實質審閱常見缺失彙總(104.03.30 臺證上一字第
1041801124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提升證券商業務範圍的資金運用效率，調降自有資本適足比率近6個月連續均應達150％
(104.3.24臺證交字第1040201812號)
◢ 配合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等修正，增修證券商內控制度標準規範、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及查核明細表(104.3.24證櫃輔字第10400059121號)
◢ 提升證券商業務範圍的資金運用效率，調降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修正作業要點及操作辦法
(104.3.31 臺證輔字第1040501152號)
◢ 配合放寬股市漲跌幅度至10%，並自104年6月1日起實施(104.4.2 臺證交字第1040005841
號;104.4.10 證櫃交字第10400080401號)
◢ 主管機關為擴大證券商業務範圍調整證券商經營業務自有資本適足率之規範標準，配合修
正相關規章(104.4.7 證櫃交字第10400068372號;104.4.7 臺證交字第1040005502號)
◢ 證交所修正「證券商以媒體申報財務報表作業辦法」(104.4.8 臺證輔字第1040500891號)
◢ 修正證券商在分配前融資或融券餘額未達足夠部位或為0時，各授信機構融資或融券張數之
分配方式(104.4.8 臺證交字第1040005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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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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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範代理人代理下單發生違約交割時，再次發生違約，申報委託人違約，應將代理人資
訊輸入證交所電腦(104.4.10臺證輔字第1040005716號)
◢ 增列得為上市認購（售）權證標的證券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104.4.10
臺證上二字第1040006223號)
◢ 信用交易最低整戶擔保維持率，自104年5月4日起調整為130%(104.4.13臺證交字第
1040005863號)

金融保險管理法規
● 審計部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銀行局http://law.banking.gov.tw/Chi/Default.asp）
◢ 銀行局發布本國銀行對海外及大陸地區授信風險控管措施(104.3.30 金管銀控字第
10400051850號)
◢ 使電子票證可更廣泛地運用於小規模商家，並協助持卡人有更多元繳款方式繳納政府部門相
關款項(104.4.1金管銀票字第10440000670號)
◢ 銀行局預定修正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以利多元化之小
規模付款方式(104.4.8金管銀合字第10430000670號)
◢ 銀行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104.4.10金管銀法字第10410001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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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險局預告修正「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4.3.5金管保
財字第10402501892號)
◢ 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有關即時利用並有收益之認定標準及處理原則(104.3.6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2361號)
◢ 增列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提撥基礎之總保險費收入應以會計師核閱者為準(104.3.12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2181號)
◢ 保險業設常務董(理)事者，需兩人以上及符合保險專業資格，並請主管機關認可(104.3.12金
管保壽字第10402541572號)
◢ 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25點、第40點之2(104.03.17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2301號)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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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 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結（決）算及清算申報作業要點」(財政部1040413台財稅字第
10404525590號令)
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結（決）算及清算申報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 公告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16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計入營利事業
之基本所得額(財政部1040407台財稅字第10404543010號令)
公告新增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16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計入營利事
業之基本所得額。
◢ 稽徵機關核算103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財政部1040402台財稅字第10404503600號令)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三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 103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財政部1040402台財稅字第10404503601號令)
訂定「一百零三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 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所得技術股送存其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課稅之規定(財政部1040402台財
稅字第10304601000號公告)
核釋生技新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將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所得
技術股之新發行股票（以下簡稱技術股）送存其往來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之相關課稅規定：
一、生技新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將所得技術股撥轉至其往來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
者，應先向發行公司提出放棄緩課之申請，經發行公司解除該等股票緩課註記後，以該撥轉日
之時價為轉讓價格，併入該撥轉年度之所得課徵所得稅。計算上開所得時，依本部101年5月
24日台財稅字第10100069320號令有關「時價」規定認定轉讓價格，扣除取得成本核實計算。
其為技術投資人者，如未能提出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第3項規
定，其成本得以轉讓價格30%計算減除；其為高階專業人員者，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
二、前揭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於技術股撥轉至其往來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後，不得申
請恢復緩課或變更放棄緩課時點。
三、發行公司應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於撥轉至股東往來證券商保管劃
撥帳戶之次日起30日內，填報撥轉年度之「緩課股票轉讓申報憑單申報書」及「緩課股票轉
讓申報憑單」，向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憑單申報。
◢ 103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財政部1040401台財稅字第10304649640號令)
訂定「一百零三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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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法規輯要

◢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104.3.30.）
修正條文總說明：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布施行，嗣經四次修正，
最後修正日期為九十八年九月二日。本標準第二條現行規定原則上製造業、營造業、礦業
及土石採取業以資本額作為認定指標，而其他行業以營業額作為認定指標，但基於輔導業務
需要時可例外採取員工數作為認定指標。惟本標準採用「原則、例外」之認定方式以來，並
無機關明文規定以資本額（或營業額）或員工數作為認定之依據，實務上各機關皆認為企業
只需「兩項標準符合其中之一」即屬中小企業。此外，各國之認定標準以有明確規定「各項
標準須同時符合」，或「各項標準符合其中一項」即屬中小企業者為多數，本標準現行「原
則、例外」之認定方式較為罕見。鑒於現行認定方式造成企業規模於例外時方採員工數認
定，使其判定似不易明確，紛紛尋求主管機關認定其是否符合中小企業資格，徒增主管機關
行政成本。爰修正本標準第二條為，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其實收資本額或
經常僱用員工數二項標準符合其中之一，除上述之其他行業，其前一年營業額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二項標準符合其中之一，均屬本標準所稱之中小企業，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提高認
定透明度。
此外，配合本標準第二條第二款認定基準關於營業額數額之規定，併同修正第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營業額數額。
◢ 稅捐稽徵機關函請有關機關為禁止處分登記時，應同時以書面通知納稅義務人並送達(財政
部1040325台財稅字第10304044180號令)
一、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規定，通知有關機關就納稅義務人之財產不得為
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納稅義務人，依法送達。
二、廢止本部71年5月21日台財稅第33628號函。
◢ 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財政部
1040319台財稅字第10404534420號令)
訂定「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
◢ 關稅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104.3.18.）
修正總說明：
關稅法施行細則自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以來，歷經十八次修正。為配合關稅法
第五十九條第三項增訂保稅工廠進口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之規定，爰修正本施行細則第
四十九條，增訂自用機器、設備之定義，以明確適用範圍。
◢ 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提供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查詢103年度所得資
料試辦作業要點(財政部1040317台財稅字第10400517110號令)
訂定「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提供國內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及執行業務事務所查詢一百零三
年度所得資料試辦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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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 經濟部令
公司分割相互持有之股份及收回之股份等之處理
一、按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6款規定：「分割：指公司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
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予該
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是以，公司之分割，允屬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以發行
新股作為對價之行為，復依同法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或二者
所取股份之總數、種類及數量。」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司所發行之新股或股份，
得由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取得，或由二者取得。
二、又公司間相互持有股份，於踐行分割，既存公司發行新股予被分割公司股東
時，既存公司與被分割公司相互持有股份情況下，會出現既存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情
事。是以，參照公司合併之函釋精神，既存公司因分割而發行新股時，毋庸就自己持有
被分割公司之股份發行新股。
(104.3.11經商字第10402404790號)

● 經濟部令
董事會議事錄倘以外國文字辦理公司登記，應另檢附中譯本：
一、按「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前項議事錄準用第183條之規定」，為公司法第207
條所明文。而同法第183條規定略以：「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並於會後20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是以，公司董事會董事之
發言並不以中文為限。惟公司持憑董事會議事錄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公司登記時，
按本部訂頒「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16條第3項規定：「申請人依第1項規定所應檢
附之文件、書表為影本者，必須時主管機關得要求檢附正本，以供查核。如有涉及外國
文件者，應另檢附中譯本。」是以，實務上議事錄倘為外國文件，應另檢附中譯本俾憑
辦理。
二、有關本部103年8月4日經商字第10302072010號函略以：「…董事會…議事錄自應亦以
中文記載為限……」，係指申請人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提出辦理公司登記而言，爰予補
充說明。
(104.3.16經商字第10402404320號)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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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令
修正「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條及第4 條條文
第2條
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
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一百人者。

第4條
本標準所稱營業額，係以認定時前一年度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其未經核定者，以
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以事業加蓋稅捐稽徵機關收件戳之最近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列之營業收入之數額為準。
二、事業未取得前款之證明文件者，以最近全年度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之銷售額扣除
受託代銷及非營業收入後之數額為準。
三、依法由稅捐稽徵機關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前一年度之營業額推定為新臺幣一億元
以下。
事業於前一年度始登記設立未滿一年或當年度設立登記者，依各期已申報之數額換算為全年
度之數額。
(104.3.30經企字第 10404601530號令)

● 經濟部令
有限公司唯一股東死亡，繼承人均拋棄繼承，如何辦理清算事務
一、按公司之解散，一經解散即生效力，其向主管機關登記，僅生對抗要件。復按公司法第
24條規定：「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是以，公司
之解散，不論係命令解散或裁定解散，均應行清算。而公司法第397條規定，係針對解
散而不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之公司，賦予主管機關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申請，廢止
其登記之權限，以維護大眾交易安全…（本部99年4月7日經商字第09900551060號函參
照）。
二、所詢有限公司唯一股東已死亡，且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而有公司法第113條準用第71
條第1項第4款規定構成解散事由，復由於公司債權人已向法院聲請選派公司清算人在
案，則該清算人應如何辦理解散登記一節。依上開說明，貴府可逕依公司法第397條規
定，依職權對該有限公司為廢止登記，再由清算人辦理相關之清算事務。
(104.4.10經商字第104020312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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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令
核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三十九
條第四款所定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者，指雇主為符合創業拔萃方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
之僑外資事業，並檢具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未滿五年及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證明文
件：
一、已獲得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投資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
二、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者。
三、申請取得我國發明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專利權人以其發明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並經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者。
四、已進駐行政院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經濟部直營、合作之育成機構，以及獲得該部
近三年評鑑優良之育成機構。
五、申請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設計競賽獲獎者。
(104.4.8勞動發管字第10405039351號)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派任人員兼任本事業海外關係企業或本事業關係企業之海外轉投資事業
董事、監察人，並應確保本職及兼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不得涉有利益衝突。所派任人員如為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6條第1項所列總經理、部門主管及分支
機構經理人，經本會核准者，不受同條項專任規定之限制，自即日生效。
(104.3.18金管證投字第1040006222號)

● 財政部令
修正「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為考量現行報關業證照校正及海關實地查核制度之實際效用、耗費成本，爰修正「報關業設
置管理辦法」第九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延長報關業證照校正週期為五年，並將報關業所設
專簿內應登記事項之「貨名、件數及貨主等資料」予以刪除，可減輕業者負擔。
(104.4.13台財關字第 1041007558 號令)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令
修正「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
為尊重媒體專業編輯自主，現行無線廣播電視節目之審查，除依其他法令規定外，其餘無線
廣播電視節目於播出前均無須送審，而係採事後追懲制。基於行政實務運作，以及為符合
司法院釋字第三六四、四四五及五０九號等解釋，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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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條所保障之言論自由範疇，除非有明顯急迫之必要性，國家應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不對
內容作事先審查，爰修正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刪除第一項節目事先審查以
取得准播證明及第二項申請重行審查之規定，以落實言論自由之保障。另為符合行政實務需
求，修正第三項有關電臺保存節目相關資料之規定。
(104.4.16通傳內容字第10448009030號令)

中國稅法
◢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
文號：商務部令2015年22號
有效性：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 2015-03-14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862&class1=1&class2=1&class3=2&class4=3

◢ 關於企業向境外關聯方支付費用有關企業所得稅問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16號
有效性：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 2015-03-21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864&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 關於執行《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有關企業所得稅問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14號
有效性：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 2015-03-18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863&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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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企業改制重組有關土地增值稅政策的通知
文號：財稅2015年5號
有效性：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 2015-03-24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866&class1=2&class2=10&class3=29&cla
ss4=59

◢ 關於調整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政策的通知
文號：財稅2015年39號
有效性：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 2015-03-30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869&class1=2&class2=6&class3=19&class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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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財稅行事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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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15

2015 May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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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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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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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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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資料。

1

上市公司檢送第一季財務報告(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之書面資料應一併檢送，同時上傳公開
資訊觀測站)。
註1：每會計年度第一季終了後45日內。
註2：金控公司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第一季財務報告，應於每季終了後45日內申報，惟因作
業時間確有不及，應於每季終了後60日內補正申報(5/30)。
註3：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檢附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出具之審查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決議
同意財務報告之會議紀錄各一份。

2

附註揭露相關事項（關係人交易、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輸入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3

上市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1)應於每年4/16至5/15間申報「關係企業持有有價證券」及「持有有價證券質借股數異
動」。
(2)公司之關係企業有增加時，應於異動2日內輸入異動資料，若有減少時，則函請本公司進
行刪除。

4

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5

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6

公司產業分類基本資料申報作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7

公司前十大進銷貨客戶資料申報作業（自願式申報）。(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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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日

五

財稅行事曆

日

星
期

項
次

15

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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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六

1

上市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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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
上市公司每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本年度第1季申報累計金
額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10%且金額逾5仟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原因。

1

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進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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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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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
數資料。

5

自結損益資訊（自願性申報）。
註：按月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20

30

31

三

六

日

申

報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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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日

5

10

星
期

項
次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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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二

日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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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0

15

日

五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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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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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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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檢送第一季財務報告
註：每會計年度第一季終了後45日內。

4

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5

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6

申報債信專區最近一季財務資訊實際數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7

十大進銷貨客戶資料（自願性申報）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8

產業分類申報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9

上櫃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1.應於每年4/16至5/15間申報「關係企業持有有價證券」及「持有有價證券質借股數異動」。
2.公司之關係企業有增加時，應於異動二日內輸入異動資料，若有減少時，則函請本中心進
行刪除。

16

六

1

上櫃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註：每季財報申報截止後1日內輸入

2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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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
上櫃公司每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本年度第1季申報累計金
額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20%且金額逾1,000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原因。
註：每季財報申報截止後15日內輸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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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5，其內容為104年5月底之自結財務數據
資訊)。

30

31

2015 May

星
期

六

日

財稅行事曆

日

31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2

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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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61

(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日

5

10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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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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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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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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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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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

申請股票上櫃或上市之興櫃公司，於申請送件後至掛牌前之期間內檢送第一季財務報告。
每會計年度第1季終了後45日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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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2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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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

1

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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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日

10

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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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公司公司債(含私募公司債)於募集完成後2日內向金管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傳輸相
關資訊，並按月於每月10日前輸入「公司債券發行、償還及餘額資料表」 視為已依規定完
成公告申報。

日

報

事

項

15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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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三

1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者，應於
發行後每月20日及終了5日內將流通餘額報表等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並向中央
銀行申報

31

日

1

上一年度內部稽核所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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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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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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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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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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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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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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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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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稅行事曆

日

10

15

20

30

31

星
期

日

項
次

六

報

事

項

3

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及第二上市(櫃)公司應於國內(外)之現金增資、募集公司債發行相關
資料輸入觀測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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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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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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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檢送第一季財務報告(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之書面資料應一併檢送，同時上
傳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1：每會計年度第一季終了後45日內。
註2：附註揭露相關事項（關係人交易、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輸入作
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註3：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檢附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出具之審查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決議
同意財務報告之會議紀錄各一份。

3

第一上市(櫃)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1)應於每年4/16至5/15間申報「關係企業持有有價證券」及「持有有價證券質借股數異動」。
(2)公司之關係企業有增加時，應於異動二日內輸入異動資料，若有減少時，則函請本公司
進行刪除。

4

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公司產業分類基本資料申報作業。(註：
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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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申報截至當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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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
第一上市(櫃)公司每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上年度第4季申
報累計金額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10%且金額逾5仟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
原因。

1

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進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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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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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申

日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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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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2
2.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4.1
3.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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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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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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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13

2015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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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

4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4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10日截止。

3.

3及4月份印花稅總繳15日截止。

4.

3及4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5.

房屋稅繳納期間，自5月1日至5月31日。

6.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3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表及102年度
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自5月1日至5月31日。

日

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五

1.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3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
細表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開始日，5月31日截止。
2. 4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3. 4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4. 3及4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開始。
5. 3及4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6. 房屋稅本日開始繳納，5月31日截止。

10

日

1. 4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5月11日）
2. 4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5月11日）

15

五

1. 3及4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
2. 3及4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截止。

31

日

1.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3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
細表及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6月1日）
2. 房屋稅繳納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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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 104 年 5-6 月份專題講座
~本公司榮獲「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國家級評鑑)銅牌獎，授課品質最有保證~
代號
MAR16

日期
5/6(三)&
5/7(四)

時間

課 程 名 稱

09:00-16:00

NEW~非財務主管必備的財務管理技能

時數/

講師
程

VIP 扣點
凱

費用

12 / 16

9,600

MAY03

5/11(一)

09:00-16:00

稅捐稽徵法實務應用解析

國 稅 局

6/8

4,800

MAR21

5/12(二)

13:30-16:30

HOT~董事會議事實務與爭議問題研討

陳 錦 旋

3/5

3,000

MAY01

5/1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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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02

5/12(二)

09:00-16:00

NEW~內控失效案例解析與稽核改善對策

戴 冠 程

6/8

4,800

MAR10

5/13(三)

09:00-16:00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稅法及年度結算申報與扣繳作業

林 東 播

6/8

4,800

CP01-4

5/13(三)

09:00-16:00

朱 根 正

6/8

4,800

MAR12

5/14(四)

13:30-16:30

HOT~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實務

巫

鑫

3/5

3,000

MAR06

5/14(四)

09:00-16:00

掌握利潤規劃起點—企業成本會計實務與演練

李 進 成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蔡 俊 明

6/8

4,800

侯 秉 忠

6/8

4,800

第一期_創新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採購重大爭問題分析與實例研討

第四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CH04-1

5/15(五)

09:30-16:30

MAY04

5/15(五)

09:00-16:00

AG03-1

5/18(一)

09:00-16:00

MAR18

5/18(一)

13:30-16:30

兩岸移轉訂價查核新趨勢

闕 月 玲

3/5

3,000

MAY05

5/19(二)

09:00-16:00

成本及費用分析與強化管控執行力

戴 冠 程

6/8

4,800

5/19(二)

09:00-16:00

企業經營診斷運作暨實務案例研討

王 忠 宗

6/8

4,800

09:30-16:30

NEW~職能導向課程之規劃與設計實作演練

蕭 德 賓

12 / 16

9,600

企業內部控制制度之建立及運作實務

黃 秀 鳯

6/8

4,800

國 稅 局

6/8

4,800

MAR05
MAY11

5/19(二)&
5/26(二)

如何建全會計制度及應用會計管理技術
IFRS 架構下財務報導重點解析暨會計處理實務
第三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會計處理作業解析

MAR04

5/20(三)

09:00-16:00

TX05-1

5/20(三)

09:00-16:00

MAY06

5/20(三)

09:00-16:00 IFRS 時代如何計算存貨管理成本暨期末存貨盤點評價

蔡 俊 明

6/8

4,800

MAY10

5/20(三)

09:00-16:00

NEW~績效評估與結構式績效面談實務

王 慶 東

6/8

4,800

MAR15

5/21(四)

13:30-16:30

外匯市場現況、匯率風險來源與企業之避險策略

李 宏 達

3/5

3,000

MAY07

5/21(四)

09:30-16:30

NEW~活用財報分析暨洞悉財報窗飾與舞弊

黃 美 玲

6/8

4,800

MAY08

5/22(五)

09:00-16:00

實施 IFRSs 架構下之我國所得稅會計

巫

鑫

6 / 10

6,000

APR11

5/22(五)

09:30-16:30

會計人必備之核心職能與相關能力

黃 美 玲

6/8

4,800

鑫

6 / 12

7,000

彭 浩 忠

7 / 10

5,500

第五期 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及稽徵實務

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APR09

5/2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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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
書籍乙套

MAY09

5/25(一)

09:00-17: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Excel 在會計帳務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運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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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MAR14
MAR17

日期
5/25(一)&
5/26(二)
5/26(二)

時間
09:00-16:00
09:00-16:00

CH04-3

5/26(二)

09:30-16:30

CH04-4

6/9(二)

09:30-16:30

MAR11

5/26(二)

09:00-17:00

課 程 名 稱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合併報表關係人交易情境解析
NEW~財務會計部門之轉型與價值發揮
第四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成本會計運用實務
第四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管理會計與決策分析實務
IFRSs 2010 年與 2013 年正體中文版差異分析
第一期_創新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講師

時數/
VIP 扣點

費用

陳 政 琦

12/16

9,600

李 進 成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洪 老 師

7 / 12

7,000

朱 根 正

6/8

4,800

江 美 艷

3 / 5.5

3,000
【無折扣】

蔡 篤 村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CP01-1

5/27(三)

09:00-16:00

IFP01-1

6/9(二)

13:30-16:30

JUN01

6/9 (二)

09:00-16:00

CH04-4

6/9(二)

09:30-16:30

APR08

6/10(三)

09:00-16:00

利潤中心制度規劃與績效評估

王 忠 宗

6/8

4,800

JUN04

6/10(三)

09:00-16:00

HOT~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國 稅 局

6/8

4,800

JUN12

6/10(三)

13:30-16:30

NEW~公司經營權之競爭行為規範與實務案例解說

施 汎 泉

3/5

3,000

AG03-2

6/11(四)

09:00-16:00

侯 秉 忠

6/8

4,800

JUN13

6/11(四)

09:00-17:00

NEW~高說服力簡報與公眾表達技巧

陳 志 勇

7 / 10

5,500

APR12

6/11(四)

13:30-16:30

企業營運必備的風險管理機制

徐 潔 茹

3/5

3,000

JUN05

6/12(五)

09:00-16:00

企業資金規劃與長短期調度實務

李 進 成

6/8

4,800

APR14

6/12(五)

09:00-16:00

基層主管與儲備接班人必備的五大核心能力

王 慶 東

6/8

4,800

CP01-2

6/12(五)

09:00-16:00

朱 根 正

6/8

4,800

JUN06

6/15(一)

09:00-17:00

財務問題分析與解決對策(FPSP)

佘 通 權

7 / 10

5,500

APR19

6/15(一)

09:00-16:00

總務行政合約訂定與條款實務

姜 正 偉

6/8

4,800

IFP01-2

6/16(二)

13:30-16:30

江 美 艷

3 / 5.5

APR04

6/16(二)

13:30-16:30

股票相關留才工具之應用與評價

葉 崇 琦

3/5

3,000

JUN07

6/16(二)

09:30-16:30

企業成本管理與產品訂價實務

黃 美 玲

6/8

4,800

APR15

6/16(二)

09:00-16:00

大陸台商重要稅制實務解析

陳 彥 文

6/8

4,800

09:30-16:30

NEW~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

蕭 德 賓

12 / 16

9,600

09:00-16:00

IFRS 時代如何編製現金流量表以掌握經營績效

蔡 俊 明

6/8

4,800

JUN03
JUN08

6/16(二)&
6/23(二)
6/17(三)

有效運用採購策略規劃與管理，提昇企業經營績效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
財務流程管理及防弊設計
第四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管理會計與決策分析實務

第三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認識與編製財務報表

第一期_創新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採購價格策略分析與降低成本實務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
IFRS 15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3,000
【無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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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代號

日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講師

APR03

6/17(三)

09:00-16:00

NEW~預防存貨積壓及落實管控技巧

戴 冠 程

6/8

4,800

APR17

6/17(三)

09:00-16:00

大陸勞動人事管理爭議案例暨實務操作對策

陳 彥 文

6/8

4,800

陳 政 琦

6/8

4,800

劉 孟 錦

6/8

4,800

69

費用

VIP 扣點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APR07

6/18(四)

09:00-16:00

NEW~財會人員常用的 Excel 技巧：
零用金、預算控管與動態折舊計算

JUN09

6/18(四)

09:00-16:00

企業財會人員必備的法律觀念與自保之道
【加開場】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APR22

6/18(四)

09:00-16:00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
贈送《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

巫

鑫

6 / 15

8,000
【無折扣】

理運作實務, 共三冊》書籍乙套
APR16

6/22(一)

13:30-16:30

大陸稅務總體檢－重大新規與涉稅排查

林 信 佑

3/5

3,000

APR13

6/22(一)

13:30-17:30

HOT~營業秘密的保護與實務爭議解析

顏 雅 倫

4 / 6.5

4,000

CP01-3

6/22(一)

09:00-16:00

朱 根 正

6/8

4,800

IFP01-3

6/23(二)

13:30-16:30

江 美 艷

3 / 5.5

3,000
【無折扣】

JUN10

6/23(二)

09:00-16:00

IFRS 時代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編製暨會計處理

蔡 俊 明

6/8

4,800

APR18

6/23(二)

09:00-16:00

英文商務契約之撰擬、審閱及談判要點

高 忠 義

6/8

4,800

09:30-16:30

NEW~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

蕭 德 賓

12 / 16

9,600

JUN03

6/16(二)&
6/23(二)

第一期_創新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創新採購談判思維與案例解析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資本公積專題討論

APR10

6/24(三)

09:00-16:00

出納作業與金融往來實務

李 進 成

6/8

4,800

JUN11

6/24(三)

09:00-16:00

產品製造成本計算與生產績效分析實務

彭 浩 忠

6/8

4,800

侯 秉 忠

6/8

4,800

第三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AG03-3

6/25(四)

09:00-16:00

APR06

6/25(四)

09:00-16:00

營業稅重要解釋函令實務解析

國 稅 局

6/8

4,800

JUN14

6/25(四)

09:00-16:00

企業法律風險的防範與因應對策

劉 孟 錦

6/8

4,800

JUN02

6/26(五)

09:00-16:00

王 慶 東

6/8

4,800

財務報表分析與運用

NEW~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員工分紅制度設計與規劃
實務精修班

NEW~【台北】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實務案例精修】
NEW~最新專題講座、系列講座 DM……5 月 DM、6 月 DM、【台北】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
【台北】第四期_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台北】第三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台北】第五期-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台北】第一期_創新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台北】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員工分紅制度設計與規劃實務精修班、
【台北】職能導向課程之規劃與設計實作演練、【台北】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
NEW~* 2015 年度 VIP 特惠專案 申請表 【優惠自即日起至 05.20 止】
NEW~*企業內訓服務手冊下載
NEW~*最新出版品訂購單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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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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茲為(一)獎勵優良公司、發揮標

書名：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竿功能；(二)與國際接軌，提升國際形象；(三)資訊公開、擴大參與，提升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

資本市場品質等目的，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督導下，建置公司治

(上、中、下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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