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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少大型企業陸續爆發各項弊案，收取回
扣、虛報出貨、竊取營業機密…等案件層出不
窮；包括鴻海、南港輪胎、宏達電、大立光等大
型企業都曾發現弊案。而就在這兩日，在採購防
弊措施上一向被公認為標竿的台塑集團，仍舊發
生集體收賄的弊案，震驚各界，也讓人感嘆「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事件爆發後，筆者接受幾家媒體的採訪，更接
到客戶的來電，大家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堪稱
典範的台塑都發生這樣的事情了，企業到底應該
要如何控管以避免類似情況呢？」

在此，筆者根據法規環境面、公司治理面、以及
舞弊偵防面來探討並提出建議。

法規環境面

封面故事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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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而言，內部發現賄賂舞弊情事時，雇
主對於舞弊者最具威嚇效果的防制手段是訴諸
於刑罰，畢竟一般人對於刑罰的畏懼遠甚於民
事賠償。然而，目前我國相關法規針對賄賂行
為僅有規範公務員的行賄罪與收賄罪，對於私
人企業內部賄賂行為而言，尚無刑事制裁。
就我國現行法而言，依個案中賄賂舞弊的具體
情況，受賄者可能會以刑法的背信或詐欺等罪
嫌起訴，然這中間仍存在漏洞。以台塑案例來
說，收賄的員工可能會以背信罪移送法辦，但

現行法下尚無針對廠商行賄的相關刑事制裁。
也就是說，真正誘人於罪的始作俑者，在現行
法規下，恐難以治罪。

其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為了有效防止私部門
間不法貪腐行為，已有明文規範各締約國應針
對私部門間的不法貪腐行為擬定相關法令，包
含民事、刑事及行政處罰，台灣雖不在聯合國
成員內，但也於今年(104年)5月通過「聯合國
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將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內
國法化，承諾在3年內應將法規環境陸續建置完
備。因此，為有效防制企業間相互賄賂行為，
訂定行賄者的相關罰則，在降低企業貪腐上應
能發揮一定的功效。

公司治理面
公司治理機制，即是督促管理階層能夠做出對
組織最有利的決策，避免私利而造成股東、投
資人等利害關係人權益的損害，確保長期生存
與競爭力。然而，若僅透過制度設計、教育訓
練等方式，不見得能全然避免道德上的問題。
此時，治理層就需要在事發時，有一可獲知
訊息之管道，以能早期管理。根據舞弊防治
與調查協會(ACFE;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發布2014年的全球舞弊統計報告指
出，42.2%的舞弊事件是經由檢舉發現的；然
而，目前上市櫃公司雖遵循「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之要求建立相關檢舉機制，但根

據近幾年永續團隊在協助客戶檢視機制有效性
的過程中，發現50%以上員工不清楚公司舉報之
管道、80%以上之公司檢舉機制建立至今尚未收
到舉報案件；前述公司中，有40%以上的公司管
理階層曾私下針對公司可能的舞弊情事與筆者
所屬之舞弊調查團隊進行過討論，表示確有事
實存在，但機制明顯失靈。因此，建立＂有效
＂的吹哨者機制，對企業來說是刻不容緩的。

一般來說，有效的吹哨者機制應至少做到以下
幾點：
1.舉報管道暢通：公司應提供內外部人員各種舉
報管道，使其便於提出；管道可包含郵件、

2.傳統內部稽核員面臨挑戰：筆者曾赴內部稽
核協會演講透過資料分析手法進行相關查核
時，受到廣大的迴響，會後許多內部稽核人
員紛紛表示傳統的抽查方式已無法因應現在
的龐大企業資料量以及舞弊者的刻意歸避；
因此，內部稽核人員在需要因應企業環境提
升查核能力。

從舞弊偵防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再完善的控
制，都有弱點；只要有心人，有足夠耐心之
下，最終都能突破，因此控管設立固然必要，
企業更應隨時調整並設立偵測機制，以期能即
時發現異常。

電子郵件、網站、電話、傳真…等，管道愈
多元，愈能擴展舉報來源。
2.舉報者資訊保密：許多企業即便提出高額獎金
都未能有效增加舉報件數，主要原因出自於
舉報者擔心身份曝露；因此如何做好保密使
人能安心舉發，對於成功的檢舉制度而言是
一大重點。
3.案件的確認與過濾：一旦暱名舉發被有心人士
利用，可能成為黑函的散布工具，因此針對

偵測機制除針對流程控管角度進行設置外，建
議也可在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下，針對員
工的行為模式與交往關係部份進行瞭解。舉例
來說，當發現員工有龐大的債務、對工作不
滿、與供應商來往密切、與客戶來往密切、未
曾請假…等情況，都有可能是舞弊前兆的警
訊，企業若能即時發現並介入瞭解，將可有效
遏止舞弊情事的發生。

各項舉報案件的確認與過濾機制，也是檢舉
機制是否成功的關鍵。

舞弊偵防面
目前發生弊案的多家公司，皆為上市櫃公司，
其中不乏大型的集團，其內部控制的強度相信
都在一定水準之上，但仍舊無法阻擋弊案的發
生？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

結語
從風險管理角度來說，弊案發生風險不可能會
降至0，因此對於企業而言，透過事前的盡力
防範到布建天羅地網的偵測機制以即時有效地
遏止舞弊情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企業
應做好最壞的準備，思考一旦不幸的事件爆發
後，應如何擬定訴訟策略、應如何回應媒體問
題、如何重建客戶與股東信心….等，以使企業
能安然渡過危機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1.企業內部控制制度未定期更新：近來包括個人
資料保護、營業秘密保護、食品安全…等議
題，使得相關主管機關的法規變化快速，再
加上各項新興科技運用而造成企業內部流程
的劇烈改變，流程一旦改變，新的漏洞將可
能即時重新檢視並調整相關控管，往往給有
心人可趁之機。

封面故事

能產生，然多數企業在面臨這些變化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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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IASB」）終於在2014
年7月24日發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簡稱
“IFRS 9＂）『金融工具』最終版本，其內容包
括Phase 1“分類與衡量＂、Phase 2“減損＂及
Phase 3“避險會計＂，未來將全面取代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簡稱“IAS 39＂）「金融工具：認
列與衡量」之規定，並預計於2018年1月1日正式
適用。其中Phase 2“減損＂規定繼2009年底IASB
提出IFRS 9 『金融工具：攤銷後成本及減損』
草案（Exposure Draft）、2011年1月公布『金融
工具：減損』補充文件（Supplement to Exposure
Draft）、於2013年3月7日再次發佈之IFRS 9『金
融工具：減損』草案（Re-Exposure Draft），共歷
經了將近5年的討論，由此可見IASB對IFRS 9減損
規定的謹慎程度。

IFRS 9準則概述

封面故事
勤業眾信通訊
8

IFRS 9減損評估改採預期信用損失（Expected Credit
Losses, ECL）減損模式，其強調需參考前瞻性
（Forward-Looking）資訊，所以更依賴未來的預
期，也需要更多的主觀判斷，對金融業的財務報
表衝擊最大，金融機構最關心的議題莫過於金融
資產未來將採用的預期信用損失（Expected Credit
Losses）與現行IAS 39已發生損失（Incurred Losses）
減損規定相比可能增加減損損失的幅度，以及對未
來營運模式或績效可能造成之衝擊等，然而主管機

關的態度及政策仍是金融機構決定是否儘早執行
IFRS 9導入規劃的重要指標。

未來符合IFRS 9減損之應評估資產將依據信用品
質區分為三個階段（Three Stages），風險由低
至高為Stage 1, 2及3。與現行減損規定相比較，
具減損客觀證據群組將相當於Stage 3的資產群
組，而無減損客觀證據群組未來依IFRS 9規定
將需再一分為二（Stage 1及Stage 2）。依IFRS
9規定，Stage 1資產將認列未來12個月之預期
信用損失（12-month expected credit losses），
Stage 2及3資產將認列存續期間之預期信用損失
（Lifetime expected credit losses），以房貸為例
之說明如下表。

依台灣實務經驗，房貸平均約7~10年將會還清
或轉貸，故有效存續期間可能長達7~10年，所
以對企業影響較大的將是如何評估Stage 1移轉
至Stage 2之定義，因其預期信用損失金額將大
幅增加。

在IFRS 9中，有效利率及有效利息法之計算概念
與IAS 39規定相同，然而因台灣主管機關未強制
要求落實有效利率及有效利息法之計算，故對
許多金融機構而言，仍是需待進一步評估及了
解之項目。

Deloitte Taiwan screen 2013

IFRS 9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原則架構
依各階段不同信用品質定義估計預期信用損失
No

Stage 1
規則：所有新產生之金融
資產將被分類為 stage 1

Yes
Stage 2

Stages
之間的
移轉
於評價基準日
屬低信用風險之
金融資產
(例如：屬投資等級)

No

信用風險是否已
顯著增加?

例如：逾期30天
(可依據實際情況
進行調整)

No

初步辨識

是否已產生
creditimpaired?

購入或原始產
生之金融資產
是否已產生信
用減損
(creditimpaired)

幾乎同
IAS 39之規
定

Yes

Yes
Stage 3

例如：逾期90天
(可依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預期
信用損失
之認列

未來12個月之預期信用損失
12-month expected credit
losses

存續期間之預期信用損失
Lifetime expected credit
losses

折現率

有效利率(“EIR”,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有效利率(“EIR”,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利息收入認
列基礎

帳面價值總額

帳面價值總額

1

存續期間之預期信用損失
Lifetime expected credit
losses

有效利率
(EIR)

信用調整後有效
利率(Creditadjusted EIR)

帳面價值淨額
©2015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

表一：IFRS 9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原則架構

信用品質

預期信用損失計算公式1

Stage 1

ECL第1年 ={ [ EAD第1年 × PD第1年 × LGD第1
年 ], EIR }

計算未來12個月之ECL

ECLn年 ={ [ ECL第1年+ECL第2年+…+ECL第n年
= EAD第1年 × PD第1年 × LGD第1年 + EAD第
2年 × PD第2年 × LGD第2年 + … + EAD第n年
× PD第n年 × LGD第n年 ], EIR }，n為有效存續
期間

計算存續期間之ECL

Stage 2

Stage 3

說明

封面故事

1
ECL, Expected Credit Loss預期信用損失；EAD, Exposure At Default違約暴險額；PD, Probability of Default違約機率；LGD,
Loss Given Default違約損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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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因應IFRS 9之現況
主管機關為因應IFRS 9導入，目前初步規劃於今年
下半年先進行IFRS 9內容宣導，且規劃金融機構
於2016年交付初步試算影響數。保險局經評估該
準則對壽險業有一定程度之衝擊，已於2015年初
發函請保險公會轉知會員公司成立專案小組規劃
相關事宜，並應於2016年初產出試算影響數；銀
行公會則於2015年7月委託外部顧問進行因應IFRS
9實施之研究案，預計銀行業者最晚亦應於2016
年下半年交付初步試算影響數。有鑑於絕大部分
金融機構對於準則內容並不了解，Deloitte台灣在
IASB發佈IFRS 9『金融工具』最終版後，立即邀請
Deloitte 歐洲會員所IFRS 9專家來台舉辦研討會，
分享歐洲實務經驗並與主要金融機構進行面對面
的訪談，除了了解台灣金融機構於IFRS 9導入時
可能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進一步也與Deloitte台灣
IFRS 9團隊合作提出台灣金融機構因應IFRS 9之工
作規劃。

Deloitte最新發佈IFRS 9全球第五次調查
Deloitte為協助金融機構了解IFRS 9對於財務報表
之衝擊，並藉此協助金融機構提前準備因應計
畫，於2011年起針對IFRS 9議題展開全球調查，
並於2015年發佈了最新第五次全球調查結果。問
卷對象來自全球各地59家主要銀行集團，其中包
含17家國際重量級銀行，地區涵蓋歐洲、中東與
非洲、亞太地區及美洲。探討業界對於實施IFRS 9
預期信用損失（Expected credit losses）將面臨的
挑戰，以及提供予客戶、主管機關以及廣大之市
場針對未來如何因應減損評估的導入提供指引。
此調查的重大發現彙整如下：
• 多數國際型的銀行估計在IFRS 9/ FASB CECL
(current expected credit loss)的規定下，信用暴
險將導致各類資產之放款損失準備將增加達
50%；

封面故事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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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新規定下，75%的受訪銀行預期銀行財務報
導將對於主管機關監管更有助益；

• 調查顯示40%的受訪銀行認為主管機關對於新
規定的解釋/說明，將有重大影響，且60%的受
訪銀行認為審計人員將扮演主要角色；

• 與上次調查時銀行預期導入之總預算相比，銀
行預期導入IFRS 9減損新規定之總預算已增加
一倍；

• 受訪銀行中有60%認為自身並沒有足夠的技術
資源能夠完成IFRS 9/ FASB CECL專案，且其中
25%的銀行更懷疑市場中是否能有足夠的技術
及資源能補足銀行本身能力的不足；

• 受訪銀行中有85%認為預期信用損失之準備
將超越Basel所規範的要求，且大多數來自於
「Stage 2」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之準備。

Deloitte建議未來IFRS 9之工作規劃
為因應IFRS 9預期信用損失（Expected Cred it
Losses, ECL）對於金融機構之影響，Deloitte建議
金融機構未來之工作規劃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評估及分析
了解現行規定與IFRS 9規定之差異將是金融機構當
務之急，除了解會計差異外，建議金融機構亦應
進行初步的財務衝擊試算分析，以進一步了解首
次適用之影響有多大、受衝擊影響較大之資產組
合為何、重大影響因子為何、壓力情境下之備抵
呆帳提列金額會如何改變、及是否必須調整營運
模式等。且建議金融機構依據會計差異分析與財
務衝擊影響數結果設計公司未來IFRS 9導入藍圖規
劃，使公司快速接軌IFRS 9導入之工作。此階段若
有效執行將可大幅降低第二階段方法論建立執行
時所需之時間及成本。

第二階段 方法論建立
本階段是IFRS 9導入前的關鍵階段，建議工作項
目包括評估可行之減損方法論並建置最終減損
方法論及相關減損參數模型、分類與衡量機制的
建立、相關會計制度/內控制度/風控制度等之調
整，且建議依最終減損方法論進行進階減損試算
及分析。根據Deloitte IFRS 9全球第五次調查的結
果顯示，有60%受訪者認為金融機構本身並沒有
足夠的技術及資源能夠完成IFRS 9導入專案，因此
建議金融機構可諮詢顧問或專家，以使IFRS 9導入
更有效率及效果。

Deloitte Taiwan screen 2013

IFRS 9評估目標與建議未來之工作規劃
依據專案目標與需求，Deloitte 將協助提供導入IFRS 9之諮詢顧問服
務
第一階段
評估及分析

第二階段
方法論建立

第三階段
系統建置/整合

會計差異分析

方法論建立

系統/報表需求評估

+

+

+

財務衝擊分析

+
未來藍圖規畫

分類與衡量機制建立/
會計等制度調整

流程設計及整合諮詢

+

+

進階試算及分析

系統產出報表之驗證

表二：IFRS 9建議未來之工作規劃

第三階段 系統建置及整合

結語

經過第一階段之評估及分析與第二階段之方法論
1
建立後，金融機構可能考量是否於現行IAS 39系統
下進行升級或重新建置IFRS 9系統，經評估後可能
又面臨是否自行升級/建置或委託外部系統廠商升
級/建置，而這些都需經過事前審慎評估的。不管
是升級或重新建置，此階段公司皆需提出系統及
報表需求，並執行流程規劃及對系統產出結果進
行驗證，且持續進行追蹤、管理及改善。

Deloitte分析IFRS9 減損認列的方式將可能會對金
©2015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融機構帶來衝擊，包含會計、信用風險認定、資 .
訊、內控及資產分配等，因此建議台灣各金融機
構應及早準備並尋求外部專家的協助，依據外部
顧問之經驗執行檢視及規劃可節省自行研究所需
投入的時間與成本，以因應2018年全面實施之影
響。

封面故事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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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袁金蘭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BEPS深入解析 - 國內消息

BEPS 第5項行動方案考量透明度及
實質性有效防杜有害稅收之措施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袁金蘭會計師、王昭悌協理

許多國家透過優惠稅制吸引跨國企業至該國投
資，為防止跨國企業濫用優惠稅制，造成主要
收入來源國的稅基侵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公布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成果報告
中之第5項行動方案，擬定了何謂有害優惠稅制
的框架、要求各國的優惠稅制必須要在企業有實
質營運活動下方可享有，並要求透過強制性的自
動情報交換加強透明度。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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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斷有害優惠稅制的框架下，包含了4個主要
因素及8個其他因素，需全面性評估後來判斷是
否係潛在有害的優惠稅制(whether a preferential
regime is potentially harmful)，一般如果符合免稅或
課徵低稅率加上符合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其他因素
(4個主要因素及8個其他因素即為潛在損害優惠稅
制。為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理財中心，台灣陸續開
放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OSU)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的業務，吸引境
外資金，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OBU、OSU及OIU
的境外所得，均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以下筆者
依第5項行動方案發布的框架，初步就法令規定
檢視台灣OBU、OSU及OIU的優惠制度是否為第5
項行動方案所稱之有害稅收措施。

經上述初步就法令分析，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因不符
合免稅或低稅的要件，雖有部分因素可能符合，應
不構成第5項行動方案定義之有害優惠稅制。

第5項行動方案亦要求各國的優惠稅制必須要在企
業有實質活動下方可享有，其中無形資產有關的優
惠稅制被廣泛討論。在第5項行動方案中提出多種
方式如何判定實質營運活動，廣為接受的是關聯法
(Nexus approach)。在關聯法下，如果是費用的抵減
優惠，只有從事R&D有關的活動可以享受優惠稅制;
優惠稅制如果是與收入有關的抵減，獲得優惠的收
入應與創造該收入的支出應有直接關聯。關聯法下
認為無形資產的優惠，應該要透過納稅義務人的自
主研發活動取得，方可享有，僅透過購買或非由納
稅義務人自身承擔提供的研發實質活動，不可或應
該有限度的享受租稅優惠。這個概念與我國產業創
新條例及公司研究發展投資抵減辦法，要求納稅義
務人研發活動要具備創新性並以自主研發能力為原
則之概念不謀而合。
2015年2月，OECD通過與無形資產有關的優惠稅制
必須經過修正後關聯法(Modified Nexus approach)的檢
視，修正後關聯法就購買或外包研發活動的支出限
額做出了明確規範，如不符合修正後關聯法的優惠
稅制，應不晚於2016年6月修正相關優惠稅制，適
用現有優惠稅制的納稅義務人，2021年後應不再享
受優惠稅制。

在OECD 以第5項行動方案要求各國需檢視有害的優
惠稅制是否會造成他國的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未
來各國如何利用租稅競爭力吸引外人投資，以發展
經濟將是一大課題。

OBU、OSU及OIU的所得

第5項行動方案考慮因素

1.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金融機構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OBU、OSU及OIU的境外所得，均免徵17%營利事業所得稅，
然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60條之1第1項及所得稅基本稅額條
例，應課徵12.5%基本所得稅稅額。

四個主要因素

1.

對移動性活動(如金融或服務)所
得免稅或課徵低稅率

X

2.另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3條第1項第3款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
之著名外國銀行亦得設立OBU分行。參照民國72年立法意旨，
係為吸引再我國境內並無辦事處或分行之外國銀行來台設立
OBU分行。在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給予免稅待遇，又不適用國內
法納稅之規範，似為外國銀行開了一扇免稅之門

2.

3.

該稅制與國內經濟隔離
稅制缺乏透明度
(如缺乏監管或財務揭露)

Δ

主要經營境外金融業務
金管會嚴格監管，會計年度終了相關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及

X

損益表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0條、第22-8條
及第22-17條)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18條、第22-8條及第22-17條規定OBU、OSU

4.

稅制缺乏有效資訊交換

X

及OIU，除依法院裁判或法律規定者外，對第三人無提供資料之
義務。

1.

人為定義稅基

X

需遵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就境外交易免稅
1.指定銀行/分公司分別代為處理OBU、OSU及OIU之各項業務，向
OBU、OSU及OIU行收取合理對價以支應其營業費用者，該收
入應列為指定銀行/分公司之所得，並依規定申報繳稅；指定

2.

未依循國際移轉訂價準則

X

銀行/分公司未分別向OBU、OSU及OIU收取對價時，其代為處
理各項業務之費用，不得以費用列支。(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4-1條、第22-5條及第22-14條)
2.OBU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限制應遵循相關規定(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八個其他因素

第5條及第5-1條)

3.

外國來源所得在當地免稅

Δ

4.

可以議定稅率或稅基

X

5.

存在保密條款

X

給付境外保險給付、利息及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時，免予扣繳
所得稅。(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16條、第22-7條及第22-16條)
需遵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18條、第22-8條及第22-17條規定國OBU、
OSU及OIU，除依法院裁判或法律規定者外，對第三人無提供資
料之義務。
台灣目前簽署並生效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計28個，相較荷蘭108

6.

綿密的租稅協定網

X

個或中國的99個(2012年資料) 租稅協定，台灣並未構成綿密的租
稅協定網
除境外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外，境外交易，亦免徵印花稅、

尋求租稅最小化的工具

Δ

營業稅。OBU、OSU及OIU的設立主要係吸引境外資金，建構我國
成為亞太理財中心，故租稅負擔相較國內為低，然是否會因此成
為國際性金融機構尋求租稅最小化的工具，尚待進一步觀察。

8.

鼓勵以稅收為目的且沒有
實質性的營運活動

X

需經營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範之業務(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4條、
第22-4條及第22-12條)
X不符合;Δ可能符合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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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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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一、BEPS第13項行動方案(移轉訂價文據
及國別報告指導原則)

(5)資本與股本；

1.西班牙政府發布新法令，明訂企業須
提交國別報告

(7)有形資產及不動產投資；

西班牙政府發布新的公司所得稅法，並明訂西
班牙企業須提交國別報告之義務，茲將內容敘

(6)員工人數；

(8)各國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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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如下:
西班牙政府規定在國別報告相關之會計年度結
國別報告提交義務人

束日次12個月內須提交國別報告。倘若集團營

(1)母公司在西班牙其集團營收在7億5仟萬歐元

收在7億5仟萬歐元以上者，需提交國別報告、

以上；
(2)直接或間接被外國母公司控制之西班牙子公
司或常設機構，且符合下述條件之一：
• 外國母公司指派西班牙子公司或常設機構準備
國別報告相關文件；
• 外國母公司所在國家無類似西班牙須提交國別
報告之法令；
• 外國母公司所在國家與西班牙政府未簽訂自動
資訊交換協議或所簽署之協議已失效。

全球檔案與當地報告；集團營收在4仟5佰萬歐
元以上及7億5仟萬歐元以下者，則僅須提交全
球檔案與當地報告；若營收在4仟5佰萬歐元以
下者，則只要提交當地報告。

2.澳洲政府發布國別報告實施草案
澳洲政府近期發布國別報告實施草案，此草
案發布目的係為了配合OECD於2015年6月8日
發布之國別報告的施行方案(Implementation

國別報告內容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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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並加強對於跨國企業有進行租稅規
避與利潤移轉之計畫進行懲罰。此草案適用於

(1)收入（含受控交易及非受控交易）；

年收入在美金1億元以上之跨國集團，並預計將

(2)稅前淨利；

於2016/1/1開始執行，企業最晚須於2017/12/31

(3)所得稅費用(含扣繳稅款)；

提交相關資料於澳洲稅務局(Australian Taxation

(4)當年度應付所得稅(含扣繳稅款)；

Office，ATO )。

資料來源:
1.Dbriefs 微播(2015/07/28) ；
2.Deloitte Global TP -Arm's Length Standard: August 2015
《Spain issues new corporate income tax regulations,
including CbC reporting requirements 》；
3.Tax @ hand 《Australia releases draft CbC and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

二、BEPS第2項行動方案(消除混合金融
工具安排之影響)
澳洲政府正在進行如何實施消除混合金
融工具安排
澳洲財政部要求澳洲政府稅務理事會（The
Board of Taxation，以下簡稱稅務理事會）對於
消除混合金融工具安排(anti-hybrid rules)制定法
令及執行相關商議。稅務理事會應確認關於以
下4點的執行策略:
1.宣布消除雙重不課稅的目標；
2.執行之經濟成本；
3.納稅人遵循成本；
4.澳洲國內法規(如負債權益比率)、國際間之義
務(如租稅協定)與消除混合金融工具安排新法令
間之交互影響作用。

稅務理事會將被要求於2016年3月向澳洲政府報
告，以使此議題能成為2016年澳洲聯邦預算法
案之一部分。
資料來源:
1.Dbriefs 微播(2015/07/28) ；
2.澳洲稅務理事會(The Board of Tax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新聞稿。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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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陳光宇
稅務部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英屬維京群島 / 印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營運長、洪于婷協理

英屬維京群島
公布FATCA更新指引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國 際 稅 務 處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a x
Authority)於2015年3月24日公布新版FATCA指
引要點（Guidance Notes on the International
Tax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Legislation
Implement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Tax Compliance, Version
2.0）。新版之指引要點取代原於2014年7月發佈
之初版指引要點。本文摘要相關之英屬維京群
島法令，並著重於多項更新之規定暨相關資訊
申報期限及方式。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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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維京群島已分別於2013年11月28日及
2014年6月30日與英國及美國簽訂跨政府協議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依據跨政府協
議，英屬維京群島之金融機構需辨識所有相關
應申報之帳戶，並向英屬維京群島政府申報英
國人或美國人於英屬維京群島當地所持有之金
融帳戶。英屬維京群島政府則須每年向英國或
美國政府遞交這些帳戶資料。跨政府協議之目
的在於降低英國或美國個人藉由境外金融帳戶
或境外投資公司(offshore vehicles)達到稅務規避
之可能性。

前述跨政府協議係基於英屬維京群島既有兩項
法規而執行。此兩項法規分別是「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ax Matters) Act 2003(as amended)」及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ax Matters)(No. 4)」，
以下合稱為「稅務互助規定(BVI Regulations)」。
英屬維京群島財政部擬於2015年間新增稅務互
助規定之施行細則，以規範相關罰則並將改變
之申報時程納入法規。

FATCA指引要點之目的係提供英屬維京群島金融
機構遵循英美跨政府協議之實務指引。自2014
年初版指引要點發佈以來之法規變動皆已納入
FATCA指引要點，其中包括申報期限之變更、金
融機構註冊之細部規定、提交申報資料之作業
細節，以及與英國簽訂之跨政府協議中相關名
詞定義及指引。雖然該指引要點非為稅務互助
規定之一部分，亦無法律位階之效力，但仍對
於資料交換之執行具有重要的實務參考價值。

英屬維京群島金融機構依法可分為「應申報之
英屬維京群島金融機構(reporting BVI financial
institution)」及「無須申報之英屬維京群島金融
機構(nonreporting BVI financial institution)」兩大
類，金融機構就其二者只能擇其一。「無須申
報英屬維京群島金融機構」係符合與美國跨政
府協議中附件二(Annex II)所訂之豁免條件者，如
符合「視同遵循(deemed compliant)」、「提供
所有人書面資料(owner-documented)」或「豁免
之最終受益人(exempt beneficial owner)」等條件
之金融機構。區分各類法人身分係為FATCA遵循
程序之第一步。

依照新版之指引要點，應申報之英屬維京群島
金融機構提交2014年應申報帳戶之截止日期已
延至2015年6月30日，惟爾後每年年度申報期限
為次年5月31日。應申報之英屬維京群島金融機
構將透過「金融帳戶申報系統(the BVI Financial
Account Reporting System)」進行網路申報，以遞
交申報資料予國際稅務處。該系統允許應申報
金融機構以人工方式將申報資料逐筆輸入，或
透過上傳XML格式資料檔(即依照美國國稅局(IRS)
規定FATCA XML格式之檔案)之方式進行。

者財務顧問之成功公費(success fee)仍將被視為
「技術服務報酬(fees for technical services)」，需
於給付時依法扣繳稅款。

金融帳戶申報系統係為公開之網站。已向美國
IRS註冊並取得全球金融中介機構辨識碼(GIIN)之
應申報英屬維京群島金融機構或贊助遵循法人
(sponsoring entity)須先於該金融帳戶申報系統註
冊後，方得使用該系統。該系統註冊乃為一次
性之登記手續且須經由國際稅務處核准。金融
機構或贊助遵循法人可指定一位主要系統使用
者及最多四位次要系統使用者。國際稅務處並
不會驗證金融機構送交之資訊，但會監督各金
融機構遵循當地法令之情況，並於不遵循情況
發生時，依稅務互助法規之規範處分。不遵循
情況甚至會導致罰鍰。

根據所得稅法Section 9(1)(vii)規定，除非可以證
明非居住者所提供之服務係為境內給付方之境
外商業或專業使用，或是用來賺取印度境外所
得，否則印度境內給付方支付給非居住者之技
術服務報酬將依據來源地原則課稅(source-based
taxation)。來源地原則規定無論非居住者在境內
是否有住所、營業場所、或商業連結(business
connection)，抑或非居住者是否在印度境內提
供服務，非居住者向印度境內給付方收取之技
術服務報酬應課徵印度所得稅。所謂「商業連
結」係用以判定非居住者在印度之納稅義務存
在與否。非居住者之營業所得若透過在印度之
商業連結產生或來自印度之資產或印度來源所
得，且此所得可歸屬於印度境內營運而產生
時，將會被視為印度應稅所得。

展望未來趨勢，各國政府間之稅務資訊交換
將更加自由。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已依FATCA之透明性及其資訊交換原則制訂了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英屬維京群
島已成為先行採用CRS之國家，並將依時間表於
2017年開始實施相關資訊交換。前述新發佈之
英屬維京群島FATCA指引要點、稅務互助規定及
金融帳戶申報系統之制訂及開發皆已考慮到如
何配合未來相關國際標準之適用。

印度
最高法院判決成功公費應視為技術服務
報酬

• 案件背景
印度能源公司GVK與瑞士公司ABB Projects &
Trade Finance International Ltd. (以下簡稱ABB)簽
訂服務合約，委託ABB協助GVK就其天然氣發電
計畫於印度境內外募資提供顧問服務。ABB提供
之顧問服務包括：

1.針對此計畫設計綜合性財務模型；
2.協助獲取最佳條件之貸款，包括出口信貸代理
機構(export credit agencies)的協助；
3.協助貸款協商與文件準備；
4.順利及迅速地完成該財務專案。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印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在2015年2月18
日對GVK Industries Ltd(以下簡稱GVK)乙案作
出判決。最高法院依據1961年版之所得稅法
（Income-tax Act 1961）判決即使外國財務顧問
(非為印度稅務居住者)之營運地點在印度境外及
服務皆在境外提供，印度給付方支付予非居住

印度稅法定義「技術服務報酬」為提供管理、技
術或諮詢顧問等服務(包含技術服務或其他人事服
務)之報酬(含一次性給付)，然而此項定義並不包
括建築、組裝、採礦及其他類似之服務，後者之
報酬通常係以收受方之薪資所得名義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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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服務內容，GVK將會支付其所獲得總貸款
金額之0.75%予ABB，倘若ABB最後未能協助GVK
獲得貸款，則GVK將不會支付此項服務費用，因
此稱為成功公費(success fee)。

GVK身為印度扣繳義務人，向印度稅務機關申
請「無反對證明 (no objection certificate)」，請
求稅務機關核准其支付予ABB之成功公費免予扣
繳。基於以下兩個原因，GVK認為成功公費非屬
印度課稅所得：

1.依據所得稅法規定，由於ABB在印度境內無商
業連結，且所有服務於境外提供，該服務報
酬並非ABB於印度境內提供服務所發生或被視
為在印度發生；且
2.由於ABB未提供任何在印度稅法定義下之技術
服務，因而該成功公費不會被認定為技術服
務報酬。(GVK並未申請適用印度-瑞士租稅協
定，因為該費用係於1994年印度-瑞士租稅協

根據最高法院之見解，主要爭議點在於ABB提供
之服務是否為「諮詢顧問服務」。最高法院發
現該名詞並未定義於所得稅法中，但「諮詢顧
問」一詞在法律見解及字典之定義是一般性而
且普遍的，最高法院認為「提供建議或意見」
即構成所謂的「諮詢顧問」。由於ABB所聘用之
財務顧問具有專業知識及技術(他們能設計財務
模型以協助爭取融資及貸款)，因此ABB所提供之
服務即為諮詢顧問服務。綜上所述，成功公費
符合所得稅法Section 9(1)(vii)規範之技術服務報
酬，故應按印度扣繳稅率扣繳。

此為最高法院目前唯一針對諮詢顧問服務定義
所做出之判決。然而，由於本案不適用租稅協
定，最高法院並未解釋在租稅協定下技術服務
報酬之定義。因此，雖然此判決之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是對於其他依租稅協定內容解釋技術
服務報酬之類似案件影響有限。原因是相較於
國內法，租稅協定對技術服務報酬之定義較為
嚴格。

定生效之前支付。)

在印度稅務機關拒絕GVK針對支付ABB之費用無
須扣繳之申請後，GVK向Andhra Pradesh高等法
院上訴。高等法院同意GVK的第一個爭點，判決
ABB在印度並無商業連結，但其否定GVK對來源
所得之看法，因而判決GVK給付予ABB之成功公
費係為應稅之技術服務報酬。是以，GVK就此案
再向最高法院進行上訴。

• 最高法院之判決
最高法院同意Andhra Pradesh高等法院之判決，
認為ABB在印度並無商業連結。由於商業連結之
爭點已獲確認，且並無租稅協定之適用，最高
法院只需判定成功公費是否符合所得稅法Section
9(1)(vii)定義之技術服務報酬。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18

最高法院之判決係於GVK申請印度稅務機關核
發無反對證明之二十年後方才宣告。顯而易見
的，延遲宣告判決之主要原因係因GVK曾經申請
釋憲，但最後卻停止釋憲案，因而導致最高法
院之判決延遲宣告。

Tax 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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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 蘇格蘭所得稅制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楊俐珊協理

概要
隨著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落幕，蘇格蘭國會對國
家整體稅負掌權持續增強中。雖蘇格蘭國會有
權影響英國所得稅制，但此權利一直未行使。
而此情況將隨著2016年4月6日生效之蘇格蘭所
得稅制 (SRIT)改變，由於新的立法提案，賦予蘇
格蘭國會更多掌控稅負之權利。

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目前正和相關單位(其中包
括勤業眾信)商討實施SRIT伴隨之問題，。為了
使SRIT能於2016年4月順利實施，立法機關也將
尋求更多專業意見。

SRIT將適用於非儲蓄型所得，包含大多數所得如
勞務所得、執行業務所得、退休金、合夥所得
及租金收入等。

2.蘇格蘭之納稅義務人
蘇格蘭納稅義務人定義尚待英國稅務及海關總
署釐清; 然而，預期將定義為原英國稅務居民但
其主要居住地位於蘇格蘭者。多數狀況下該定
義可明確區分，但當個人於年度中遷出或遷入
蘇格蘭，或擁有兩個以上固定住所，將使狀況
複雜化。而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定義為蘇格蘭之
納稅義務人，該認定將適用該全年，不得再選
擇部分課徵SRIT或部分課徵英國所得稅。

重點說明
1.運作方式
隨著SRIT於2016年4月6日生效實施，原適用英國
稅率的蘇格蘭納稅義務人，其適用之英國稅率
將減少10%，並由SRIT取而代之。
英國稅率

進階稅率

額外稅率

20%

40%

45%

基本稅率

進階稅率

額外稅率

SRIT 9%

19%

39%

44%

SRIT 10%

20%

40%

45%

SRIT 11%

21%

41%

46%

英國基礎稅率

SRIT稅率範例

3.薪資給付
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將運用現有內部紀錄來評
估每個個人是否屬於蘇格蘭納稅義務人，並重
新配發S開頭稅籍編號(例:S1000L)。與現有稅籍
編號一般，雇主須依照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指
示，運用稅籍編號給付薪資。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基本稅率

就國際稅務立場上，英國及蘇格蘭還是視為同
一國家，若個人不視為英國居住者，其亦不視
為SRIT之納稅義務人。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也確
認SRIT適用英國與他國簽署之租稅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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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薪資給付軟體能於SRIT實施前及時更新調整，
大部分薪資給付運作應可維持現狀。但少部分表
格及申報將因SRIT之實施，有所變動。

4.總結
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將負責判定誰具有蘇格蘭納
稅義務人身份，雇主也應同時檢視目前人事及薪
資系統，評估哪些員工可能受到影響並知會其員
工須直接與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洽詢更改稅籍編
號事宜。另外，年終應進行之各項流程如年度申
報也須重新檢視並做適當調整。

勤業眾信觀點
目前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與各相關單位商討結論
指出，其首要工作為有效率與可能成為蘇格蘭納
稅義務人之個人溝通並闡明雙方責任。如此，
SRIT將不會造成雇主額外負擔。也期望英國稅務
及海關總署出具細則澄清問題以確保SRIT能有效
率地實施。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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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孝
稅務部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台資銀行面對中國營改增改革
應注意的稅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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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王集忍協理

2012年1月1日上海率先實施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以下簡稱＂營改增＂)改革試點至今，營改增試
點已取得明顯的經濟和社會效應，試點地區已
於2013年8月推廣至全國，試點行業的範圍更
擴大至交通運輸業、部分現代服務業、郵政服
務業以及電信行業。根據政策規劃，營改增將
於“十二五＂期間全面推廣至證券、銀行、基
金、保險等金融行業。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正加
緊調研金融業的營改增政策並評估其影響，預
計新政將不晚於2016年初實施。

實施的營改增改革，其未來將面對的挑戰簡單
說明如下:

一、交易對方管理
公司應重新整理確認交易對方的納稅人資格及
信息登記，重新檢視及修改現有合約，包括如
何進行價稅分離，並反映在資訊系統等。公司
也應建立溝通管道，讓交易對方了解公司最新
的政策。

二、交易收入的辨認與處理
中國大陸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曾表示希望在
中國大陸採用現代增值稅制，向多種金融服務
徵收增值稅。其好處包括各項支出對應的增值
稅不再是公司的成本，實現進項稅額的抵扣，
更徹底避免重複徵稅以及企業消費者一般可以
取得進項稅進行抵扣。但是金融業實施增值稅

由於這些年來台灣金融業至大陸設立子行、分
行和辦事處，從事的存放款、拆借及其他投資
服務業務，交易複雜度高。台資銀行面對即將

三、進項稅額的管理
例如如何將進項稅額和各項服務相對應，在無
法對應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如何處理各分支機
搆之間進行交易的進項稅金；總部層面如何進
行進項稅額的歸集；如何準確建立不可抵扣進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後，採用增值稅一般徵稅方式，將對公司的業
務流程、內控流程、系統改造、訂價體系、過
渡期方案等提出了更高的合規和管理的要求、
增值稅一般徵稅方式合規管理工作將大大增加
公司的合規成本，如：軟硬體系統的開發更
新，稅務管理團隊的增設，人員的培訓等。

由於銀行業從事業務包括直接收費交易、存貸
款交易、間接盈利交易及一般商品買賣等業
務，負責單位應了解不同業務相對應的不同增
值稅率、交易業務中涉及的是應稅、免稅或零
稅率、計稅基礎是全額還是淨額徵收等議題。
透過稅務內控制度的事前釐清與規範，將可以
清楚的劃分不同業務收入以及相對應的進項稅
金。另外如交易的視同銷售、混業經營、跨境
服務及減免稅的規範，將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稅
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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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稅額的項目清單，並反應在系統中；存在適
用不同徵收方式的，即一般徵收方法、簡易徵
收方法和免稅，相應的可抵扣的進項稅額如何
確定，以及進項轉出的比例的劃分方式及金額
的計算如何確定。

六、特殊交易，注意營改增後的後續發展

四、稅務合規性遵循

由於金融業營改增的工作複雜度甚高，外部環
境包括與國稅、地稅機關、銀監會及財政部的
溝通、面對不明確的涉稅事項，如何爭取有利
的稅務處理；內部環境包括發票管理、進項稅
管理、稅務申報管理以及資訊系統如何即時並
正確的處理交易等，均是公司管理層應該要正
視的議題。

公司如何在全程流程中管理增值稅發票；如何
實施業務與金稅系統自動連接；如何處理分支
機構之間的交易的進項稅額等；稅務申報的過
程如何安排；稅務局如何進行稅務稽查的管
理；預徵率如何確定；省各機構間進行交易
時，機構是否需要開具發票；其他業務是否也
要按照彙總繳納處理等。這些合規性要求均可
透過制定稅務內控制度規範之。

五、其他稅種徵管的管理
由於金融業務性質複雜，一項交易涉及可能包
括服務提供和其他商品買賣，所以除考慮營改
增的影響外尚須考慮如印花稅、土地增值稅、
房產稅、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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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債券投資收益是否課稅?離岸銀行營改增
後；委託貸款的開票及繳納增值稅是否有新規
定；跨境人民幣資金池的開票及稅務處理等。

筆者建議公司可先成立營改增金融小組，引進
孰悉兩岸稅務的團隊共同制訂過渡方案及研究
可行性、分析營改增對台灣母公司及中國子行
及分行的衝擊、同時提供公司的業務、財會及
法律人員營改增的訓練、最重要是制訂營改增
稅務操作流程及管理等相關制度，完善稅務內
控制度以降低中國法令的遵循風險。

Enterpris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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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重大風險事件，企業的生存之道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管理服務 / 薛如倩協理、林浩宇副理

根據國際損失控制協會（International Loss Control
Institute, ILCI）對於美國企業18,000 件的巨災統
計，其中70％未設置風險管理系統之企業，在遭
受巨災後五年內會結束營業【1】。

歸納企業在風險管理面臨之主要問題包含：
1. 認知不足：企業風險管理的架構與理念於國
外行之有年，然國內多數企業係基於法令規
章要求而建置，僅有少數企業具備管理風險
理念而主動建置風險管理體系，如高科技產

面對重大風險事件，缺乏風險管理意識的企業往
往使過去的經營成果毀於一旦。

業或國際化企業。舉八仙塵暴為例，樂園本
身僅按照政府規定的保單內容進行投保，但
因缺乏風險管理意識，未對活動主辦單位的
舞台設施、現場消防設備明細、現場觀眾人

細數近期企業所面臨之內外部風險，從八仙塵暴
凸顯企業面臨的巨災風險、食用油風暴所造成的
食品業供應鏈風險、台北市政府針對BOT案進行
全面性檢討造成建設業面臨政策修訂的不確定性
風險，到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崛起與產業變遷
等風險，內外部不確定因素所導致之風險衝擊與
頻率愈來愈高，企業如何掌握可能遭遇之風險，
並加以管理已成為當務之急。

數、工作人員配置等風險因子，制定相關應
變措施，並評估可能之最大損失，而導致事
故發生後面臨品牌聲譽受損、一連串的法律
訴訟程序及鉅額民事賠償責任，使企業永續
經營陷入困境。

2. 執行不力：企業風險管理事務通常由稽核部
門負責，且多著重於風險管理方法之制度設

企業在風險管理上面臨的挑戰

徹執行以及管理階層未落實監督職責等實務
作業，等同設計之制度流於形式，導致企業
安全績效與改善努力之成果未如預期。

3. 投機心態：由於國內外政經局勢的變化及產
業輪動的速度加劇，部分業者考量未來可能
轉赴其他地區投資或轉換既有之營運模式，
而不願針對現有之風險進行分析，進而預防

勤業眾信通訊

與管理。

企業風險服務

企業在風險管理上的挑戰來自於風險之是客觀存
在的，且多數風險為潛藏不明的，使得風險發生
初期通常難以識別或評估其影響；其次風險通常
不會單一存在，可能伴隨著更多的風險而產生複
合的影響，增加了企業在處理風險上的的複雜度
與困難度；再則企業營運快速擴張所伴隨的組織
調整及人員的快速流動，導致企業風險管理文化
難以傳承及深化。

計面，但普遍缺乏推展至全公司各部門並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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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風險管理之規劃建議

4.平台化整合：

台灣企業對於風險的預防與管理，仍以國內法規
所規範的內容或實務做法為主，然而法規係規範
應有之最低水平與要求，企業對於風險管理仍應
加強整頓，因為回歸風險管理的根本方能創造及
維護企業價值。

• 風險管理與ERP系統全面整合，資訊即時分享
和傳遞，平時執行作業時就可以主動顯示風險
並進行後續分析

因此，企業應不再僅針對特定法令或曾經發生
過的風險事件建立管理程序，而是應建立起整
體的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機制，以確保能夠全面地、系統地、專業
地識別風險，進而管理風險。

5.策略與風險結合：
• 實現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的風險管理，根據企業
策略和內控風險管理水準，參照國內外實務，
制定風險預警指標並結合績效與獎金制度，培
養主動的風險管理文化，不斷優化、調整企業
的風險管理

因此，透過ERM之建構，企業便能以系統化的方
ERM由企業擘劃之策略發展及佈署作為出發點，
進行風險的辨識、風險的評估與衡量、風險的因
應作為等組合而成的風險管理框架，依此框架從
而將風險依其發生頻率與嚴重程度進行風險等級
的區別，依此區分出企業在風險控制上所需投入
的資源及心力。建構ERM主要可區分為下列五個
進程階段：
1.規劃階段：
• 根據自身需求及業務策略，形成初步的風險管
控及內控發展目標和方向
• 建立跨組織、跨職能的專責單位，整合企業資源

2.流程架構階段：
• 執行風險評估，並比較及設計各相關業務流程
中關鍵風險點及內控點
• 依照各業務流程建立風險監督與匯報機制

3.落實執行及效率管理：
• 各部門依據流程中關鍵控制點執行業務流程
企業風險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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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管理專責單位針對業務流程和系統流程執
行稽核作業，並對業務部門風險管理進行考
核，合理分配企業資源

法來獲取和分析必需的風險資訊，以支援企業管
理階層實施資產保護和安全資源配置。故當企業
於辨識特定災害造成之風險事件時，可依照ERM
之架構建立緊急應變指揮體系、建立防災演練計
畫並執行演練、建立災害復原計畫等處置措施，
並對企業整體資源預先完成配置，整合納入應變
策略中，這樣的整合對於保護企業的品牌和聲譽
尤其必要。

長遠展望
在這快速變遷的時代裡，企業經營的環境與面臨
的挑戰日新月異，企業管理階層每天必須忙於應
付商務、政治、組織及技術的改變，而這些改變
將使企業監督與控制的機制遭到嚴厲的挑戰。面
對如此詭譎多變的環境，企業管理階層需清楚洞
悉組織所面臨的風險，並確認控制系統足以有效
地將風險降至可接受水準，以及改善企業風險管
理的工具。風險管理的目標是為了構建明確、可
追溯及衡量風險的架構，仰賴在這架構下，企業
才能持續不斷地改進營運與控制的效率及效果，
有助於化風險為回報。

資料來源:
1.德明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企業經營風險分析，
2009：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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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資訊化之新世代 微利時代衝擊的餐飲業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管理服務 / 楊尚儒經理、邱鈺珊副理

引言

• 如何降低成本？

過去經營餐飲的業者較無成本概念，僅控制成
本為售價的三成，但在全球環境與氣候變遷之
因素下，資源缺乏已是世界各國必須面臨之困
境，食材取得不易之情況下，對於產業之衝
擊，首當其衝的餐飲業營運影響甚大；再者對
於積極擴展餐飲版圖的業者，如何提升營運管
理的手法，也是一大課題。

• 如何標準化管理？

餐飲業面臨之挑戰
這幾年來人們對於物價飆漲的感受日漸強烈，
餐飲業獲利空間縮小。記得前段日子在小吃店
用餐時，可以聽到老闆與顧客談話內容裡，不
禁流露出小吃店老闆的無奈，小吃店老闆說：
「現在的生意愈來愈難做，賺的錢比以前少，
漲價又怕客戶跑掉…」，此時成本與財務管理
之議題格外重要，漲價金額多少才算合理？每
日是否有盈餘？透露出老闆們對於資訊需求之
迫切性。

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
餐飲業者透過食譜標準化管理，除了可以確保
每道菜或自製飲料之份量一致性外，亦可瞭解
料理過程中是否有食材浪費之情況；對於多家
店面之餐飲業者，可透過「統一採購」的方
式，提升與廠商的議價空間，以取得較低的採
購價格。餐飲業的龍頭－王品集團，以中央廚
房的營運管理概念，透過統一採購、統一處
理、統一配送的方式提供各店所須食材，除了
確保品質一致性，亦可降低食材成本，提升企
業之競爭力。

標準化管理之重要性

勤業眾信通訊

當拓展店面速度愈來愈快時，就愈無法忽視標準
化管理之重要性，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上任
後，於各分處日常作業或危機處理事件中不斷地
強調SOP…SOP，可見市長對於標準化管理之重視
程度。餐飲業者不應僅注重食譜標準化，對於日
常營運作業會面臨的問題，例如：各店在採購時
的程序，採購的品項與數量是否合理？是否有第
三人檢視？支付廠商費用時，是否有採購單據、
收貨單據、發票佐證？預付款作業是否統一標
準？是否會有重複付款之問題？都須制定作業標
準化才可逐一解決這些問題。

企業風險服務

對於略有規模或具有獨特性之餐飲業者，對於
營運管理有不同思考的層次，市場趨勢、消費
者喜好不斷變化，抓著時機就等同掌握商機，
在最短的時間內拓展事業版圖之同時，如何降
低成本？如何標準化管理？如何吸引客戶消
費？已是餐飲業者必須面臨之挑戰。

• 如何吸引客戶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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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吸引客群
日本藏壽司來台設店時，每日店內用餐客朋滿
座外，預約人數更令人嘆為觀止，早上取到號
碼牌時可用餐時間竟然排到晚上，原以為只是
顧客以嘗鮮之心態造成短暫的風潮，半年過後
人潮依舊，好奇心之驅使下前去消費，服務人
員帶位後除了可以直接取用迴轉列車上的餐點
外，還可使用架上的平板電腦直接點餐，點餐
後廚師直接將餐點透過架上的列車直接送達，
在結帳時直接將餐盤投入桌上之投盤口，架上
的平板電腦立即算出顧客之用餐金額，最後至
櫃台付款。這過程並未倚賴服務人員進行點
餐、送餐與結帳，除了減少人力作業之時間，
更增添顧客用餐之新鮮感。(圖一)

餐飲業如何透過完善的流程與系統規劃
創造競爭優勢
因應前段提到餐飲業面臨之挑戰，業者積極拓
展餐業版圖之需求時，須透過完整的流程與系
統規劃執行步驟，制訂企業作業流程標準化，
並同時規劃考量資訊科技應用，建構符合公司
作業需求之資訊系統。(圖二)

透過訪談過程瞭解企業未來營運目標與規劃，
亦同時瞭解經營階層管理重點與期望，並以作
業流程整合、控管需求、系統功能及財會帳務
需求之不同構面，釐清釐清各單位人員所負責
之工作職責與分析各單位作業現況。(圖三)

作業流程診斷與
作業流程診斷與
瓶頸分析
瓶頸分析

因應資訊系統的建構，並透過作業流程診斷與
瓶頸分析，瞭解現行作業問題或瓶頸，以公司
可被執行之解決方案，對於各營運作業進行作
業流程標準化之設計，制訂各作業各權責單位
負責之作業步驟及管控點建立。(圖四)

大多數餐廳僅透過POS系統協助店內營運作業，
除了POS前台主要是會員管理、點餐、結帳等功
能外，POS後台的進銷存與會計功能提供店內損
益相關報表，但對於成本資訊的取得卻略為不
足，餐飲業者無法得知定價是否符合利益？料
理製作過程中有無食材浪費？食材採購量是否
過多？每道菜的實際成本為何？這些問題無法
透過POS系統獲得答案。

因此，單一POS系統已無法滿足餐廳業者之資
訊需求，跨系統的資訊平台之整合已是未來
趨勢且格外重要，例如：前端與消費者相關之
作業以POS為主，後台透過ERP系統的BOM功
能，得知每道菜標準用量，以取得標準成本與
實際成本之差異分析，且統一議價後於ERP系
統建置資料，同一家廠商強制各店的採購金額
一致，以避免同廠商同物料不同採購價格之情
況，造成業者損失。另外，POS系統與ERP系
統資訊串接，除了達到各項作業應有之控管
外，亦可完整蒐集餐飲業主所須之營運相關資
訊，例如：成本分析表、顧客銷售分析表、營
運日報表等。

作業流程標
作業流程標
準化之設計
準化之設計

流程導入與
流程導入與
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

圖一：勤業眾信業流程制訂及系統規劃執行步驟
企業風險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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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診斷與
作業流程診斷與
瓶頸分析
瓶頸分析

作業流程標
作業流程標
準化之設計
準化之設計
圖二：勤業眾信業作業流程診斷與瓶頸分析

流程導入與
流程導入與
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

作業流程診斷與
瓶頸分析

作業流程標
準化之設計

流程導入與
系統整合

單店營運作業流程與系統規畫藍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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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勤業眾信單店營運作業流程與系統規畫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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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勤業眾信POS與ERP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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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科技愈來愈發達、行銷手法愈來愈多元化的21世
紀，各產業的新趨勢與議題不斷，諸如大數據、
智慧流通、O2O、虛實整合及零售4.0、行動支付
等名詞，充斥於人們之日常生活。在這波資訊潮
流下，誰抓住時機，誰就掌握商機，傳統的餐飲
經營模式已經無法因應這快速轉變之時代。「改
變」已不容許等待，「決心」為開創事業新格
局，面對微利時代的衝擊，企業應活用工具與系
統，透過流程全面檢視與標準化輔以整合的資訊
系統架構，以達到降低人力提升資訊取得效率與
完整性，方能克服各種問題與挑戰，引導企業邁
入永續經營之方向。

企業風險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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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ing

管理顧問
服務

胥傳沛
管理顧問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產銷協同的『要』與『不要』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公司 / 胥傳沛副總經理、黃紹輔副理

前言
營業利潤乍看像是執行的結果，其實是計畫出來
的。計畫是供應鏈管理的關鍵，它驅動了採購、
營運和物流等，如果計畫準確度不足，就只能透
過執行層面來彌補預測誤差，進而衍生價值鏈上
的惡性循環，導致成本浪費與效率低落，進而對
獲利造成負面影響。

建立產銷協同計畫機制，能使企業在面對市場需
求變化時，適切地分配人員、產能、財務、採
購、原料、庫存和物流等資源，從而提升效益與
客戶滿意度；透過降低存貨，縮短供貨交期，穩
定生產率，增進與供應商的互動，為企業實現最
大利潤。

而流暢的產銷協同機制不僅能提升管理階層對於
營運的掌握度，更將建立銷售、財務、生產製
造、產品開發等團隊間互助合作之機制，使需
求與供給二端，在符合公司策略目標及合理成本
下，達到穩定平衡。

供應鏈管理的六項核心能力

全供應鏈協同
企業應盡可能延伸價值鏈的上下游，並強化合作
關係，例如：與供應商分享銷售預測，可提高採
購、備料、產能等環節規劃的準確度，提升整體
反應效率。供應鏈管理越成熟，其延伸的範圍就
越廣。

以快速消費品(FMCG)產業為例，OEM廠商無論面
對消費者(B2B)還是面對企業(B2C)，皆應嘗試理解
並涉入最終產品在消費市場上所需具備的功能和
元素，使其成品或半成品在設計、生產等環節上
能符合消費者期待，以提升整體供應鏈的效率與
應變性。

分類支持的彈性

勤業眾信通訊

工廠因應計畫式生產(BTS)、訂單式生產(BTO)、配
裝式生產(CTO)等不同的業務形態，在接單上可能
接獲固定制式訂單，或是客製化產品的需求。一
般而言，OEM產品規格固定，有既定生產模式，
理當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交付。然而當產線作業採
混線操作時，常因客制規格需求衍生產線作業變
動，使交期有所延遲；另一方面，受到規格化產
品的生產流程影響，客製化產品的生產成本與效
率也會因而產生諸多限制。

管理顧問服務

企業進行供應鏈管理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成本、
質量和效率的最佳化。企業在追求利潤增長極大
化的過程中，必須不斷提升內部作業流程、組織
人力、技術與IT、數據績效等，作為支撐企業穩
定擴張的基礎。在供應鏈管理方面，則應建立並
持續優化全供應鏈協同、執行力強度、分類支持
的彈性、隨時依環境變化調整的靈活性、全供應

鏈風險管理與控制力以及長短搭配的完整計畫等
六項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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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配合的生產排程、庫存倉儲、物流租運等
計畫，都能相互牽引、緊密搭配，使價值鏈中
各環節運作順暢，對焦企業長期策略定位及業
務形態，創造最大效益。

企業透過建立與優化分類支持彈性，能使其供
應鏈有效規劃其生產時程和作業排序，在以因
應不同的業務需求，提升生產設備稼動率與客
戶滿意度。

產銷協同的重要性

隨時依環境變化調整的靈活性/執行力強
度/全供應鏈的風險管理與控制力

營業利益（profit margin）常被當作是業務銷售或
產線製造等執行層面的成果，然而在實務上，完
善的產銷協同計畫才是企業獲利的關鍵。透過精
準的需求供給預測，企業能有效而適切地進行資
源分配，大幅節約因計畫失準所造成的耗損，發
揮資產的最大效益。

全球化趨勢下，市場變化步伐越加緊湊，精準掌
握市場脈動，持續考核與優化各環節績效，是企
業達成銷售目標、維持競爭力的基石。唯有不斷
發掘顧客需求、提升價值鏈彈性與響應度、縮短
作業準備時間，方能在更大規模的競爭中保持優
勢地位。部門間因應需求震盪之協作計畫落實、
供應鏈相互配合，乃至於環境保護、勞動檢查等
社會責任和風險控制議題，更考驗著企業內部的
執行力與對外部供應鏈的控制力。

反之，則將造成一連串的惡性循環。假使銷售部
門對於市場預測失準，工廠依照失準的需求評估
數據進行生產排程，將排擠產線上其他產品的生
產資源，進而導致產能吃緊，原本能獲利的品項
無法排入生產流程，造成顧客流失、獲利損失；
好不容易擠出產能生產的成品，則因為交付時間
不足，導致物流成本暴增，侵蝕應有的利潤；而
滯銷的產品，不僅將使庫存和壞帳累積，亦可能
衍生通路壓力與行銷資源的浪費；採購端囤積大
量不必要的原物料，更將使得資產變現率下降，
造成財務壓力。

長短搭配的完整計畫
制定不同時間跨度所衍生的完整計畫，能使企
業從其策略的制定到分配至各年度的策略目
標，自延續年度策略目標所規劃的滾動，至應
運而生的預算，和隨市場變動所衍生的預測，
及向下推展的銷售、產能、成本等目標，以及

策略目標
成本
效率

質量
核心能力

全供應
鏈協同

管理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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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依環境變
化調整的靈活性

強大的
執行力
長短搭配
完整計畫

分類支持
的彈性
全供應鏈風險
管理與控制力

基礎支撐
作業流程

組織與人力

技術與IT

需求確認

數據與績效

1 開始每月循環

換言之，『長短搭配的完整計畫』中銷售與營
一般企業內部產銷協同的循環時間，多半在三至
運規劃流程—產銷協同（Sales and Operation
六個月間。計畫的時間長短會直接影響預測的準
Planning）是供應鏈管理六大核心能力中最重
確性；因此搭配產品生命週期與市場循環的腳
要的一環。產銷協同能為企業在營運上連結策
步，產銷協同機制合適的時間跨度應在四至十八
略與目標，是管理與執行並重的流程；促使銷
個月。
售單位在面對市場變遷時，能確實掌握趨勢脈
動，及時調整作業進度，因應環境需求規劃排
產銷協同運作機制示例
程，使企業組織內各部門相互協作，有效因應
勤業眾信根據過去的企業輔導經驗，依照企業管
市場快速變動的需求，降低存貨水準，減輕企
理風格和業務需求的不同，整理出以下三種產銷
業對營運資金的需求，使生產成本與存貨規模
策略目標
協同機制，並提出在企業實際執行時應重視的要
下降，改善營運績效。
點。
成本

效率

質量
核心能力

全供應
鏈協同

示例一：整體規劃

強大的
執行力

隨時依環境變

長短搭配

分類支持
的彈性
全供應鏈風險

1.每月依序進行需求、供給及產銷協同確認的循環，取得需求計畫的共識。
化調整的靈活性
完整計畫
管理與控制力
2.訂推出初步的營運、產能和存貨計畫。
3.調整並確認規劃內容。

基礎支撐

上述三步驟應分別與財務單位確認並進行交叉分析，以確認規劃之數據精確度。
作業流程

組織與人力

技術與IT

需求確認

數據與績效

1 開始每月循環

調整/確認
計畫

取得需求計畫
之共識
財務確認

3 結束
S&OP確認

從財務面的
角度確認
所有計畫

勤業眾信通訊

初步營運計畫、產能
計畫、存貨計畫

供給確認
管理顧問服務

時間過程: 4~18個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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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細部規劃與追蹤管理
1.每周進行需求和供給確認會議，以訂定相應之需求及供給計畫。
2.根據需求計畫及供給計畫之結果進行營運規劃。
3.調整並確認規劃內容。
上述三步驟應同步對需求計畫、供給計畫及營運規劃進行追蹤和績效管理。

1

需求規劃

1
3
2

A

供給規劃

周會議
需求規劃

5

營運規劃

B

3

2

A

供給規劃

追蹤
周會議

B

營運規劃
6

5

績效管理

4

追蹤
6

示例三：差異性績效追蹤與資源配置 4

績效管理

1.每週依序進行需求、供給確認會議，取得需求及供給計畫的共識。
2.依上述會議共識及計畫內容，召開需求供給確認會議及高階主管會議；會中將根據差
異分析及情境分析，進行績效追蹤及相關之資源配置。
3.每週在需求供給會議中覆核會議結論，同時檢討相關績效與資源配置效益。
每周會議
Monthly
S&OP Cycle
每月循環
上述三步驟之會議結論皆交付高階主管會議進行覆核，以進行追蹤和成效分析。
Weekly Planning Cycle
建立S&OP計畫：
Draft S&OP Plan:
Step
2.
Step
2: Supply
Demand, Supply
供給/需求/存貨規劃
Review
and Inventory Plans
供給確認
確認需求
Committed
Demand
計畫Plan

Monthly
S&OP Cycle
每月循環

Step
2.
Step
2: Supply
Review
供給確認
Gap Analysis

Step 1.
確認需求
Step 1: Demand
Committed
Review
需求確認
Demand
計畫Plan

差異分析
Resources
資源
Unresolved
KPI Dashboards
Issues
KPI 待解決議題
情境分析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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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Analysis
Revised marketing
Resources
programs or changes
to
any other demand
drivers
KPI Dashboards

Step 1: Demand
Review
需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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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d S&OP

確認S&OP
Plan
計畫

Step
4: 4.
S&OP
Step
Mgt Review
高階主管會議
Meeting

每周會議

Weekly Planning Cycle

and Inventory Plans

Step
Step3.
3:
Alignment
供給需求
Meeting
確認會議

差異分析
重新檢討行銷策
Step 3.
Unresolved IssuesStep 3: Proposed S&OP
改善方案
建立S&OP
Plan
資源
and
Scenarios
for
Alignment
略及需求動因
供給需求
resolution Meeting
計畫
KPI
確認會議
情境分析
Scenarios
Step
4:
S&OP
Step
4.
Committed S&OP
Mgt Review
確認S&OP
Plan
高階主管會議
Revised marketing
Meeting
重新檢討行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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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changes to
Proposed S&OP
計畫
Unresolved Issues
改善方案
建立S&OP
any
other
demand
Pl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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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需求動因
drivers
resolution
計畫

St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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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solved

待解決議題
Issues
建立S&OP計畫：
Draft S&OP Plan:
Demand, Supply
供給/需求/存貨規劃

供給需求
Demand &
Supply
Meeting
會議

供給需求
Demand &
Supply
Meeting
會議

eloitte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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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以上三種機制因企業營運樣態不同，將衍生出個
別化的作法與實施細節。然而無論企業建立其產
銷協同機制之方式為何，需求、供給、財務意
義、後續工作規劃，並根據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碰
撞，及其所衍生的協議與共識等關鍵要素都必須
包含在內。

提升產銷協同機制成效之要點
要使產銷協同機制產生具體成效，必須注意以
下五「要」與四「不要」：

透過產銷協同機制的建立，提升所有部門的參與程度，使跨部門之間的溝通更有效率。
初階版之權責分配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進階版之權責分配 (RACI 表)

S&OP作業流程與活動
蒐集相關KPI及PPI
建立預測
評估新產品導入及舊產品Phase Out
建立需求情境 (What if)
檢視需求計畫並評估預算差異
調整需求計畫並發送會議相關資訊

銷售行 需求
銷售
行銷 區域業
政經理 規劃
經理
經理 務經理
名字
Daniel Wayne Jessie Aaron Stery
準備
A
R
準備
A
R
I
I
I
準備
I
I
C
A/R
準備
C
C
R
C
A
需求會議
C
C
R
C
A
需求會議
A
R
C
I
C

活動種類

財務規
劃經理
Frank

C
C
I

S&OP過程中，蒐集資訊及執行決策時，應達到資訊的絕對透明與盡可能的即時。

產銷之間的資訊時常變化，例如庫
存、銷售量的數字等。執行判斷時
所使用的資訊應即時，避免使用過
時資訊造成錯誤的判斷。

勤業眾信通訊

各部門之間的資訊流通應全面透明
化，提升其他配合單位之掌握度，
使配合作業更加流暢。

資訊即時

管理顧問服務

資訊透明

8.00 cm
3.15 Inches

rkers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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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在組織內部達到真正的『集成』

三、要強化高層管理的投入，提升會議
對於各單位參與的重要性

在組織內建立機制，提升各部門參與程度，
促進有效率的跨部門溝通，達到真正的整合
(integration) ，是產銷協同的第一要務。此外，
角色定位、責任釐清、權責分配必須清楚定義
並確實落實；在資訊及時，資訊的搜集、在各
部門間的流通，以及決策的執行，應絕對、全
面透明化並盡可能地即時更新，以提升相關配
合單位對於市場變化的掌握度，使配合單位作
業更加流暢；產銷間的資訊同步（如庫存與銷
售量等應更新並同步），可避免因過時資訊導
致錯誤判斷。

產銷協同往往涉及各單位不同的角色執掌與績效
利益，而高層管理透過指派瞭解狀況、能提供有
效建議及解決方案、有助於決策或具備決策能力
的人參與會議等手段實質投入，方能增進產銷協
同會議決策的效度與執行力，弭平衝突，提升各
單位參與會議的重要性。

四、要有專案負責人及權責機制
產銷會議中，應指派專案負責人及權責機制，並
建立明確的專案目標，如成本、效率和質量，落
實到各專案成員績效考核上，使專案成員在專案
負責人的帶領下共同努力。

二、要建立具備財務基礎的產銷協同機制

loitte drawing

lick on slide and
Grid and
...’
’Display drawing
on screen’
’OK’

產銷協同機制存在的必要性，常體現在庫存大量
囤積或產能短缺等銷售與生產進度不同步、供給
與需求不匹配、或各個客戶之間的產線資源調配
等抉擇上。舉例而言，當生產跟不上銷售，導致
大量訂單的累積時，應依據各個客戶對公司毛利
率的貢獻度進行決策，調動產能配置，依序滿足
客戶需求。此外，財務數據如存貨週轉率、存貨
週轉天數、存貨成本優化金額等，能為產銷協同
機制效度提供量化之比較基礎。

專案負責人的職能可以來自採購，也可能是設計
或品管單位人員。職能目標不同，但專案目標一
致，進而使專案目標高於職能目標；當職能目標
與專案目標衝突時，專案成員內部可協調解決，
使專案成員能跨執行協作，督促、幫助供應商改
進，以達成成本、效率和質量等各方面目標。如
此一來專案成員便能互為資源，各職能以發揮服
務功能為主，便能發揮最大綜效；例如品管與設
計協助採購職能合力推動設計優化及生產工藝提
升，以達成更高層次的供應鏈成本節約。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不同單位設定不同的目標
(Unit: M USD)

對於S&OP執行過程中，每
一個可能產生的情境，包含
資源的不匹配、訂單與產能
相互不滿足而進行決策時，
都需要有財務基礎的支撐，
才能做出最有利的判斷。

銷售目標
135

供給目標
110

105

105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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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
80

BP

BP

MP

Sell-in

Sell-out

五、要有閉環機制

九、不要直接把銷售目標帶入銷售預測

每次會議的決定事項，必須在下一次會議前進行
彙總，以追蹤並確認各項決策成效，同時分析相
關資源配置的妥適性，以期發揮最大效益。未能
於會議當下解決的議題，則須持續追蹤（例如：
透過每周的會議討論），使組織機制與標準能貫
徹，確保議題均能順利解決，同時預防風險並降
低資源耗損。

銷售目標的訂定是為了激勵銷售單位，而非真實
面對市場狀況的判斷。銷售目標與市場需求在大
多數的情況下是不一致的，故此供給計畫必須調
節銷售目標與市場需求的差異，弭平銷售數字與
實際市場需求的差異，並加強要求銷售單位達成
內部目標的力道。

結論
六、不要流於形式
會議必須要有共識與結論，以建立有效的運作機
制；會議結論應當使得企業資源聚焦與分配達到
最佳化，以降低往後各職能執行衝突和資源內
耗。
不要有懸而未決的議題，避免問題擴散產生損失
與風險，並杜絕問題再發機會；進而健全營運機
制與效能，以避免惡性循環、建立高績效組織。

產銷協同是以企業策略與目標為前提，根據現有
的供應產能與市場需求間的差異，排定優先順序
並訂定解決方案；讓企業在物料管理、採購、業
務乃至於製造與行銷等環節，一連串的流程都能
夠精準掌控，減少產銷流程中可能產生的虛耗，
縮短後續工作流程及時間，並提高訂單預測與成
品達交率的準度，進而降低存貨水準與庫存率，
提升客戶服務品質並即時反映至銷售額等財務績
效，使企業獲利增加。

七、不要有數字上的歧異
在產銷協同會議中，各部門的數據、定義、計算
公式與時間效度必須力求一致，且即時更新，並
注意取數頻次，確保資訊的共享性以及流通性。

八、不要認為產銷協同是供應鏈部門的
責任
產銷協同中，領頭的應是銷售或產品部門；主導
會議的部門必須面對市場、走在市場需求前端，
據此要求其他單位協助配合。產銷協同規範的是
動作和行為；是根據短、中、長期等時間跨度的
不同，進行滾動式規劃的流程，並根據時間的遠
近，而有規劃上明細程度的差異。短期到周或
日、中期至月、長期至季乃至於年，目的是使企
業組織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能有所防範，並
提出相對應的行動方案。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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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祥
董事長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

舞弊層出不窮，企業如何主動發掘
弊端？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董事長、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常務理事陳清祥

近日媒體報導國內某大集團驚爆成立六十多年
來最嚴重的集團收賄弊案，甚至可能還有五枚
未 爆 彈 …… 。 這 則 新 聞 不 但 佔 據 不 少 媒 體 版
面，也成為大家關切的議題。此案之所以備受
重視，除了該集團市值超大，更因為該集團之
經營管理一直是台灣許多企業學習效法之對
象。個人以為，真正讓老闆們寢食難安的是在
此之前也有某傳產公司資材主管涉嫌利用職務
之便，向供應商收取回扣，估計17年約15億
元。另外，某科技公司資深副總，涉嫌利用簽
核採購單機會索賄，估計金額約150億元。老闆
們恐要擔心科技製造廠商採購要求回扣是否為
「常態」？另外，除了採購舞弊案外，先後又
有半導體公司、IC設計公司、手機或電腦品牌公
司因資深研發主管或人員離職竊取先進製程或
關鍵技術，導致公司損失慘重，老闆們是否也
擔心公司苦心投資研發之營業秘密和智慧財產
一夕之間落入競爭對手？

專家觀點
勤業眾信通訊
36

光是煩惱睡不著覺是於事無補的，更不應該存
著僥倖心態，覺得別人家的弊案不會發生在自
家企業身上，但是也別冀望有一夕變天的快速
解決方案，而是要認真檢視公司的舞弊風險所
在為何？設法對症下藥。

老臣重於制度？
有些公司以為制度控管過於繁瑣，只要有可以
信賴的老臣、親信就可以搞定一切，然而多個

弊案主角都是年資非常久、老闆倚重的左右
手。再次證明不能靠人，仍然要有嚴謹的控管
制度。

舞弊事件何以頻傳？
舞弊發生的原因很多，但是通常可以歸納為三
大類：

一、組織、人員職掌分工不當
常見者包括(一)組織對風險管理意識薄弱，(二)
工作職責分配違反職能分工原則，及(三)組織欠
缺有效監督機制。

二、企業營運流程控管無效
內部控制的三大目的分別為營運的效率和效
果、法令遵循和報導之可靠、及時、透明。而
在營運流程控管中常見缺失包括：(一)營運流程
中控管及檢核機制薄弱，(二)營運流程重要交易
監控機制欠缺或失效，及(三)營運流程例外管理
及追回饋程序欠缺或失效。

三、資訊系統安全控管設定不當
企業主要交易均已電腦化，然而常見缺失包
括：(一)資訊系統控制設定不當或遭擅改，(二)
系統中授權違反授權最小原則，及(三)資訊系統
安全控管機制薄弱。

內控制度有效性的具體落實

三、舞弊風險評估與防範活動導入

公司各部門應負責內控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
有效，並隨時評估其落實情形，加上內部稽核
獨立查核內控缺失及異常現象。惟部份上市櫃
公司則在掛牌後便將制度束之高閣，或未及時
更新，或未具體落實，導致內控制度不夠嚴
謹。而為確保內控落實執行之稽核單位，常因
未被應有重視，人力配置不足，電腦稽核能力
欠缺，層級不夠高等等，加上稽核計劃偏重在
主管機關要求的財務性稽核，並未真正按照公
司之風險評估，擬訂相應之稽核計畫。

公司應指派專責單位負責舞弊風險管理，定期
發動風險評估作業，並進行風險等級排列，擬
訂適當的防範機制：包含舞弊偵防框架、舞弊
風險評估、舞弊控制方案及自行檢查機制。

四、數位證據管理
於舞弊發生前評估留存那些足夠進行調查，並
於不破壞證據能力下進行證據封存及分析，包
括證據留存有效性確認及預警分析機制、證據
識別及保全機制、緊急應變及鑑識分析機制。

舞弊偵防機制之建制
如何主動發掘弊端，除了前述內控內稽之檢討
落實外，舞弊偵防機制的建立刻不容緩。

一、設置舉報管道
舞弊案近半數來自檢舉，企業應建置獨立檢舉
通報中心，提供主動舉發違反誠信與道德行為
之管道，董事會應指定專責單位負責分析、調
查與報告結果，並確保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
之保密。

二、提昇舞弊風險意識

五、建置持續或週期性監控平台
建置持續性舞弊風險監控平台，定期執行交易
資料分析，提早發出舞弊預警訊號。
問題發生了就問是否螺絲鬆了？在慶幸公司沒
有發生舞弊事件時，應該隨時檢視內部控制的
每一環節是否都在落實執行，更應針對企業所
面對之各種可能舞弊風險，建置偵防機制，才
能使企業長治久安，永續經營。
(本文已刊登於2015.08.04經濟日報名家觀點專欄)

公司最高領導者應強烈宣誓反貪腐，並透過各
種方式讓內部員工及外部關係人瞭解公司對舞
弊行為的態度，以降低舞弊事件之發生。並透
過宣導使員工明白什麼行為構成舞弊？傳達公
司對舞弊行為的零容忍度，讓大家知道如何舉
報，及公司會徹底調查所有舉報的決心。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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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有偉
總經理
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業併購的戰略趨勢分析
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范有偉總經理

台灣科技產業曾創造出龐大的產值，但隨著國
際經濟環境的轉變，以及中國大陸迅速崛起，
整體科技產業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歐、
美、日本、韓國等持續增加大陸投資，新興科
技業產業鍊持續威脅臺灣企業的競爭力。

第一類：透過併購整合進行產業結構轉型

從外部環境來看，主要有四個原因：

產業垂直/水平整合

一、大陸市場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政
府強力扶植紅色供應鏈，甚至部分科技產
業鏈的完備性已超越台灣。

藉由併購進行產業上下游整合以強化競爭力，
例如中國電器併購啟耀光電，由傳統燈泡「東
亞照明」跨足LED封裝，完成上下游整合；中美
晶於2014年5月併購德國的太陽能Aleo Solar，朝
向「台灣第一家太陽能產業垂直整合大廠」，
提升技術水準以及價格競爭優勢。

二、國際大廠進行產業上下游整合，如三星產
業鏈，使得台灣代工企業逐漸喪失主控權
以及價格競爭優勢。

台灣科技企業廠商多屬中小規模，因此在人才、
技術、資金等資源方面，與其他國際大企業相比
競爭力受限，但也意味著產業尚有巨大的整合空
間，如何透過併購整合以強化競爭力，值得臺灣
科技業深思，可採模式分述如下：

成長策略佈局
三、國際晶片大廠挾龐大資源打價格戰及專
利戰，包含高通、蘋果以及晶片大廠，進
一步擠壓臺灣廠商獲利空間；而大陸政府
策略支持，例如近來清華紫光的併購企圖
心，使台灣IC科技業面臨極大競爭壓力。

四、物聯網(IoT)的興起，新的經濟模式及科技
運用對原有經營模式的衝擊。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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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前述環境變動，台灣科技業除了強化本身
技術競爭力外，應可採用併購模式做為其成長
策略之一，綜觀歷年併購交易脈絡可區分兩大
類型：

透過併購/分割維持企業成長動能，我們發現就
算是產業領導廠商或高成長產業也希望透過併
購進行整合而做大做強；例如，以工業電腦領
導業者研華為例，於2013年8月以新台幣7.3億併
購控制器專業廠商寶元電腦；11月以新台幣2.8
億併購英國嵌入式顯示器廠商GPEG，以持續維
持獲利性與產品多樣性。因此，未來企業採用
併購模式強化產品組合維持市場領導地位之趨
勢將會持續發生。

跨業深度整合
透過與其他產業進行跨業併購的深度整合，以
共同合作發展的關係，尋找發展契機，例如線
上遊戲公司，近年營業收入成長遭遇瓶頸，遊

戲廠商歐買尬投資網路服飾公司美而快公司、
進而穩定獲利水準；微軟於2013年斥資美金72
億元買下Nokia的手機部門及相關專利，切入行
動通訊市場；以及全球最大社交網站Facebook
併購即時通訊廠商WhatsApp，皆為跨足全新領
域，或是配合新興科技尋找發展契機，進一步
創造價值。

第二類：跨區域併購交易強化市場整合
能力
臺灣地理位置適中，具優異之生產與研發量
能，可做為國際廠商進入中國或東南亞市場之
跳板，因此跨區域併購交易案件將持續增溫。

結論：可採彈性及創意的併購方式達到
企業策略目標
企業併購方式不應侷限於現金併購，應可以考
慮搭配發行新股及認股權方式併購，企業本身
不僅可以保留資金運用，更可將彼此併購的效
益綁在一起，有利無弊。而政府法令更應鬆
綁，允許並鼓勵國內企業進行跨國併購時可以
股權方式進行併購。相信臺灣企業可以藉由更
彈性及創意的併購方式，進行產業整合以提升
技術能力及市場規模，進而使台灣科技業尋得
另一個成長動能。

(本文已刊登於2015.08.05工商時報政經八百專欄)

歐、美、日國際大廠對台灣投資意願提升
台灣產業景氣復甦相對落後，目前股價相對合
理，部份歐、美、日之科技大廠積極評估台灣
廠商投資機會，以確保關鍵產能以及技術能
力，如美國新思科技以新台幣122億元收購台
灣思源，取得思源電子自動化設計之技術；美
國微控制器大廠微晶以總價99億元台幣併購創
傑，取得藍芽解決方案；美國金士頓買下力晶2
萬片 30nm 製程產能的設備，並委託力晶繼續代
工生產。相對的， 2010年日本三井物產取得璨
圓光電15%股權，極力整合台灣LED製造力及日
本之物流網路。

海峽兩岸合作併購項目持續增加

專家觀點

海峽兩岸雖政治敏感度高，但因產業、經濟連
結性高，兩岸併購投資案件亦持續增溫。例如
LED產業中：大陸三安光電投資台灣燦圓光電股
權一案最終獲得台灣政府同意；二線面板廠美
齊將大陸營運及資產出售予京東方公司，結合
雙方資源切入大陸內需市場；而太陽能產業之
併購投資案亦有顯著進展，中國大陸太陽能廠
商通威集團以新台幣8.5億元，取得昱晶10%股
權，深化雙方技術與市場之開發，可預期兩岸
合作併購項目可望持續增溫，尤其面臨紅色供
應鏈的崛起，這已是擋不住的趨勢。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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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怡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反避稅 席捲中國大陸台商的徵管風潮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林淑怡會計師、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

這些年來，中國大陸台商遭遇的稅務問題，越
來越多與反避稅政策相關。比方說台商企業與
關聯企業發生購銷交易，這是反避稅中的『轉
讓定價』議題；關聯企業間資金往來，則可能
涉及反避稅中的『資本弱化』管理範疇；透過
香港投資中國大陸，希望享受利潤匯出的低稅
率優惠，也要考慮反避稅中『濫用稅收協定』
的規定；中國大陸企業對境外關聯方支付勞務
費或特許權使用費，則受2015年新規定獨立交
易原則的限制；另外，企業主決定退場而處分
中國大陸企業，若在境外間接轉讓中國大陸企
業股權，同樣也屬反避稅的管理範疇。

〝反避稅〞是這幾年來中國大陸稅務機關的工
作重點，稅務機關若認為企業有『不合理的商
業目的』而獲取『稅收利益』之嫌疑，即可依
據具體情況，遵循實質重於形式的處理原則，
依法重新計算企業實際應繳納稅負。

專家觀點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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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轉讓定價（台灣稱〝移轉訂價〞）都
是中國大陸在反避稅查核力度上最強的徵管項
目，自2009年發佈《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
行]》以來，中國大陸稅局積極培養專業稽核人
員投入查核行列，根據大陸媒體統計，2012年度
來自轉讓定價的補徵稅款約人民幣46億元，到了
2014年更增長7成以上，達到人民幣79億元，其
中又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台商群聚的江蘇省，
可見轉讓定價對台商企業的影響程度。

除了傳統的轉讓定價調查外，稅務機關也不斷
從各方面加強跨境關聯交易的監管，中國大陸
稅務總局於今年發佈第16號公告，規定中國大
陸企業對境外關聯方支付不合理、不具經濟實
質的勞務費與特許權使用費，不得在申報企業
所得稅時稅前扣除。更有甚者，某些地方主管
機關直接以第三地境外公司不具實質營運功能
為由，限制中國大陸企業不得對第三地境外公
司支付勞務費。因此台商企業對境外關聯方支
付商標權、技術權利金或是服務費等，需要重
新思考其可行性，並在考慮定價的合理性前，
還應先行評估支付此類費用的經濟實質，並考
量該費用是否符合獨立交易原則。

企業的跨國避稅行為主要是利用各國稅制的差
異而進行，因此中國大陸對內除了完善法令以
規範避稅行為外，近年來亦積極透過國際合作
一同應對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簡稱BEPS）問題，中國大陸提出
了幾個特殊反避稅觀點，其中又以『十五項不
可接受』對企業最為直接攸關。由十五項不被
接受的行為中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對於企業利
潤配置的合理性、營運實質、費用認列支付、
虧損承擔、高科技企業之利潤要求及無形資產
的定價都會更加重視，並走向提高調查層級，
利用與其他國家交換情報、與外資企業的海外
總部建立溝通管道等手段強化國際稅收管理及
監督。

此外，為了充分掌握跨國企業營運訊息，對於
BEPS第13項行動計劃中提出之『核心文件』、
『國別報告』及『當地報告』三層架構報告，中
國大陸已積極表態將予推廣，預計未來集團的營
業情況、獲利水準及成本將會全部揭露，也會加
重企業的報告義務。對於台商企業，台灣的母公
司需要重新評估目前集團利潤分配之情況，積極
面對可能之風險及擬定調整計畫，以因應稅務之
變革。

綜觀近年來中國大陸反避稅的徵管趨勢，其範圍
之廣已含括企業各項交易活動，其力度之深也足
以影響企業制訂的各類營運決策，再加上中國大
陸正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以完善跨國反避稅的管理
網絡，可以說反避稅已經成為台商企業無可迴避
的共同挑戰。面對此波挑戰，企業管理者最重要
的是調整心態嚴肅以對，並重新評估各類交易的
合理性，讓其回歸經濟實質，並妥善履行報告義
務。如此，方能安然度過這波迎面而來的反避稅
風潮。
(本文已刊登於2015.08.21工商時報稅務法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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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明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虧損扣除的權益因為併購而蒸發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惠明會計師

立法院最近三讀通過企業併購法之大翻修，除
簡化併購程序、增加併購彈性、併購對價選擇
多元化及保障投資人等機制外，讓許多企業引
領期盼的應該莫過於配合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
修正，將存續公司得繼受之虧損扣除年限由5年
延長為10年。所得稅法自98年修正通過延長虧
損扣除年限由5年延長為10年後迄今已逾6年，
期間已不知發生有多少合併案件，因為企業併
購法未能及時因應所得稅法的修正而修正，造
成無數參與併購公司所擁有超過5年以上的虧損
扣除權益，因為併購而憑空蒸發了。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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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公司的虧損扣除數額得否由存續公司繼受，
一直以來就爭議不斷，財政部早於66年就發布函
釋認為租稅權益之繼受不同於公司法第75條所稱
權利義務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明白揭示存續公
司不得扣除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之虧損，即使向
大法官申請解釋，獲得的反而是更糟糕的解釋，
大法官非但認為存續公司不得繼受消滅公司之虧
損，更進一步認為公司合併應以合併基準時為
準，重新計算合併後公司之盈虧，反而連存續公
司合併前的虧損也不能抵扣了。直到金融機構合
併法制定時，立法者才採一個合理的計算方式，
按參與合併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存續公司股權
之比例計算存續公司得扣抵之虧損扣除數，此項
爭議方暫告平息。

嗣後企業併購法制定，有關虧損扣除數之繼受
也參酌金融機構合併法之精神，其立法理由認
為如公司併購前虧損一概不准併購後公司繼

受，將造成併購之租稅障礙，惟如完全准許其
扣除而不予限制，又難以防杜專以享受虧損扣
除而進行之併購，因此參酌金融機構合併法採
比例繼受為之，換言之，對於參與併購公司得
扣除之虧損已被適當的限縮，如僅因立法當時
所得稅法僅有5年虧損扣除規定而以5年為立
法之依據，將造成所得稅法修法後至企業併購
法修法前合併之企業，因併購而造成租稅上嚴
重的懲罰，此豈為企業併購法之特別法訂定目
的？目前已有案例經行政法院以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企業併購法所訂五年觀諸立法理由並非
適用或用所得稅法之規定，及以當時企業併
購法尚未修法通過等等為由判決敗訴，惟相關
修正草案早在立法院第7屆第4會期就有立委提
案應予以修正，卻遲至第8屆第7會期才修正通
過，期間企業因併購而憑空消失之租稅權益該
如何申訴？

今金融機構合併法修正草案剛於今年5月份經行
政院院會通過，其中也包括配合所得稅法第39
條虧損扣除年限延長之規定而修正金融機構合
併法第17條規定，如按行政法院的判決認定，
對金融機構而言，金融機構合併法是優於企業
併購法之特別法，因此在金融機構合併法修法
通過之前，如有金融機構間之合併，其虧損扣
除年限將不因企業併購法修正通過後而獲得解
套，惟金融機構合併法何時才能通過實難預
期，為避免金融機構因法案的不確定性而影響
併購交易之進行，建議立法者是否能考慮增訂
條文追溯至所得稅法第39條修正實施時適用，
以為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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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明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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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租稅角度看新的營利事業模式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惠明會計師

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司法修正案，新增「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專節，對新創事業而言又多了
一個營利事業模式的選擇。公司法修正通過
後，針對股東人數不超過50人的閉鎖性公司，
增加股東出資種類，包括在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的一定比率內得以勞務或信用抵充、開放無票
面金額股票的發行、以及得以每半會計年度為
期分配盈餘或撥補虧損等，然而所得稅法等相
關法令卻未有配套措施的發布，因此新創事業
在運用這些新創模式時，相關衍生的稅務處
理，實不容忽視。

首先以勞務或信用出資為例，過往公司法對於
股東以無形資產出資多限縮在技術，也因此不
論是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或是去年修正的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另訂有技術或智財權入股
緩課的規定，今公司法既另增加閉鎖性公司得
以勞務或信用出資種類，是否前開有關緩課的
規定也能配套放寬呢？對於技術團隊而言，不
論是技術或是勞務出資，其所換得的股票在處
分之前，其實很難說所得已經實現，因此如果
該條文無緩課的機制而須由股東先行繳稅，則
該條文的美意將可能會大打折扣。

另外新法增訂閉鎖性公司得以每半會計年度為
期分配盈餘，惟因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仍採年
度結算申報方式，在現行兩稅合一採設算扣抵
機制下，下半年的盈餘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
應如何計算？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計算是否因半
年度盈餘分配而應有所調整？相關的配套措施
可能也會影響閉鎖性公司是否採每半會計年度
為期分配盈餘之意願。

勤業眾信通訊

最後除了前開租稅議題外，新創事業為了持續
發展，與他公司進行併購是免不了的，未來閉
鎖性新創事業與他公司合併，是否有限制必須
是閉鎖性公司？合併後存續公司是否應非閉鎖
性公司？又現行公司可否採分割設立閉鎖性公
司？這次企業併購法尚未配合公司法之修正而
做修正，可能亦須進一步釐清；另外對新創事
業而言，相關的退場機制也很重要，可惜的是
這次公司法修正有關閉鎖性公司條文沒有看到

專家觀點

其次有關無面額股票的發行也是我國的創舉，
以往因受限於股票無法折價發行，對於技術股
東或經營團隊而言需籌措較多的資金，在架構
設計上也比較複雜，有了無面額股票後，經營

團隊可以用有限的資金取得一定的股份，而在
合資協議上取得更多的談判籌碼，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合資協議下，股東用不同的資金取得
一定的股權比例，或以同樣的資金取得不同的
股權比例，是否會應因股東取得股份成本不同
而被認定部分股東於投資時即有所得呢？建議
稽徵機關在看待這個問題宜就商業角度切入，
否則很多為新創事業需求所引進的制度，將因
租稅角度切入而形成障礙。

43

庫藏股的機制，雖然目前公司法有庫藏股的機
制，但現行規定對公司買回庫藏股有用途及金額
的限制，如果針對閉鎖性公司能提供更大的庫藏
股操作機制，例如技術沒有發展起來，公司可以
用一定的資金買回技術股份，這樣對於新創事業
的操作會更具彈性。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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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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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稅合一，大有關係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會計師郭雨萍、經理許嘉銘

兩稅合一在我國，在中國大陸，內容大
不同，卻都與稅負大有關係!
我國從民國87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兩稅合一＂
制。兩稅合一是消除公司營利所得重複課稅的
稅制，即公司階段的所得與公司課徵所得稅後
其盈餘分配予股東時股東階段的股利，應僅課
徵一次所得稅，即為兩稅合一制主要精神。在
中國大陸，兩稅合一是民國100年經國務院批
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營業稅改
征增值稅試點方案(簡稱營改增) 。中國大陸營改
增前，中國大陸對貨物和勞務分別徵收增值稅
和營業稅，在該種稅制結構下增值稅納稅人外
購勞務所負擔的營業稅、營業稅納稅人外購貨
物所負擔的增值稅，均不能抵扣，重複徵稅問
題無法完全消除;營改增後，公司如何應對“營
改增＂帶來的好處，享受結構性減稅，如何享
受出口服務零稅率和免稅的優惠，無疑是公司
首要課題。

不過，也因為營業稅課稅特性隱含銷售產品
或勞務應繳納之稅負轉嫁予後手或最終消費
者負擔的特性，使得公司在討論有效稅率的
組成時，常常會忽略這一個具有轉嫁性質的
營業稅稅負成本。目前世界各國對於稅率調
整的趨勢大多為調降所得稅稅率，卻調升消
費稅或營業稅稅率，在此趨勢下，公司若能
掌握營業稅法規定，降低營業稅稅負，則能
有效降低租稅負擔。

勤業眾信通訊

在臺灣目前加值型營業稅的課稅架構下，當期
營業稅的計算是以銷項稅額減除進項稅額之餘
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進項稅額對於
公司而言是一租稅資產，可以扣抵銷項稅額，
讓公司減少營業稅稅負，所以公司應盡量取得
合法憑證申報扣抵進項稅額；而營業稅零稅率
的適用，對公司而言更是降低營業稅稅負及增
加現金流一舉兩得的方式。所謂營業稅零稅率
係指公司從事銷售貨物或勞務交易時，適用的
營業稅稅率為零，所以需繳納的銷項稅額為
零，而適用零稅率交易衍生各階段所支付的進
項稅額，可由稅務機關查明後退還之，大大降
低公司營業稅稅負並增加現金流。目前世界各
國對於營業稅零稅率的適用多僅限於外銷或類
似外銷之貨物或勞務交易，臺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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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稅率」的高低常是公司評估其所負擔租
稅成本高低之指標，公司營業賺取收入，扣除
成本費用後的利潤除了繳納所得稅之外，間接
稅(如營業稅、印花稅、關稅等等)也是公司需
負擔的租稅成本之一。以臺灣為例，營業稅的
影響在於公司營業賺取收入時須依營業稅法規
定繳納營業稅(簡稱銷項稅額)，購買貨物或勞
務時取得的營業稅(簡稱進項稅額)若無法順利
轉嫁予後手或退回，產生溢繳營業稅將是公司
無法回收的成本，從而影響公司營運資金的週
轉。所以在思考實質有效稅率組成時，應該將
營業稅等間接稅的稅負成本一起考量，正確的

有效稅率組成至少應該是所得稅稅率再加上營
業稅稅率，以臺灣為例，公司的實質有效稅率
一般是22%，即所得稅稅率(17%)及營業稅稅
率(5%)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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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跨國公司常透過其在臺灣的固定營業
場所提供研發、工程支援、行銷支援服務，該固
定營業場所大多按其所發生之成本與費用再加成
一定比例向國外總部收取服務報酬。國外總部支
付服務報酬予其在臺灣固定營業場所時，須併同
支付5% 營業稅；對國外總部而言，此5%營業稅
進項稅額是無法扣抵的租稅成本，造成其在臺灣
整體稅負為22%；反之若該固定營業場所提供予
國外總部的服務成果確實由國外總部在臺灣境外
使用，且該固定營業場所有取得外匯之事實，則
有營業稅零稅率適用的可能性。在適用營業稅零
稅率情形下，該集團在我國整體有效稅率也將由
原先的22%，降低為只有所得稅稅負的17%，現
金流也會因為在臺固定營業場所累積留抵進項稅
額的退回而更有效率。

緊鄰我們的日本於去年4月提高消費稅稅率由5%
至目前的8%，而且日本政府不排除將會在民國
106年再度調高消費稅稅率，日本的公司所得稅
稅率高達33%，造成公司在日本營運的實質有效
稅率為41% (8%+33%)；中國大陸增值稅稅率一
般為17%，而公司所得稅稅率一般為25%，因此
公司在中國大陸營運的實質有效稅率最高可達
42% (17%+25%)。相較之下，臺灣目前的營業稅
率為5%，低於日本及中國大陸，也低於其他國
家。是以，我國企業從事海外營運，不但要重視
所得稅稅率，更應重新檢視供應鏈交易流程中營
業稅等間接稅稅率影響，全盤考量兩稅合一(所得
稅與間接稅)後之實質有效稅率，才是評估企業整
體經營效率的有效指標。

(本文已刊登於2015.07.31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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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Opinion

會計師
看時事

柯志賢
審計部副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行銷三招 抓住消費者眼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副營運長及消費產業負責人 / 柯志賢

受到全球經濟快速變遷影響，許多業者重新評
估企業的策略定位，以求創造持續獲利和成
長。

現今，許多得到授權的消費者，如網路部落
客、社群媒體，可大幅驅動消費市場成長，其
推廣商品或服務的行為加劇競爭並推動創新。
業者也正在學習將個人消費者以及社群的反饋
納入企業價值鏈中。

勤業眾信（Deloitte）近期發布「2015年全球消
費產品力量調查報告（Global Powers of Consumer
Products 2015）」，針對消費產品業者如何更深
入群眾、建立連結消費者互動網絡的創新行銷模
式，提出了三點未來發展及建議。

首先，開啟與消費者對話平台並運用消費者參
與的商機。

相較於過去，消費產品企業與消費者的對話頻
率日益增加，消費產品業銷售模式已開始由傳
統的供給導向，轉為客戶需求為主導的態勢。

企業面對日趨重要的消費者參與式型態商機，
需投入更多資源與時間來引導及開發因消費者
參與所獲取的商業資訊，並隨著消費者對商品
創新的預期不斷增加，公司也需管理多種消費
者的接觸管道並持續與其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亦即企業常需將自身定位在對話中心，才能成
功地與消費者作最佳溝通。

以可口可樂推出第一支由用戶設計內容的電視
廣告為例，這則廣告選擇在美國熱門選秀節目
《美國偶像》最後一集播出。

廣告內容特色是邀請青少年參與競賽，拍攝競
賽短片「分享他們喝一口可樂的感覺」。

可口可樂公司從來自世界各地超過400部短片中
選擇40部，做為最終廣告行銷內容。

這個活動也顯示出，愈來愈多消費產品企業面
臨如何將焦點投射至消費者，進而共同創造產
品和服務以及行銷傳播與創意內容等需求。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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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結合社群力量與消費者共同創造品牌體
驗話題。

我們稱這種基於社群見解而發展出的獨特消
費產品創造概念為「Billion-to-one」現象，或
「B2ONE」體驗，亦即商品或服務將以消費者
體驗導入構思、設計、生產以及商業活動等階
段，因此利用「B2ONE」體驗將促使公司以多元
方式改變其產品生產與銷售方法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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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培養及維護品牌信任度成為消費產品業者
的競爭優勢。

根據研究發現，消費者與產品服務專家討論品牌
或產品喜好的次數，遠不及與其家庭、朋友和其
他消費者討論的次數，所以消費者間的資訊交
流，對品牌影響力將遠大於商業促銷活動。

另依據統計數據顯示，80%的消費者更傾向於可
以保護其個資的企業購買商品，72%的消費者則
會避免購買無法保護其個資的企業產品。由此可
見，信任是消費者購買行為的重要驅動力。

展望未來，消費產品企業將持續透過收購和整併
為企業拓展市場，以持續推動潛在成長。

因此，業者可思考是否應簡化並集中產品組合，
以達到建立高檔品牌形象或強化核心產品的領先
地位，或是拓展相鄰的產品類別至快速成長的區
域市場，以保障已開發市場中的既定品牌形象。
同時，能夠快速掌握高成長的新興市場趨勢，透
過整合資源，創造規模經濟以降低成本。

如此，將可以更靈活的組織，順應市場改變潮
流，取得消費產品市場領先商機。
(本文已刊登於2015.08.14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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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公司法員工加薪條款釋疑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彭馨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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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於今年5月
20日公布施行新修正案，增
訂第235之1條條文，即所謂
的「加薪條款」，並配合修正第235條及第240
條文，以刪除原有關於員工分紅之規定，使員
工不再列於盈餘分派之對象，讓盈餘分派純然
回歸股東權益項下。

「加薪條款」之修正攸關所有之股份有限公司
及有限公司，凡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皆
必須配合新法修訂公司章程，以符合加薪條款
之規定，關於加薪條款施行後於實務應如何操
作，以下以Q&A之方式分別說明之。

一、公司應於何時完成修章

新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公司應於
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
派員工酬勞。因此，如公司當年度損益表之稅
前利益呈現正數時，即須分派員工酬勞；若公
司當年度係屬虧損狀態，則毋須進行員工酬勞
之分派。

三、如何認定公司有獲利
如資本額為新台幣3千萬以上之公司，其當年度
是否有獲利之依據，應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表為準；如公司資本額未達新台幣3千萬
者，則以董事會決議編造之財務報為準。

四、董監酬勞如何處理
配合加薪條款之增訂，新公司法修正第235條，
刪除該條原第2、3、4項關於員工分紅之規定，
公司股息及紅利分派之對象，從此只限於公司
股東。因而，董監事酬勞亦應比照員工紅利之
作法，不再於盈餘中分派董監事酬勞，而由公
司於章程中訂定依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
董監事酬勞。換言之，董監事酬勞亦於公司有
獲利時，才可依章程所定之數額或比率進行分
派。

五、公司是否還可以分紅予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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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已刪除原第235條第2、3、4項及第240
條第4項之規定，因此，公司就其盈餘不得再行
分派現金紅利或股票紅利予員工或董監事，即
使公司章程尚未依新法修正，公司仍不可依原
章程規定辦理員工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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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第235條之1公布施行後，經濟部緊接
以函釋宣布，所有已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及有
限公司，至遲須於105年6月底前依新法完成公
司章程之修訂。如公司於今年度股東常會未為
章程之修訂，亦不打算召集股東臨時會修正章
程者，則於明年召開股東常會時，股東會必須
先討論章程修正議案，再由董事會依新章程進
行104年度員工酬勞分派之報告案。換言之，加
薪條款一經公布施行即適用於全體股份有限公
司及有限公司，雖然經濟部給予緩衝期，而准
予公司延後至105年度才進行公司章程之修正，
然而，就員工報酬之分派，自今年度即應適用
新法。

二、什麼時候要分派員工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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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如果有累積虧損時如何處理
如果公司有累積虧損時，依新公司法第235條
之1第1項但書規定，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據
此，公司在計算員工及董監事酬勞時，應以當
年度稅前利益(尚未扣除分配予員工及董監事酬
勞)扣除累積虧損後，再就餘額計算員工及董監
事酬勞；如公司當年度獲利不足彌補累積虧損
者，則毋須分派員工及董監事酬勞。

七、如何發放員工酬勞
新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3項規定，員工酬勞以股
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東會；是以，員工酬勞之分派，須經
董事會特別決議，其決議內容應包含發放方
式（股票或現金），以及數額（總金額）及股
數。

員工酬勞一年分派一次，並於會計年度終了時
為之，至於實際發放予員工之時點，得由公司
自行決定一次足額發放或者分次發放。

八、是否可以分派酬勞給從屬公司員工
新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4項規定，公司章程得訂
明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結語
公司法就「加薪條款」案之修正篇幅雖然不
大，並且由於公司會計制度就員工分紅早已採
行費用登載方式，而於會計制度不產生實際影
響；然而，因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均有
「加薪條款」之適用，並且必須配合新法於105
年6月底前修正公司章程，因此，「加薪條款」
之修正，對於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而言，
仍不容漠視。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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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謝文倩律師/彭馨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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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達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淺談併購交易之對價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王懷宇律師

鑑於全球經營環境的高度競
爭及快速變化，透過併購交
易成長壯大或去蕪存菁，
以維持企業競爭力，業已日
漸引起台灣企業的注意及重
視。以台灣為例，早期台灣
的企業多以自我有機成長方
式作為壯大企業的手段，而近年來透過你丟我
撿、各取所需的企業併購，已然成為企業尋求轉
型升級的重要關鍵。

禁止台灣上市櫃公司以其股份作為併購交易之對
價，但設有防免挾帶上市或借殼上市之規範。

併購交易的對價，一般而言，包括現金、股份或
其他財產（例如不動產、動產等有形資產，或技
術、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其中現金因其價
值客觀、方便交易，是最常見的併購對價；至於
股份或其他財產，或因其客觀價值不易認定、移
轉程序繁複或法令限制，實務上使用不若現金來
得廣泛。另，針對個別交易需求，實務上亦有以
現金、股份、其他財產之混合方式作為併購交易
對價。

上述外國公司以其股份作為來台併購價，依目前
法令，有下列例外：於外國上市公司對台灣上市
櫃公司進行公開收購之情形，證券主管機關原則
上不禁止外國上市公司以其股份作為公開收購之
對價，而肯認在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特定店
頭市場上市之海外公司得利用其股份取代現金作
為公開收購之對價。然而，在僑外投資之申請
書表件中有以僑外投資人進行公開收購之對價以
「現金」或「已在國內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國內股票」為限，故造成海外
上市公司對台灣上市櫃公司進行公開收購時，實
務上仍無法利用該海外上市公司股票取代現金為
公開收購之對價。

展，當屬國人之福。

（本文作者為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Jones Day）律師。本文
僅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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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上市櫃公司而言，現行台灣證交所營業
細則或櫃買中心業務規則等相關規定原則上並未

台灣產業目前身處產業更迭、市場變遷的十字路
口，通過併購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昇競爭力，已
刻不容緩。併購的對價向來是併購交易的重要議
題，主管機關似可考量採較開放之審查態度，一
方面顧及監理責任，另一方面兼顧扶植產業發

專家觀點

於台灣常見的併購類型如合併、分割、股份轉換
及收購股份、營業或資產等，除合併及收購得以
現金、股份或其他財產或其混合方式作為併購對
價外，分割及股份轉換，以往只能以股份作為對
價。惟企業併購法經廣納各方意見後，於今年7
月8日修正公布，針對分割及股份轉換已允許得
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或其混合方式作為併購
對價，此併購對價選擇的多元化，對於擬進行併
購交易但有籌資壓力或有其他財務安排的企業，
有相當助益。

至於外國公司以其股份作為來台併購對價，原則
上台灣相關法令亦不禁止，僅相關僑外投資規定
該外國公司必須為「有實際營業活動」或「跨國
企業」之公司，此規定從保障台灣股東權益觀
點，似有其存在之原因，因台灣股東可能因外國
公司來台併購進而取得外國公司股份，因此該外
國公司必須有實際營運或相當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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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戰爭
勤業眾信獻策 企業因應現代白領犯罪之道
談反貪腐趨勢、法律訴訟實務、企業營運策略與風險管理

左起：勤業眾信風險管理公司總經理萬幼筠、勤業眾信集團總裁郭政弘、法務部廉政署副署長楊石金、
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勤業眾信風險管理公司董事長陳清祥、勤業眾信風險管理公司執行副總吳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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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5，台北訊】近年來企業舞弊案件層出
不窮，從輪胎業收受回扣、科技業爆發營業秘密紛爭
官司、幕僚冒名老闆詐欺公司款項或監守自盜六千支
手機、攜機密文件跳槽同業及甫發生的集團集體收賄
弊案，不僅對企業造成財務或訂單損失更打擊企業形
象，若採息事寧人的態度恐更助長舞弊風氣、後果難
以預料。有鑑於此，勤業眾信今(25)舉辦「看不見的
戰爭2.0－企業應如何因應現代白領犯罪」研討會，
邀集產官學界專家從反貪腐趨勢、法律訴訟實務、企
業營運策略與風險管理等面向進行探討。邀請到金管
會、廉政署與證交所與會，分享公司治理及企業誠信
經營、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吹哨者保護；同時，由資深
律師分析白領犯罪下企業訴訟策略建議外，勤業眾信
反舞弊與鑑識團隊亦剖析如何透過風險管理強化舞弊
偵防及營業秘密保護，並以數據分析及數位鑑識科技
服務實例作為總結。

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致詞時指出，企業舞弊態樣日新
月異難以防範，曝露出傳統稽核方式已不足以應付這
些新挑戰，企業應建立更嚴謹的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作為第一道防線。首先，應了解平時營運中可能發生
舞弊風險的環節，進而設計防範控制措施並宣導落
實；其次，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查核、管理階層審
查，確保舞弊案件發生能快速找到並保全證據，才能
確保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對於從營運績優到追求卓越
的公司，除了設法讓公司治理評鑑名列前茅外，如何
依據全球最佳實務建立及落實誠信經營守則，並內化
為公司企業文化，才是須持續努力的課題。

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致詞時指出， 2014年全球舞弊
調查報告內容顯示約42%的舞弊事件是透過「檢舉」
而被發掘。金管會也於103年12月底發佈「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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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後版本，最大增列吹哨者
(Whistleblower)制度。近期發生弊端的多家公司，皆為
上市櫃公司，其中不乏內部控制強度都在水準之上大
型集團，卻仍舊無法阻擋弊案發生，顯見從舞弊偵防
角度而言，控管設立固然必要，隨時調整並設立偵測
機制才是關鍵，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也應確實督導才
能真正落實。

全球反貪腐趨勢暨吹哨者保護
法務部廉政署副署長楊石金指出，近年大型企業陸續
爆發各項弊案，究竟企業應該如何控管以避免類似情
況再次發生？楊石金首先建議可根據公司治理層面來
探討，治理層需要在事發時，有一可獲知訊息之管
道，以便能早期管理。因此建立舞弊通報管道，提供
給內部員工或者外部客戶、供應商等於發現可疑舞弊
徵兆時，一個暢通、安全且獨立的通報機制。另外，
透過完善的內部控制機制，達到舞弊預防與偵測的成
效。高階管理者可以針對常見的舞弊模式，持續關注
組織所面臨特有的舞弊風險，以及可以防止高階管理
階層逾越內部控制的機制，共同落實公司治理及廉能
政治。

營業秘密及員工舞弊之訴訟實務發展

風險管理強化舞弊偵防及營業秘密保護
面對層出不窮的商業犯罪與營業秘密侵害案例，企業
除了規劃內部控制加強事前防範外，亦可積極規劃事
中偵測機制，以即時防堵舞弊情事。勤業眾信風險管
理諮詢公司副總經理曾表示，企業需針對舞弊管理現
況進行瞭解、評估，從各項營運流程中找出可能的舞
弊風險，並評估其控制是否有效，再從人員、流程與
科技三個面向，建立舞弊偵防框架、舞弊風險評估、
道德文化塑造及舞弊控制方案。透過建立持續或周
期性的舞弊風險監控平台，建立舞弊紅旗資料庫(Red
Flag)，定期執行交易資料分析，提早發出舞弊預警訊
號，即時遏止舞弊的情事發生。另近年來法庭日益重
視舞弊事件中的數位鑑識品質，不論是鑑識報告、鑑
定人員資格及鑑定方式，都受到更嚴峻審視及檢驗，
維持數位鑑識作業執行的專業與品質相當關鍵，這卻
是業界最缺乏的一環。

勤業眾信「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已取得ISO
17025鑑識認證，為全台第一家取得民間數位鑑識實
驗室國際認證的案例，結合事務所商業智慧與稽核經
驗，於新領域的鑑識會計與因應營業秘密法等商業舞
弊內部調查，皆能以國際化高規格提供舞弊偵防及營
業秘密保護服務。

近年來國內陸續發生營業秘密侵害事件，如何妥善保
護企業的營業秘密資訊已是企業的重要課題。萬國法
律事務所合夥律師黃帥升表示，過往營業秘密外洩多
半為離職員工洩漏前公司營業秘密資訊，或遭競爭對
手透過商業間諜竊取企業營業資訊；近來除前述情形
外還面臨同業挖角、合作廠商管理不當等問題。如何
在訴訟過程取得優勢，企業得先清楚營業秘密標的認
定方式，搭配良善管理制度以協助企業面對日益艱難
的營業秘密管理問題，除了須在事前妥善管理及識別
及保護營業秘密，阻擋惡意或操作不當造成營業秘密
資訊外洩，也能於發生事件時提供企業必要的管理證
據，配合營業秘密訴訟之注意要點，提供被信任的呈
堂證據以保障企業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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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法規
◢ 公佈興櫃公司103年第4季財務報告實質審閱結果缺失彙總表(104.7.30 證櫃審字第1040101383號)
◢ 公佈上市公司103年度年報所發現之主要缺失(104.7.31 臺證上一字第10418034401號)
◢ 修正「對興櫃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檢查表」(104.8.5 證櫃審字第10401013921號)
◢ 自104年9月起申請第一上櫃公司應檢送財務預測資料，並由證券商評估其合理性(104.8.7 證櫃審字
第10401013902號)
◢ 更新外國企業來臺上市常見問題與說明（中文版）(104.7.23 證教所外國企業來臺上市)
◢ 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及「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104.8.6 金管證發字第1040029334號；104.8.7
臺證上一字第1040015997號；104.8.10 證櫃監字第1040022450號)
◢ 首次辦理公開發行需由出具申報案件總意見之會計師出具是否非屬公司法第356-1條之閉鎖型公司
意見書(104.8.18 櫃買中心募資及公發申報書中之「其他必要之書件」說明)
◢ 自105年1月1日起申報案件，檢送之三年兩本財報，均依「證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編製
(104.8.17 櫃買中心募資及公發常見問題與應注意事項)
◢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104.8.5 證棋局新聞稿)
◢ 提高以國內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為標的之權證增額發行額度(104.07.30 臺證上二字第1040015337
號)
◢ 國內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為標的之認購（售）權證申請增額發行時，總發行額度由22%提高至
30%(104.7.31 證櫃交字第10400215841號)
◢ 擬申請上市（櫃）公司將所持有該子公司之股票轉讓予其全體股東者，該全體股東為證券交易法第
22條之2規定之特定人(104.8.7 金管證交字第1040026939號 ; 104.8.12證櫃視字第1040022593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修正證券商轉投資外國事業檢查表項目，於104年半年度財務報告起開始適用(104.7.29臺證輔字第
1040502954號)
◢ 修正證券商轉投資外國事業應遵循規定及財報附註揭露事項(104.8.7 金管證券字第1040025355號)
◢ 修正證券商為海外子公司背書保證規定(104.8.7 金管證券字第10400253551號)
◢ 增訂證券商月計表部分會計項目，並自9月申報8月份月計表開始適用(104.8.10 臺證輔字第
1040502418號)
◢ 修正「證券商以媒體申報財務報表作業辦法」，並自9月申報8月份財務資料適用(104.8.13 臺證輔
字第1040503135號)
◢ 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及「期貨商經營證券交易輔助業務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104.7.21臺證輔字第10400145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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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規則」及「槓桿交易商辦理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
務應注意事項」部分條文(104.07.20 證櫃債字第10400195422號)
◢ 為放寬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之兼任範圍，預告修正「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104.7.24
金管證期字第1040029116號)
◢ 為放寬證商負責人及業務員之兼任範圍，預告修正「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
(104.7.27金管證券字第1040029636號)

◢ 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之最低融券保證金成數由90%調整為120%(104.8.12 金管證投字第1040032205號)
◢ 證券商應對當日沖銷及資券互抵客戶增訂內部控制及風險控管(104.8.13 證櫃輔字第10400217731號)
◢ 修訂「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104.8.10 證櫃債字第10400222642號)
◢ 修正「查核分支機構內部稽核作業評核表」及「查核分支機構財務業務作業報告表」(104.8.13 臺證
輔字第1040503178號)
◢ 修正當「再次處置」情事發生，調降融資比率為零及提高融券保證金成數一成，且加計後之最低融券
保證金成數不低於十成(104.8.18 臺證交字第1040016878號；104.8.19證櫃交字第10400244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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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正「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104.7.28金管銀法字第10400153750號)
◢ 廢止銀行法第75條「投資不動產之限制」釋疑及應遵循事項(104.07.27 金管銀法字第10410003890號)
◢ 銀行局訂定「商業銀行投資不動產辦法」(104.7.23金管銀法字第10410003850號)
◢ 修正「金融業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相關附表(104.7.24 金管銀法字第
10400158090號)
◢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規範(104.7.31金管銀外字第10400165790號)
◢ 預告增訂金融控股公司負責人得兼任轉投資事業規範(104.8.7 金管銀控字第10460002660號)
◢ 預告訂定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管理機構收取績效報酬規定(104.8.7 金管銀票字
第10440003900號)
◢ 訂定「工業銀行申請變更登記為商業銀行審核要點」(104.8.14 金管銀票字第10400148980號)
◢ 釋示既有信用卡持卡人於不增加其現有額度下核發新卡適用規定(104.8.11金管銀票字第
10400170480號)
◢ 金管會預告修正「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及「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
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104.8.14 金管法字第10400550431)
◢ 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自行催理原則增列建商未能履約，經協調處理未果，報經董(理)事會決議通過
之案件(104.8.17金管銀合字第10430001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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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資金在境內運用所生之所得、銷售額及書立憑證規定(104.7.21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6081號)
◢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要求保險業提高特定放款資產之備抵呆帳(104.7.22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6091號)
◢ 明定保險業放款原則(104.7.24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3341號)

◢ 釋示保險業投資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額度(104.8.11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6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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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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保險業得承作外幣放款，並配合訂定保險業應訂定經董事會通過之徵信核貸處理程序及風險管
理規範(104.8.14 金管保財字第10402085521號)

法規輯要

◢ 保險業辦理住宅、修繕及建築貸款，其備抵呆帳提存率規定(104.7.24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60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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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 核釋個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得稅規定(財政部1040819台財稅字
第10404620870號令)
一、納稅義務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所得
稅法第4條之4第1項各款適用範圍，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
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於同法第71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納稅義務人於103年1月1日之次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繼承取得，且納
稅義務人及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計在2年以內。
（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被繼承人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且納稅義務人於105年1月1日以
後繼承取得。
二、前點交易之房屋、土地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者，納稅義務
人得選擇依同法第14條之4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並依同法第14條之5規定於房屋、
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繳納所得稅。
三、納稅義務人未依前點規定期間內申報，但於房屋、土地交易日之次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
前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並自動補報及補繳稅款，稽徵機關應
予受理，惟應認屬逾期申報案件，依同法第108條之2第1項有關未依限申報規定處罰；該補繳
之稅款，得適用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免依所得稅法第108條之2第2項規定處罰及加徵
滯納金。惟應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四、納稅義務人已依第二點規定選擇按所得稅法第14條之4及第14條之5規定計算及申報房屋、土
地交易所得，於房屋、土地交易日之次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得向稽徵機關申請註銷
申報，並依同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於
同法第71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

◢ 訂定「海關會同免稅商店辦理試用品及其容器銷毀作業程序」，並自即日生效(財政部關稅總局
1040817台關業字第1041017997號令)
海關會同免稅商店辦理試用品及其容器銷毀作業程序：
一、為執行免稅商店試用品及其容器之銷毀作業，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本作業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試用品：指依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於進儲報單申報註明非銷售貨
物，且外包裝明顯標示試用品或非銷售貨物等字樣，供入、出境旅客試用之物品。
（二）容器：指盛裝試用品之器具或器皿，但不包括供運輸用之外箱。
三、免稅商店辦理試用品及其容器銷毀前，應造具銷毀清冊一式二份，清冊封面應敘明「○○免稅
商店○○年度第○次銷毀」，並逐項列明銷毀貨物品牌之品號、名稱及數量後，向監管海關申
請銷毀。
法規輯要

四、監管海關受理業者銷毀申請後，應根據銷毀清冊，先行抽點待銷毀品牌之品號、名稱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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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免稅商店辦理試用品銷毀，應將其容器中之內容物清空，並於容器外噴漆，或以其他適當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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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符情事，應會同免稅商店核實更正並簽名或蓋章確認後，始辦理後續銷毀事宜。

法銷毀。其銷毀過程，應於監管關員監視下辦理，並拍照存證。
六、經監管關員核章完畢之銷毀清冊及照片，一份由免稅商店留存，一份送監管海關備查。

◢ 104年6月10日修正發布之「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自105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1040804台財稅字第10404612940號令)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日修正發布之「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定自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 機動調降熟豬油貨品關稅稅率,實施期間自104年7月15日至104年10月14日,實施期間如遇稅則修正,
機動稅率自動終止實施,改依修正後稅率課徵(財政部1040803台財關字第1041016496號公告)
公告機動調降熟豬油貨品關稅稅率。
依據: 關稅法第七十一條及及行政院一百零四年七月十七日院臺財字第一○四○○三八八五八號
函。
公告事項: 機動調降熟豬油貨品關稅稅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十五日起至一百零四年十月
十四日止,實施期間如遇稅則修正,機動稅率自動終止實施,改依修正後稅率課徵。
二、 檢附「機動調降熟豬油貨品關稅稅率品目表」1份。

機動調降熟豬油貨品關稅稅率品目表
(實施期間:自104年7月15日起至104年10月14日止)
稅則號別

15011000

貨名

機動稅率

第0209或
1503節除外
之熟豬油

現行稅率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10%

免稅
(PA,SG)
4%
(NI)
6.6%
(GT)
9.3%
(SV,HN)
10%
(NZ)

25%

20%

免稅
(PA,SG)
4%
(NI)
6.6%
(GT)
9.3%
(SV,HN)
10%
(NZ)

25%

◢ 廢止財政部89年2月3日台財稅第880450535號函及97年10月31日台財稅字第09704049720號函(財政
部1040724台財稅字第10404598450號令)
廢止本部89年2月3日台財稅第880450535號函及97年10月31日台財稅字第09704049720號函。
◢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收取之管理費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財政部1040724台財稅字第10404567420號令)
一、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向園區內設立之園區
事業、金融機構及其他機構收取之管理費,核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二、廢止本部98年4月20日台財稅字第09804501350號令。
◢ 訂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財政部1040721台財稅字第10404597060號)
訂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

一、為利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之四、第四條之五、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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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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計算及申報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
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特訂定本要點。

法規輯要

壹、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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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交易下列房屋、土地,應依本要點規定計算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
(一)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之房屋、土地。
(二)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
個人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
屋交易。

貳、交易日、取得日及持有期間
三、房屋、土地交易日之認定,以所出售或交換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
(一)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移轉所有權,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
(二)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建物總登記)之房屋,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三)本法第四條之四第二項規定之房屋使用權,為權利移轉之日。
四、房屋、土地取得日之認定,以所取得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依其規定:
(一)出價取得:
1.

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取得所有權,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

2.

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建物總登記)之房屋,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3.

本法第四條之四第二項規定之房屋使用權,為權利移轉之日。

(二)非出價取得:
1.

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為核發使用執照日。但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房屋,為實際興建完成
日。

2.

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為所有權人原取得被徵收土地之日。

3.

經土地重劃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為所有權人原取得重劃前土地之日。

4.

營利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或受託辦理土地重劃,依權利變換取得都市更新後之房屋、土地或
取得抵繳開發費用之折價抵付之土地(抵費地),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5.

配偶之一方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之房屋、土地,
為配偶之他方原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

6.

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為繼承開始日。

7.

因分割共有物取得與原權利範圍相當之房屋、土地,為原取得共有物之日。

8.

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交易該信託財產,以下列日期認定。信託關
係存續中或信託關係消滅,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與受益人後,受益人交易該房屋、土
地者,亦同:

(1)受益人如為委託人,為委託人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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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益人如為非委託人,或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為訂定信託契約之日;信託關係存續中,追加房
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該追加之房屋、土地,為追加之日。
(3)信託關係存續中,如有變更受益人之情事,為變更受益人之日;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
為確定受益人之日。

9.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所取得之房屋、土地,嗣受託人交易該信託財產,為受託人
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該房屋、土地持有期間內,如有變更受益人之情事,為變更受益人之日;如
有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為確定受益人之日。信託關係存續中或信託關係消滅,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該房屋、土地與受益人後,受益人交易該房屋、土地者,亦同。

10. 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嗣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而塗銷信託登記,該房屋、
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於委託人名下,為委託人原取得房屋、土地之日。

五、房屋、土地持有期間之計算,自房屋、土地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如有下列情形者,其持
有期間得依下列規定合併計算:
(一)個人因繼承、受遺贈取得房屋、土地,得將被繼承人、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但依本法第四
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持有期間,得併計之期間,應以被繼承人、遺贈人或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為限。
(二)個人取自其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得將配偶持有期間合併計算。但依本法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計算持有期間,得併計之期間,應以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
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為限。
(三)個人拆除自住房屋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出售該自建或取得之房屋,依本法第四條之五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持有期間,得將拆除之自住房屋持有期間合併計算,得併計之期間,應以個
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為限。
個人出售自地自建之房屋或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所取得之房屋,依本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三
項規定計算房屋持有期間,應以該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

參、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計算及相關調整
六、個人依本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
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應按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申報納稅,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前項房屋、土地交易所得計算方式如下:
(一)出價取得: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交易時成交價額-原始取得成本-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
(二)繼承或受贈取得: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交易時成交價額-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

七、個人交易房屋、土地,除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免辦理申報外,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依本法第十四條
之五規定,於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起算三十日
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
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前項第二款情形,因換入房屋之價值低於換出土地之價值,所收取價金部分,仍應按比例計算所得,申報
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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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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以土地交換房屋。

法規輯要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符合本法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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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人依前點規定辦理申報,應向其申報時戶籍所在地之稽徵機關辦理。但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應向房屋、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申報。交易之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除受益人為營
利事業外,得由受託人依前點規定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納稅。

九、個人未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未依實際成交價額申報或未提供實際成交價額
之證明文件者,除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價額外,應參酌下列時價資料認定其成交價額:
(一)金融機構貸款評定之價格。
(二)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
(三)大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金加成估算之售價。
(四)法院拍賣或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房屋、土地之價格。
(五)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六)其他具參考性之時價資料。
(七)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均數認定。

十、本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及第十四條之六規定之成本,認定如下:
(一)買賣取得者,以成交價額為準。
(二)個人提供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成或合建分售者,以該土地之取得成本為準。
(三)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所取得之房屋、土地,其土地以取得成本為準;房屋以換出土
地之取得成本為準,並依下列情形調整(認定):
1.

換入房屋之價值低於換出土地之價值,所收取價金部分之成本,應自成本中扣除。

2.

換入房屋之價值高於換出土地之價值,另給付價金部分,應計入成本。

3.

以適用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免徵所得稅之土地換入房屋者,房屋之成本應按換入時
之價值(即營利事業開立統一發票所載含稅銷售價格)認定。

(四)個人自地自建房屋,其土地以取得成本為準;房屋以實際建造成本為準。
(五)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或土地重劃領回重劃後土地,以原取得被徵收土地或重劃前土地之取得成
本為準。但徵收或重劃時已領取補償金部分之成本,應自成本中扣除。
(六)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嗣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而塗銷信託登記,該房屋、土
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於委託人名下,以委託人原取得房屋、土地之成本為準。
(七)配偶之一方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之房屋、土地,以
配偶之他方原取得房屋、土地之成本為準。
(八)因繼承或受贈取得之房屋、土地,以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為準。
(九)分割共有物取得房屋、土地,以原取得共有物之成本為準。但該共有物係因繼承或受贈取得者,應
按前款規定認定。
法規輯要

(十)其他情形或無法依前九款規定認定成本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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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

定之交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之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

十一、個人除得減除前點規定之成本外,其提示下列證明文件者,亦得包含於成本中減除:
(一)購入房屋、土地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如契稅、印花稅、代書費、規費、公證費、
仲介費等),及於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融機構借款之利息。
(二)取得房屋後,於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且非二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修繕費。

十二、個人除得按前二點規定減除成本外,得再減除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一條規定經主管稽
徵機關核准減除之改良土地已支付之下列費用:
(一)改良土地費用。
(二)工程受益費。
(三)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
(四)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十三、本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及第十四條之六規定之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包括交易
房屋、土地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如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運費等,不包括依土地稅法規定
繳納之土地增值稅。未提示上開費用之證明文件或所提示之費用證明金額未達成交價額百分之
五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五計算其費用。
取得房屋、土地所有權後,繳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清潔費、金融機構借款利息等,屬
使用期間之相對代價,不得列為費用減除。

十四、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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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條規定,個人與其配偶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者,於適用本法第四條之五第
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有關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自住房屋、土地免納所得稅規定時,該個人與其
配偶得個別認定。

十五、個人依本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於交易日以後三年內自
依該條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不適用本法第十七條有關財產交易損失扣除之
規定。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計算之財產交易損失,不得自依本法第十四條之四第
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十六、本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第一款第六目「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規定,
其適用範圍包括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合建分售、合建分成或自地自建。

十七、本法第十四條之八有關自住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額扣抵及退還之規定,個人或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應於該出售及購買之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該等房屋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

前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
稅額。

法規輯要

務使用;以配偶之一方出售自住房屋、土地,而以配偶之他方名義重購者,亦得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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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個人有第一點規定之房屋、土地交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個人認屬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不適用本法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
條之八規定:
(一)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售或合建分成,同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

個人與屬「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營造業或不動產業之營利事業間,或個人與合建之營利
事業間,係「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關係人。

2.

個人五年內參與之興建房屋案件達二案以上。

3.

個人以持有期間在二年內之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但以繼承取得者,不在此限。

(二)個人以自有土地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
等)、具備營業牌號(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登記)或僱用員工協助處理土地銷售。
(三)個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相關規定應辦理營業登記。

肆、營利事業房屋、土地交易所得計算
十九、營利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應依本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規定辦理,且不得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其計算及申報方式如下: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1.

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為正數者,於減除該筆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
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數者,得自營利事
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2.

當年度交易二筆以上之房屋、土地者,應按前目規定逐筆計算交易所得額及減除該筆交易之土
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或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1.

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為正數者,於減除該筆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
之餘額,依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數者,不得自該營
利事業之其他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2.

當年度交易二筆以上之房屋、土地者,應按前目規定逐筆計算交易所得額及減除該筆交易之土
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其交易所得額為負數者,得自適用相同稅率交易計算之餘額中減除,減除
不足者,得自適用不同稅率交易計算之餘額中減除,依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惟不得自該營利事
業之其他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3.

該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由固定營業場所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其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向房屋、土地所在地稽徵
機關代為申報納稅。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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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五第四項規定交易境外公司股權,其
股權持有期間、持有股權比例之認定、境內房屋、土地價值占該境外公司股權價值比例之認
定、所得計算方式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股權持有期間應以股權移轉登記日為準;無從查考時,稽徵機關應依買賣契約或查得資料認定。

(二)持有股權比例之認定,指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境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資本額,超過其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境內房屋、土地價值占該境外公司股權價值之認定,指交易時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之時價占
該境外公司全部股權時價之比例。
(四)該股權交易之所得,按出售股權收入減除其成本、費用或損失計算,並於申報股權交易所得額時,
檢附下列計算股權交易所得之證明文件:
1.

股權轉讓前、後之境外公司股權登記資料、股權結構圖、被交易之境外公司與直接或間接持有
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之境內公司相關年度財務報表。

2.

股權轉讓合約及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與境外公司全部股權時價之評價報告(外文文件應附
中譯本)。

3.

股權轉讓交易之相關成本、費用等資料。

4.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伍、附則

二十一、個人逾本法第十四條之五規定期限繳納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之應納稅額者,應依本法第
一百十二條規定加徵滯納金及移送強制執行。

◢ 依據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16第6項所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之所生
所得、銷售額及所書立之憑證,應依所得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印花稅法規定辦理徵免
之範圍(財政部1040721台財稅字第10402506081號令)
一、依據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十六第六項規定辦理。
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十六第六項所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
之所生所得、銷售額及所書立之憑證,應依所得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印花稅法
規定辦理徵免之範圍如下:
(一)資金運用之交易地係於中華民國境內者。
(二)資金運用之交易相對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個人、法人、組織及金融機構者。
(三)投資之有價證券係於中華民國境內發行者。
(四)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項目。
三、本令自發布日生效。

投資管理法規
一、公司法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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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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法人1人所組成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會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仍應依照董事會之
規定行之，不得僅以書面行使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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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128條之1規定係針對政府或法人1人所組織之公司因股東人數不足以形成會議，因此由董
事會代替行使股東會職權。又其決議方法除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本部91年5月17日經商字第09102091680號參照）。亦即，其召集程序或決議方
法應依照董事會之規定行之。（經濟部一０四、七、二九經商字第一０四０二四一八四四０號函）

(二)公司法第174條
△股東會普通決議為因應某些重要事項，將出席權數或表決權數門檻提高，於法尚無不許。
按公司法第174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若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某些重要事項而
將股東會普通決議之出席權數或表決權數門檻提高，於法尚無不許，本部100年2月23日經商字第
10002403260號函參照。（經濟部一０四、七、二九經商字第一０四０二四一八四四０號函）

(三)公司法第175條
△不宜以章程提高假決議之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
假決議係因應股東會出席股權及表決權數不足之權宜措施，又假決議之立法原意，係鑒於股東會
開會不易，而又屬普通決議，自得依此法解決，為免實務執行運
作困難，仍宜維持現行假
決議規定，不宜以章程提高假決議之出席股數及表決權數。（經濟部一０四、七、二九經商字第
一０四０二四一八四四０號函）

二、經濟部公告
(ㄧ)經濟部公告：預告「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第2條、第3條、第7條修正草案
(二)經濟部公告：預告「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16條修正草案

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資訊
(ㄧ)發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條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6條、第13條
(二)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三十三、「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
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一條及附表五、附表六、附表六十五之一、「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條及附表一之二、附表一之三。(金管證發字第1040029334號)
(三)發布「公開發行公司辦理法令規定應公告或申報之事項，應向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申報傳輸，於完成
傳輸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告申報」之令。(金管證發字第10400293346號)
(四)有關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第1項規定之令。(金管證交字第1040026939號)
(五)修正證券商轉投資外國事業相關規範。(金管證券字第1040025355號)
(六)修正證券商為海外子公司為背書保證之令。(金管證券字第10400253551號)
(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訂定「工業銀行申請變更登記為商業銀行審核要點」，自即日生效 [ PDF ]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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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院新聞
放寬外國公司指派外國人士擔任負責人，辦理稅籍登記須親至稽徵機關簽名條件限制

中國稅法
◢ 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
http://www.gochina.com.tw/upload/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pdf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納稅人認定或登記為一般納稅人前進項稅額抵扣問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59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8-19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04&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 住房城鄉建設部等部門關於調整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有關政策的通知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59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8-19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10&class1=10&class2=36&class3=106&class4=0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公佈已取消的22項稅務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58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8-18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09&class1=2&class2=13&class3=35&class4=65

◢ 福建省地方稅務局關於發佈《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人才激勵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試
行）》的公告
文號：福建省地方稅務局公告2015年6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8-11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01&class1=2&class2=7&class3=21&class4=51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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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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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法完整內容請參考勤業眾信躍馬中原Go China網站

65

9 月財稅行事曆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日

5

10

15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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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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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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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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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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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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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
資料。

4

自結損益資訊（自願性申報）。按月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六

四

二

日

三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財稅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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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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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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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日

10

15

20

30

星
期

四

項
次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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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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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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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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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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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8，其內容為104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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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日

申

三

(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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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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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自結
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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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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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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
期

67

日

星
期

項
次

1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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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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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報

事

項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日

10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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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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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海外股票、海外存託憑證、海外公司債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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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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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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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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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運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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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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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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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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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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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四

日

10

星
期

四

項
次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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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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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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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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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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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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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
資料。

3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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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3
3.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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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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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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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稅行事曆

2.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6.9

69

9 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

8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8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10日截止。

3.

7及8月份印花稅總繳15日截止。

4.

7及8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5.

自用住宅用地、工業用地適用地價稅特別稅率課徵者，22日申請截止。

6.

曆年制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30日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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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二

1.
2.
3.
4.
5.

8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8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7及8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開始。
7及8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曆年制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開始。

10

四

1. 8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
2. 8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

15

二

1.
2.

7及8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截止。
7及8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

22

二

1.

自用住宅及工業用地適用地價稅特別稅率課徵者，本日申請截止。

30

三

1.

曆年制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本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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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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 104 年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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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IFP01-5

9/8(二)

13:30-16:30

JUL05

9/8(二)

09:00-16:00

JUL10

9/9(三)

09:00-16:00

JUL04

9/10(四)

09:00-16:00

FM06-3

9/11(五)

09:30-16:30

TX06-1

9/14(一)

09:00-16:00

IFP01-6

9/15(二)

13:30-16:30

課 程 名 稱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IFRS 13 公允價值衡量
客戶信用風險評估與應收帳款管理實務
NEW~損益兩平與現金流量表在企業治理上的
運用實務
IFRS 時代解讀四大財務報表暨會計師出具查核報告探
討
第六期 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年度預算編製與控管實務
第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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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IAS 21 匯率變動之影響

講師

時數/
VIP 扣點

費用
3,000

江 美 艷

3 / 5.5

侯 秉 忠

6/8

4,800

彭 浩 忠

6/8

4,800

蔡 俊 明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國 稅 局

6/8

4,800

江 美 艷

3 / 5.5

【無折扣】

3,000
【無折扣】

SEP11

9/15(二)

09:00-16:00

勞動契約內容範例及規劃實務

楊 淑 如

6/8

4,800

SEP03

9/16(三)

09:00-16:00

IFRS 時代如何將財務會計轉換為稅務會計

蔡 俊 明

6/8

4,800

SEP04

9/16(三)

13:30-16:30

NEW~最新公司法修正彙總暨實務案例解析

藍 聰 金

3/5

3,000

JUN13

9/16(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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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01

9/17(四)

09:00-16:00

柳 廣 明

6/8

4,800

SEP05

9/17(四)

09:30-16:30

活用財報分析暨洞悉財報窗飾與舞弊

黃 美 玲

6/8

4,800

SEP06

9/18(五)

09:00-16:00

NEW~新制房地合一稅之衝擊與如何關鍵節稅

蔡 俊 明

6/8

4,800

SEP07

9/18(五)

09:00-16:00

運用管理會計協助企業有效經營

李 進 成

6/8

4,800

SEP02

9/18(五)

09:00-16:00

NEW~以風險為導向的稽核實務解析

黃 秀 鳳

6/8

4,800

SEP12

9/18(五)

09:00-16:00

NEW~非公開發行公司會計準則重點解析

專任教授

6 / 10

6,000

SEP08

9/21(一)

09:00-16:00

各類稅務調節表編製重點實務解析

陳 重 成

6/8

4,800

IFP01-7

9/22(二)

13:30-16:30

江 美 艷

3 / 5.5

FM06-4

9/22(二)

09:30-16:30

黃 美 玲

6/8

4,800

JUL17

9/22(二)

09:00-16:00

HOT~境外公司與三角貿易、多角貿易操作實務解析

張 淵 智

6/8

4,800

SEP09

9/23(三)

09:00-16:00

主管級損益績效解析與預算編製關聯實務運用

彭 浩 忠

6/8

4,800

國 稅 局

6/8

4,800

葉 清 宗

7 / 10

5,500

周 建 序

6/8

4,8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10 以上版本)
Excel 在財務稽核上的綜合應用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IAS 40 投資性不動產
第六期 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企業財務管理與外匯避險實務

第六期-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3,000
【無折扣】

09:00-16:00

JUL19

9/23(三)

09:00-17:00

JUL21

9/23(三)

09:30-16:30

JUL15

9/24(四)

09:00-16:00

如何閱讀現金流量表與財報整合運用

李 進 成

6/8

4,800

JUL16

9/24(四)

09:00-16:00

財務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侯 秉 忠

6/8

4,800

統一發票常見實務問題解析
NEW~三角貿易實務操作與風險規避
企業如何有效因應史上最大規模勞動檢查—
常見缺失及改善技巧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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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4,800
9,600
4,800
3,000
4,800
4,800

AUG02
JUL20

8/11(二)
9/25(五)

陳 建
政 序
琦
周

66 // 88

IFP01-1
OCT03

8/11(二)
10/8(四)

江 廣
美 明
艷
柳

36//5.5
8

AUG18
AUG17

8/12(三)
10/8(四)

江 秉
美 忠
艷
侯

46//7.5
8

3,000
4,800
【無折扣】
4,000
4,800
【無折扣】

AUG03
TX06-3
AUG04

8/12(三) 09:00-16:00
10/12(一) 09:00-16:00
8/12(三) 09:00-16:00

李 進 成
國 稅 局
國 稅 局

6/8
6/8
6/8

4,800
4,800
4,800

AUG05

8/13(四)

13:30-16:30

客戶徵信技巧與呆帳預防實務解析
第六期-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NEW~營業稅外銷零稅率及固定資產申報實務解析
營業稅進項稅額申報扣抵實務
所得稅扣繳實務
9/25(五)前報名享早鳥價
5,500 元(VIP 扣 10 點)

黃 純 華

3/5

3,000

JUN06

8/17(一)

09:00-17:00

佘 通 權

7 / 10

AUG15
OCT01
AUG01

財務問題分析與解決對策(FPSP)
HOT~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知己知彼-跨境電子商務稅務新挑戰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

8/17(一) 13:30-16:30
10/13(二)
09:00-16:00
8/18(二) 13:30-16:30 贈送《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
NEW~公司經營權之競爭行為規範與實務案例解說
8/18(二) 09:00-16:00
財務流程管理及防弊設計
治理運作實務, 共三冊》書籍乙套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
8/18(二) 13:30-16:30
10/13(二)
13:30-16:30
所得稅扣繳實務
資本公積專題討論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8/19(三) 09:00-16:00
10/14(四)
09:00-17:00 NEW~非財務主管必備的報酬率與標的物價值評估運用
NEW~帳務處理與財報編製比較的
Excel 函數適用實務
8/19(三) 09:00-16:00
放帳(D/A O/A)交易風險規避與財務調度實務操作

林 信 鑫
佑
巫
施 汎 泉

5
63//11
3/5

5,500
6,000
3,000
【無折扣】
3,000

蔡 篤 村

6/8

江 純
美 華
艷
黃

33//5.5
5

彭
彭
葉
王
江
李
劉
張
蔡
周

忠
忠
宗
鴻
艷
成
錦
銘
明
慶

8
76//10
6/8
3/5
4 / 7.5
6/8
6/8
36 // 58

黃 美 玲
巫
鑫

6/8
6 / 15

江 美 艷
侯 秉 忠

3 / 5.5
6/8

FM06-5
AUG10

10/14(四) 13:30-16:30
8/20(四) 13:30-17:30
10/15(四) 09:00-16:00
8/20(四) 09:00-16:00
10/15(四)
13:30-16:30
8/20(四) 09:00-16:00
10/16(五) 09:30-16:30
8/20(四) 09:00-16:00

營業稅與營所稅之連結課稅實務
【台北場】「IFRS 15 客戶合約之收入」實務解析
NEW~經營團隊靈活運用數據測試風險及掌握利潤
企業財會人員必備的法律觀念與自保之道
營利事業所得稅應注意事項及相關會計處理
NEW~我國移轉訂價新發展暨 BEPS 新趨勢
暨申報實例
第六期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
如何透過經營分析提升企業競爭力

講座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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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01-8
AUG11

贈送《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Part 1—
實務, 共三冊》書籍乙套
10/16(五) 13:30-16:30
8/21(五) 09:00-16:00
財會人員必備的問題分析解決與教練技巧
IAS 17 租賃

AUG15
AUG16

10/19(一)
13:30-16:30
8/21(五) 09:00-16:00

知己知彼－跨境電子商務稅務新挑戰
【超值回饋】人才招募甄選與面談技巧

AUG12
OCT02

8/24(一) 09:00-16:00
10/19(一)
13:30-16:30

IFP01-4
OCT09

8/25(二) 13:30-16:30
10/20(二) 09:00-16:00

FM06-2
IFP01-9
JUN08

8/25(二) 09:30-16:30
10/20(二) 13:30-16:30
8/26(三) 09:00-16:00

AUG13
TX06-4
AUG14
AUG07
IFP01-5
OCT10

資本支出評估與財務報表相關投資報酬解析
NEW~實踐 CSR 創造企業永續價值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IAS 19 員工福利
IFRS 時代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編製暨會計處理
第六期 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管理報表的編製與分析實務
IFRS 11 聯合協議
IFRS 時代如何編製現金流量表以掌握經營績效
第六期-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出納作業、資金流量分析及調度實務

8/26(三) 09:00-16:00
10/21(三)
09:00-16:00
營業稅申報實務暨違章案例解析
8/26(三) 09:00-16:00
營業稅違章行政救濟之爭議與規定解析
10/21(三) 09:00-16:00 NEW~非財務主管必備的報酬率與標的物價值評估運用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9/8(二)
13:30-16:30
10/22(四) 09:00-16:00
HOT~營業稅外銷零稅率及固定資產申報實務解析
IFRS 13 公允價值衡量
台商在大陸常見的五大營運管理問題與因應對策解析—
9/9(三)
09:00-16:00
客戶信用風險評估與應收帳款管理實務
10/22(四)
09:00-16:00
人事、報關、合同、稅務、仲裁
NEW~損益兩平與現金流量表在企業治理上的
9/9(三)
09:00-16:00
10/23(五) 09:00-16:00
HOT~財會人員必備的問題分析解決與教練技巧
運用實務
10/23(五) 09:30-16:30
NEW~從財會案例檢視企業經營管理問題

JUL05
OCT14
JUL10
AUG11

OCT11

浩
浩
清
瑞
美
進
孟
宗
俊
宗

忠
琦
玲
孝

費用

侯
陳
黃
陳

AUG07
OCT05
AUG08
OCT06
AUG19
OCT07
JUN09
OCT08
AUG09

秉
政
美
文

時數/
VIP 扣點
6/8
12 / 16
6/8
3/5

8/7(五)
09:00-16:00
9/24(四)&
09:00-16:00
9/25(五)
8/11(二) 09:30-16:30
9/25(五) 13:30-16:30

IFP01-3
OCT04

營運資金管理與融資決策實務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第六期
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合併報表
Excel 編制實務
財務報表解讀與財務體質分析實務
大陸台商企業稅務風險管理建立與案例分享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NEW~職業災害相關法令認知與爭議問題處理實務—
09:00-16:00
財會人員常用的 Excel 技巧：
09:30-16:30
勞基、勞安、勞保與商業保險職災補(賠)償案例解析
零用金、預算控管與動態折舊計算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Part 1—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10 以上版本)
13:30-16:30
09:00-16:00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
NEW~ Excel 在薪資管理與二代健保計算的實務運用
13:30-17:30
【新竹場】「IFRS
15 客戶合約之收入」實務解析
09:00-16:00
營運資金管理與融資決策實務

講師

AUG17
JUL08
FM06-1
SEP10

JUN01

72

日期

4,800
3,000
3,000
【無折扣】
4,800
5,500
4,800
3,000
4,000
【無折扣】
4,800
4,800
3,000
4,800

4,800
8,000
【無折扣】
3,000

佑
勇
穆
忠
文
艷
明

3 / 5.5
6/8

4,800
【無折扣】
3,600
3,000
【無折扣】
4,800
3,000
3,000
【無折扣】
4,800

黃 美 玲
江 美 艷
蔡 俊 明

6/8
3 / 5.5
6/8

【無折扣】
4,800

李
國
國
彭
江
國

66 // 88
6/8
6/8
3 / 5.5
6/8

4,800
【無折扣】

侯 彥
秉 文
忠
陳

66 // 88

4,800
4,800

彭 浩 忠
侯 秉 忠

6/8
6/8

4,800
4,800

6/8

4,800

林
戴
張
彭
李
江
蔡

信
師
煥
浩
介
美
俊

進
稅
稅
浩
美
稅

成
局
局
忠
艷
局

黃 美 玲

OCT12

10/26(一)

09:00-16:00

海外轉投資事業的財務規劃及監督管理

蔡 篤 村

OCT13

10/27(二)

09:00-16:00

NEW~透過整帳作業創造企業財報經營價值

李 進 成

36 // 56
36 // 58

3,0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3,000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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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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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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 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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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抬頭/戶名：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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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準備午餐
□其他
(如：單堂課、課程禮券…..等)







□

□

□
□

□

電子報同意書
<此欄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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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請為我加入
同意,定期已收到/已訂閱
不同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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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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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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座

您從何處得知此課程資訊：
1.DM 2.勤業眾信通訊 3.dttus 學習網
4.朋友介紹 5.電子報 6.中小網大 7.內科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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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s & Publications

精選書目簡介
「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

本書以 IFRS 規定出發，並融合國
內企業主管機關本土化的規定，以最淺

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上、中、下三

白的用語，從財務報表的面子( 四大財

冊)」套書，深入剖析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中

務報表的內容) 出發，介紹財務報表的

關於：一、維護股東權益；二、平等對待股

裏子( 每一項會計科目之介紹及運用)

東；三、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四、提升

及底子( 如何解讀重要會計附註內容)，

資訊透明度；五、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等「A

輔以實際案例、上市上櫃公司最及時財

題型」、「B 題型」及「C 題型」規定。內

務報告，和生動的漫畫，使讀者能以看

容紮實完整、豐富實用！

書名：圖文並茂 輕鬆『悅』 故事的心情來學 IFRS、了解企業財務報 書名：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財報-2013 年正體中文版

表編製之原理，活學活用，體會「悅」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

出版日：2015 年 7 月

讀財務報告之樂趣，是無論企業經理

運作實務 (上、中、下三冊)

人、股市投資人、在校學生或會計專業

出版日：2015 年 3 月

人士，均能迅速入門，並且值得收藏的
好書。
本書內容涵蓋基本法規、財務報告

書名：證管法令全書

本書內容涵蓋所得稅法、產業創新條

編製相關法規、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相

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稅捐稽徵

關法規、上市/上櫃相關法規、公開發行

法、遺贈稅法…等諸多重要稅務法令，係目

相關法規…等諸多重要證管法令，係目

前稅務法規最新最完整之工具書，此書採聖

前證管法規最新最完整之工具書，此書

經紙印刷，輕巧耐用，是方便隨身攜帶的口

採聖經紙印刷，輕巧耐用，是方便隨身

袋書，更是相關稅務工作人員以及事務所專

攜帶的口袋書，更是相關專業工作人員

業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必要參考工具書。

以及事務所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必要參

書名：稅務法令全書

考工具書。

(第十三版)

(第十三版)

出版日：2015 年 3 月

出版日：2015 年 3 月

訂

購

備註欄：

單

公司抬頭：

統一編號：

※取書方式：郵資由訂購人負擔

收 件 人：

發票格式：□三聯 □二聯(個人)

※消費滿 2500 元，即可免郵資！
1.□自取《來電預約自取日期、時間》

寄書地址：

2.□限掛《中午前完成匯款，隔日書籍即可送
電話：(

分機: 傳真：(

)

達(例假日、外縣市及偏遠地區除外)》

)

※訂購書籍者，請於匯款後將收據連同訂購單

e-mail：
書

名

NEW~圖文並茂 輕鬆「悅」財報 (第二版)
講座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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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優惠價

每冊
郵資

數量

小計

回傳至本公司
銀行戶名：

550

495

40

2000

1800

80

證管法令全書(十三版)

800

640

40

電話：(02)2545-9988 分機 3980 杜小姐

稅務法令全書(十三版)

800

640

40

傳真：(02)2546-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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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中、下三冊)

總 計：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匯款帳號：0015-435-108125
匯款銀行/分行：玉山商業銀行/營業部

元

地址：1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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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連絡
我們

台北

台南

10596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2樓
Tel ：+886 (2) 2545-9988
Fax ：+886 (2) 4051-6888

70051 台南市永福路一段189號13樓
Tel ：+886 (6) 213-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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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886 (3) 578-0899
Fax：+886 (3) 405-5999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88號3樓
Tel ：+886 (7) 530-1888
Fax：+886 (7) 405-5799

台中

Taiwanese Service Group
大陸台商(專業)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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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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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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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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